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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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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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3）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收益增加 23%至約人民幣 5,300,9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 4,314,000,000
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073,400,000元（二零二零年：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878,400,000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主要由於
本公司產品銷量增加所致。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685元（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5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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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等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300,944 4,314,031
銷售成本 (3,427,808) (2,527,874)  

毛利 1,873,136 1,786,157
其他收入 5 89,429 132,466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49,808) (58,724)
分銷及銷售開支 (233,000) (178,617)
行政開支 (143,842) (250,670)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3,823 4,23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408) (3,108)
融資成本 (21,408) (95,184)  

除稅前溢利 1,512,922 1,336,559
所得稅開支 7 406,526 426,947  

期內溢利 8 1,106,396 909,612  

期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73,434 878,414
非控股權益 32,962 31,198  

1,106,396 909,612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10
基本 0.685 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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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 7,298,541 7,586,580
礦場 12 968,564 999,574
使用權資產 832,436 802,275
投資物業 123,247 123,247
商譽 554,241 554,241
其他無形資產 4,074 4,82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8,839 60,5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12,616 718,025
遞延稅項資產 118,924 110,571  
    

10,681,482 10,959,850  
    
流動資產
存貨 13 816,477 608,368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124,431 2,385,038
應收票據 2,377,317 2,401,16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043 4,22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4,601 –
受限制銀行存款 2,0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15,874 5,275,608  
    

12,504,743 10,674,401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129,929 1,204,170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27,259 13,490
應付稅項 158,882 494,122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2,563,307 872,988
租賃負債 6,705 6,007
合同負債 16 152,301 229,310  
    

4,038,383 2,820,087  
    
流動資產淨值 8,466,360 7,854,31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147,842 18,8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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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149,720 2,099,171
遞延稅項負債 60,016 47,176
租賃負債 96,947 98,428
環境恢復撥備 37,967 38,161  
   

 2,344,650 2,282,936  
    
資產淨值 16,803,192 16,531,2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40,390 140,390
股份溢價及儲備 16,281,466 16,008,6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421,856 16,149,083
非控股權益 381,336 382,145  
   
權益總額  16,803,192 16,5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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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
儲備

其他
儲備

特別
儲備

保留
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40,390 2,092,147 2,310,346 286,038 1,635,906 7,798,974 14,263,801 379,193 14,642,994         

期內溢利 – – – – – 878,414 878,414 31,198 909,612         

撥款 – – 767,373 – – (767,373)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783,426) – – – – (783,426) – (783,426)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 – – – – – – (78,748) (78,74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0,390 1,308,721 3,077,719 286,038 1,635,906 7,910,015 14,358,789 331,643 14,690,43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40,390 1,308,721 3,077,719 286,038 1,635,906 9,700,309 16,149,083 382,145 16,531,228         

期內溢利 – – – – – 1,073,434 1,073,434 32,962 1,106,396         

撥款 – – 654,986 – – (654,986)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800,661) – – – – (800,661) – (800,661)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 – – – – – – (33,771) (33,77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0,390 508,060 3,732,705 286,038 1,635,906 10,118,757 16,421,856 381,336 16,80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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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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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45 1,519,984
投資活動所得（用）現金淨額 26,993 (21,295)
融資活動所得（用）現金淨額 885,028 (284,6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840,266 1,214,06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75,608 7,942,576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代表 7,115,874 9,15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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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除下述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
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之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編制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冠病毒疫情 (Covid-19)相關租金減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39號、7號、

4號及16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第二階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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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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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水泥產品及相關產品 5,141,531 4,068,386

銷售混凝土 159,413 245,645  
   

5,300,944 4,314,031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水泥業務 混凝土業務 總計 撇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141,531 159,413 5,300,944 – 5,300,944
分部間銷售 60,301 – 60,301 (60,301) –     

總計 5,201,832 159,413 5,361,245 (60,301) 5,300,944     

業績
分部業績 1,408,550 (45,021) 1,363,529 – 1,363,529    

未分配收入 193,226
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
其他未分配開支 (20,840)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3,82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408)
融資成本 (21,408) 

