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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Asia Cement (China) Holdings Corporation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3）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摘要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公告乃就本公司每季公告其財務業績之慣例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段而刊發。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擁有人應佔之未經審核綜合溢利
約為人民幣 467,300,000元。

本公司董事乃根據本集團每季公告財務業績之慣例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段
公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而刊
發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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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298,385 1,287,289
銷售成本 (1,535,992) (728,734)  

毛利 762,393 558,555
其他收入 40,179 57,3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7,836 (139)
分銷及銷售開支 (101,330) (63,299)
行政開支 (65,728) (185,13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2,174 24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496) (2,330)
融資成本 (9,946) (52,987)  

除稅前溢利 633,082 312,232
所得稅開支 (152,351) (92,163)  

期間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480,731 220,069  

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67,344 210,057
非控股權益 13,387 10,012  

480,731 220,069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 0.298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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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448,208 7,586,580
礦場 984,770 999,574
投資物業 123,247 123,247
商譽 554,241 554,241
其他無形資產 4,413 4,82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7,189 60,5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15,528 718,025
遞延稅項資產 108,223 110,571
使用權資產 842,366 802,275  

10,848,185 10,959,850  

流動資產
存貨 684,665 608,368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331,417 2,385,038
應收票據 2,418,238 2,401,16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287 4,224
其他金融資產 65,713 –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52,799 5,275,608  

10,855,119 10,674,401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04,835 1,204,170
合同負債 197,976 229,310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6,993 13,490
應付稅項 147,197 494,122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977,126 872,988
租賃負債 — 流動 6,803 6,007  

2,350,930 2,820,087  

流動資產淨值 8,504,189 7,854,31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352,374 18,8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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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151,962 2,099,171
租賃負債 98,411 98,428
遞延稅項負債 52,354 47,176
環境恢復撥備 37,689 38,161  

2,340,416 2,282,936  

資產淨值 17,011,958 16,531,2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0,390 140,390
儲備 16,476,040 16,008,6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616,430 16,149,083
非控股權益 395,528 382,145  

權益總額 17,011,958 16,531,228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97,572 447,03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7,352) (20,17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6,971 2,213,2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77,191 2,640,141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75,608 7,942,576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52,799 10,58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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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上一份年報披露本集團採納之相同
會計政策編製。

董事不建議就二零二一年首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業務回顧與展望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穩中向好，市場活力提升，生產需
求擴大，就業物價穩定，民生保障有力，國民經濟開局良好。但同時，全球疫情
仍在蔓延，國際環境錯綜複雜，國內經濟恢復的基礎還不牢固，長期存在的結
構性矛盾依然凸顯。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8.3%，
兩年平均增長5.0%；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6%，兩年平均增長2.9%；全
國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29.7%，兩年平均增長2.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
比增長25.6%，兩年平均增長 7.6%。

二零二一年初，穩投資政策持續發力，加之政府號召就地過年導致春節後水泥
市場啟動更早，下游房地產及基建施工需求高企支撐水泥產量走高。二零二一
年一至三月份，全國累計水泥產量4.39億噸，同比增長47.3%；其中，三月份水
泥產量1.97億噸，同比增長 33.1%。

一至二月份為傳統的水泥市場淡季，長江中下游市場需求整體走弱，期間沿江
熟料售價下調80元╱噸，水泥售價陸續下調40-60元╱噸。春節後，各地留守人員
充足且天氣連續放晴，工地、項目普遍較往年更早啟動，提振水泥需求；叠加錯
峰生產執行嚴格、供給端生產受限因素，各大企業庫存持續保持低位運行，水
泥熟料供應偏緊。截止四月中旬，沿江熟料已完成四輪調漲，累計漲幅100元╱
噸；中下游水泥亦完成二輪上調，漲幅 40-60元╱噸，且下游市場仍存在一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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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預期。一至二月份，四川市場受外圍水泥衝擊嚴重，累計下跌30元╱噸；進入
三月份，由於本地企業錯峰生產執行良好，且需求快速復甦，外圍水泥影響範
圍收縮，供需矛盾有所緩解。三月底，成都市場一次性完成50元╱噸之調漲，預
計後續水泥價格將趨於平穩。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本集團水泥及熟料銷量 625萬噸，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受
疫情影響，本集團水泥產品銷量僅為304萬噸。進入第二季度，各公司完成停窑
檢修，本集團產能將得到充分發揮，預計第二季度本集團水泥及熟料銷量將達
到820萬噸，與二零二零年同期 810萬噸持平。

二零二一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十四五」規劃將由此開局，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由此開啟。隨著經濟持續穩定恢復，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繼續推進，水泥行業也面臨著機遇與挑戰。二零二一年，本集團仍大有可
為：

需求方面，我國疫情防控成效顯著，經濟持續快速恢復，基建投資作為經濟穩
增長的重要支撐持續發力，為水泥需求帶來巨大利好。二零二一年，政府提出
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
設），印發《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全力推進重大項目建設，積極佈局
穩投資。據不完全統計，年內全國集中開工重大項目數量已破萬個，總投資規
模達44,124億元。

供給方面，國家推動水泥錯峰生產地域和時間常態化，利於供給端產量保持嚴
控態勢。二零二零年底，工信部、生態環境部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水泥常
態化錯峰生產的通知》，進一步實化細化錯峰生產常態化機制。隨著今年江西、
安徽等水泥生產大省加入政府監督錯峰生產行列，本集團重點佈局之長江中
下游地區水泥供給將受到進一步壓縮，水泥區域供需矛盾緩解，價格有望獲得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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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月份為傳統水泥行業「小旺季」，基於良好的市場需求和相對平穩的市
場價格，本集團預計第二季度將保持較高的效益水平。本集團仍將努力挖掘自
身潛力，降低成本，繼續推動企業信息化、智慧化轉型，提升本集團整體競爭
力。縱觀國家經濟大勢以及行業市場動態，本集團管理層對達成預期獲利目標
保持樂觀。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旭平先生、張才雄先生、吳中立博士、張振崑先
生、林昇章先生及吳玲綾女士；非執行董事兼主席為徐旭東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詹德隆先生、王偉先生、李高朝先生及王國明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