除稅前溢利 1,5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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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水泥業務 混凝土業務 總計 撇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4,068,386 245,645 4,314,031 – 4,314,031

分部間銷售 73,862 – 73,862 (73,862) –     

總計 4,142,248 245,645 4,387,893 (73,862) 4,314,031     

業績
分部業績 1,415,054 (35,236) 1,379,818 – 1,379,818    

未分配收入 114,047

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
其他未分配開支 (63,25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4,23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108)

融資成本 (95,184) 

除稅前溢利 1,336,559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所招致虧損），惟未計及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應佔
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投資收入及融資成本之分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報告之計量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市價或（倘無市價）按成本加標價加成率收取。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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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 16,112 23,864

運費收入 911 639

銷售廢料 7,001 5,142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4,042 100,413

租金收入，扣除支出 1,363 2,408

其他 – –   

89,429 13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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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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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賬撥備淨額 (33,348) (58,019)

匯兌（虧損）收益淨值 (12,779) 1,22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3,681) (1,933)   

(49,808) (58,724)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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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97,496 444,933

已付預扣稅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542 9,438

遞延稅項抵免 4,488 (27,424)   

406,526 426,947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分
別介乎15%至25%及15%至25%。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在香港及新加坡
此兩個司法權區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就香港利得稅及新加坡
所得稅作出撥備。

本公司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所得稅。

8.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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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項目：

折舊及攤銷 447,572 45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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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51.1分支付合共人民幣800,661,000元。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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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073,434 878,414   

千股 千股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566,851 1,566,85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566,851 1,566,851  

11. 物業、機器及設備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8,077,172

添置 143,420

期內折舊 (396,842)

出售 (20,92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802,82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586,580

添置 115,126

期內折舊 (399,060)

出售 (4,10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2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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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礦場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64,761
添置 –
期內攤銷 (28,07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36,68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99,574
添置 779

期內攤銷 (29,629)
處置 (2,16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68,564  

13. 存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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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零件及配料 147,356 148,923
原材料 389,405 272,278
在製品 126,198 66,173
製成品 153,518 120,994   

816,477 608,368   

14.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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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交易應收款項 930,646 1,058,993
減：累計撥備 (281,346) (246,850)   

649,300 812,143
應收票據 1,064,007 1,280,901   

1,713,307 2,093,044
其他應收款項 411,124 291,994   

2,124,431 2,385,038   

本集團之政策容許授予水泥客戶30至180日及混凝土客戶180至365日之信貸期，惟若干擁
有良好信貸記錄之特定客戶則偶獲給予更長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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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乃交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
析：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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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0至90日 405,249 514,646

91至180日 176,262 185,818

181至365日 63,053 66,472

365日以上 4,736 45,207   

649,300 812,143  

本集團管理層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貸虧損模
式認列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考量客戶過去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
狀況、產業經濟情勢，並同時考量經濟預測及產業展望。

15.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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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交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278,497 281,5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51,432 922,658   

1,129,929 1,204,170   

就報告之分析如下：

非流動負債 – –

流動負債 1,129,929 1,204,170   

1,129,929 1,20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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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乃交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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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0至90日 234,527 264,584

91至180日 13,003 1,907

181至365日 23,762 5,541

365日以上 7,205 9,480   

278,497 281,512   

交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交易採購之未支付金額。交易採購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日。

16. 合同負債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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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收到水泥產品交貨前收據 152,126 228,791

收到混凝土產品交貨前收據 175 519   

152,301 229,310   

17. 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為人民幣140,390,000元。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變動。

18. 承擔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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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36,195 3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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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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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
利息收入 – 199

購貨 14,454 8,721

運輸開支 46,032 52,802   

聯營公司：
銷售貨品 3,771 7,393   

董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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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僱員福利 3,350 3,368   

董事酬金乃計及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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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生產需求繼續回升，市場主體預
期向好，主要宏觀指標處於合理區間，經濟發展呈現穩中加固、穩中向好態勢。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2.7%，兩年平均增長5.3%；全
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2.6%，兩年平均增長4.4%；全國基礎設施投資同比
增長7.8%，兩年平均增長2.4%；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5.0%，兩年平均
增長8.2%。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國累計水泥產量11.5億噸，同比增長14.1%，創歷史同期
新高。上半年市場行情好於去年同期，但水泥整體價格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長江中下游以及四川地區作為本集團重點經營的兩大市場，上半年概況如下：

一、 一至二月傳統淡季，長江中下游市場需求走弱，水泥價格季節性回調；春
節期間，各大企業開始集中停窯檢修至四月份，但因國家倡導就地過年、
天氣晴好，年後各地工地、項目較往年更早啟動，需求提前復蘇，導致三至
四月份出現熟料、水泥供應偏緊之局面，沿江水泥價格一路高走；五至六
月，長江中下游各地降雨明顯超過往年，且鋼材、砂石等建材大幅漲價，抑
制水泥需求，各大企業發貨量不及預期，水泥價格歷經多輪調降。預計八
月下旬後，影響水泥價格的不利因素消退，水泥市場將迎來下半年旺季。

二、 四川地區，一季度受外圍水泥衝擊影響，累計下調人民幣 30元╱噸；三月
底，因本地企業前期錯峰生產執行良好，且需求快速復蘇，外圍水泥影響
範圍收縮，供需矛盾緩解，成都市場應勢調漲人民幣50元╱噸；及至七月，
受外圍低價水泥侵蝕，本地同業銷量萎縮，庫存高位運行，水泥價格季節
性回調人民幣50元╱噸。預計後續價格企穩運行，九月旺季到來後步入漲
價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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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水泥及熟料銷量1,414萬噸；二零二零年同期受疫情
影響，水泥及熟料銷量1,114萬噸。

收益

下表載列報告期間按地區劃分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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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東南區 2,650,831 2,235,104
華中區 969,050 703,509
西南區 1,681,063 1,375,418  

5,300,944 4,314,031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人民幣5,300,900,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
4,314,000,000元增加人民幣986,900,000元或23%。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產品
銷量增加。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貢獻方面，水泥及相關產品銷售
額佔97%（二零二零年：94%），而預拌混凝土銷售額則佔3%（二零二零年：6%）。
下表顯示報告期間按產品劃分之銷售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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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 4,758,917 3,667,997
熟料 181,775 231,894
高爐爐渣粉 39,274 45,680
預拌混凝土 159,413 245,645
其他 161,565 122,815  

5,300,944 4,3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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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燃料開支（包括煤炭及電力）、僱員薪
酬及福利、折舊及攤銷，及其他經常性成本。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銷售成本
為人民幣3,427,800,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2,527,900,000元）。銷售成本增加主
要由於銷量及煤炭成本增加。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為人民幣1,873,100,000元（二零二零
年：人民幣1,786,200,000元），毛利率為收益之35%（二零二零年：41%）。毛利增加
主要由於銷量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助、運費收入、利息收入及廢料銷售。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幣89,400,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
民幣 132,500,000元減少人民幣 43,100,000元或 33%。其他收入減少乃由於回顧期
間利息收入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及
呆賬撥備。於回顧期內，其他虧損為人民幣49,800,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之
虧損人民幣58,700,000元減少人民幣8,900,000元。虧損減少，主要由於呆賬撥備
減少。

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為人民幣233,000,000元，
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之人民幣 178,600,000元增加人民幣 54,400,000元或30%。分銷
及銷售開支增加是由於回顧期間水泥產品的運費、裝卸費及包裝材料增加所
致。

行政開支包括僱員薪酬及福利、折舊開支及其他一般辦公室開支，較二零二零
年同期人民幣250,700,000元減少43%至人民幣143,800,000元。有關減少乃由於回
顧期間停工損失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減少 78%，主要由於借款減少及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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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溢利淨額為人民幣1,106,400,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之人
民幣909,600,000元增加人民幣196,800,000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產品銷量增加。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及流動資金狀
況。總資產約人民幣 23,186,2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1,634,300,000元），而總權益約人民幣16,803,2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16,531,2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7,115,9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275,6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28%（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4%），乃分別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總負債及總資產計算。

借貸

本集團未償還借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到期狀況分析概述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563,307 872,988
二年以上 2,149,720 2,099,171  

4,713,027 2,97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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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165,900,000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19,800,000元），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之資本承擔則約為人民幣36,2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38,500,000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涉及購置機器、設備及投資項目。
本集團預期將以未來經營收益、銀行借貸及其他融資途徑（如適用）撥付該等承
擔。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質押或抵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784名僱員。本集團根據適用中國法律
及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保險、醫療、失業保險及房屋公積金，並為香港
僱員向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本集團根據僱員工作表現及經驗支付酬
金，並定期檢討有關薪酬待遇。

此外，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格董事及僱員就彼等過往及日後
為本集團之增長所作貢獻獲授多項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其他重大投資、重大收購
或出售事項。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銷售額及採購額大部分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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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貨幣。由於人民幣未來匯率或因中國政府可能施加之
管制而較現時或過往匯率大幅變動。匯率亦可能受國內及國際經濟發展及政
治變動以及人民幣供求影響。人民幣兌外幣升值或貶值或會對本集團經營業
績構成影響。

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
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報告期後事件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
出現影響本集團之重要事件。

前景

展望下半年，挑戰與機遇並存，本集團對水泥業發展持謹慎樂觀態度：

需求方面，二零二一年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十四五」規劃提出新型
城鎮化建設、交通強國建設、重點區域戰略建設等，為下半年乃至未來數年水
泥需求提供了強力支撐，蘊含商機十分可觀。二零二一年，川渝合作共建重大
項目67個，截止今年六月底已開工58個，完成年度投資人民幣415億元，累計完
成投資人民幣1,538億元；六月底，湖北省發改委發佈307個重點建設項目，年度
計劃投資人民幣2,067億元；江西省實施重點項目738個，其中，交通基礎設施領
域實施重點項目239個，計劃完成投資人民幣1,115億元，以加快構建綜合交通
體系。

供給方面，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未來各
項去產能、優結構的措施將會持續落實，轉型升級、技術改造和超低排放將助
力水泥行業健康發展，因此水泥行業供需矛盾逐步緩和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可
以預見，為了滿足持續發展的建築節能需要，儘快達成「雙碳」目標，市場會倒
逼水泥行業加快轉型升級，行業內技術、設施更為先進的龍頭企業有望進一步
佔據競爭優勢，兼併重組整合趨勢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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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集團認為，下半年水泥行業仍處於平台期，整體行情可期。後期水泥
需求在一系列基建政策的支撐及行業嚴控新增產能的背景下有望保持平穩運
行，但煤炭、砂石等原燃料價格上漲，對水泥行業成本、下游需求會帶來一定
負面影響，相對於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強勢行情，預計今年行業利潤水準將有所
恢復。本集團下半年預計銷售水泥及熟料約1,680萬噸，全年預計銷售水泥及熟
料約3,090萬噸，較二零二零全年成長 7%。

下半年，本集團將堅持增加效率、降低成本、改善結構、提升品質的經營管理
方向，推進各項管理制度改革，優化內部運營流程，對外維持高品質、高服務
的品牌形象，提升本集團整體競爭力，同時全力維護核心市場、維繫市佔率，
以實際行動踐行「誠、勤、樸、慎、創新」的企業文化，為本集團創造更多貢獻，
履行好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
集團的財務申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目前，審核委員會由詹德隆先生
（主席）、徐旭東先生及李高朝先生組成，彼等均為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認為中期業績的編製符合相關的會計準則和要求，並已作出充分的披
露。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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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
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
交本公司股東以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com.hk)及
本公司網站 (www.achc.com.cn)刊登。

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熱誠投入和辛勤工作，同時亦感
謝股東、業務夥伴、銀行及核數師期內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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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