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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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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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減少 29%至約人民幣 4,314,0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 6,043,400,000
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878,400,000元（二零一九年：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1,510,400,000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主要由於
本公司產品銷量及售價下降所致。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561元（二零一九年：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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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等截至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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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4,314,031 6,043,385
銷售成本 (2,527,874) (3,400,137)  

毛利 1,786,157 2,643,248
其他收入 5 132,466 112,980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58,724) (19,52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78,617) (221,299)
行政開支 (250,670) (241,638)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4,239 4,01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108) (1,585)
融資成本 (95,184) (142,656)  

除稅前溢利 1,336,559 2,133,541
所得稅開支 7 426,947 (585,004)  

期內溢利 8 909,612 1,548,537  

期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78,414 1,510,397
非控股權益 31,198 38,140  

909,612 1,548,537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10
基本 0.561 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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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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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2,823 8,077,172
礦場 12 936,682 964,761
使用權資產 809,310 819,682
投資物業 121,067 82,420
商譽 554,241 554,241
其他無形資產 4,305 3,571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0,730 56,49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22,014 725,122
受限制銀行存款 3,428 –
遞延稅項資產 97,574 82,222  
    

11,112,174 11,365,682  
    
流動資產
存貨 13 726,255 674,380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366,684 3,962,64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052 15,959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5,005 10,014
受限制銀行存款 9,854 14,503
銀行結餘及現金 9,156,644 7,942,576  
    

12,274,494 12,620,072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246,115 2,174,123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8,102 5,563
應付稅項 152,365 555,414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4,591,785 4,770,215
租賃負債 5,639 4,512
合同負債 16 184,755 185,525  
    

6,198,761 7,695,352  
    
流動資產淨值 6,075,733 4,924,7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187,907 16,2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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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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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273 1,444,094
遞延稅項負債 58,483 70,555
租賃負債 102,624 96,025
環境恢復撥備 41,095 36,734  
    

2,497,475 1,647,408  
    
資產淨值 14,690,432 14,642,9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40,390 140,390
股份溢價及儲備 14,218,399 14,123,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358,789 14,263,801
非控股權益 331,643 379,193  
    
權益總額 14,690,432 14,64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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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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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0,390 1,724,496 286,038 1,635,906 8,301,079 12,087,909 354,437 12,442,346        

期內溢利 – – – – 1,510,397 1,510,397 38,140 1,548,537        

撥款 – 585,850 – – (585,850)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971,448) (971,448) – (971,448)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 – – – – – (57,998) (57,998)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0,390 2,310,346 286,038 1,635,906 8,254,178 12,626,858 334,579 12,961,437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0,390 2,310,346 286,038 1,635,906 9,891,121 14,263,801 379,193 14,64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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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 – 767,374 – – (767,37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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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7,720 286,038 1,635,906 9,218,735 14,358,789 331,643 14,6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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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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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984 2,307,10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1,295) (207,329)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84,621) (230,5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214,068 1,869,19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42,576 5,008,69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代表 9,156,644 6,87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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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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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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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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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及第18號（修訂本） 重大性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39號、7號（修訂本） 利率指標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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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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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8,386 5,633,638

銷售混凝土 245,645 409,747  
   

4,314,031 6,04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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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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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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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3,638 409,747 6,043,385 – 6,043,385

分部間銷售 87,335 9,891 97,226 (97,226) –     

      

總計 5,720,973 419,638 6,140,611 (97,226) 6,043,385     

      

業績
分部業績 2,271,302 29,966 2,301,268 – 2,301,268     

     

未分配收入 33,683

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
其他未分配開支 (61,186)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4,01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585)

融資成本 (142,656) 

      

除稅前溢利 2,13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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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23,864 34,205

運費收入 639 1,019

銷售廢料 5,142 2,75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0,413 72,035

租金收入，扣除支出 2,408 1,385

其他 – 1,578   

132,466 11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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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呆賬撥備淨額 (58,019) (7,164)

匯兌收益（虧損）淨值 1,228 (11,72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933) (638)   

(58,724) (19,526)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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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933 574,106

已付預扣稅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9,438 3,710

遞延稅項抵免 (27,424) 7,188   

426,947 585,004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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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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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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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516 41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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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50分支付合共人民幣783,426,000元。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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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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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414 1,51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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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8,598,033

添置 54,019

期內折舊 (391,055)

出售 (3,36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25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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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12. 礦場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63,974
添置 –
期內攤銷 (4,669)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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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存貨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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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23 213,591
原材料 294,625 264,050
在製品 92,124 81,192
製成品 163,683 115,547   

726,255 674,380   

14.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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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39 1,337,905
減：累計撥備 (289,539) (232,032)   

757,700 1,105,873
應收票據 1,244,429 2,369,794   

2,002,129 3,475,667
其他應收款項 364,555 486,973   

2,366,684 3,96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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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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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26 562,510

91至180日 97,954 269,955

181至365日 165,618 144,122

365日以上 31,502 129,286   

757,700 1,10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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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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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91 412,4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4,124 1,761,670   

1,246,115 2,174,123   

就報告之分析如下：

非流動負債 – –

流動負債 1,246,115 2,174,123   

1,246,115 2,17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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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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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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82 375,252

91至180日 16,760 15,900

181至365日 28,859 10,911

365日以上 12,190 10,390   

291,991 4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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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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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60 183,938

收到混凝土產品交貨前收據 6,095 1,587   

184,755 185,525   

17. 股本

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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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變動。

18. 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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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12 36,138   



– 15 –

19.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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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527

購貨 8,721 10,808

運輸開支 52,802 65,464   

聯營公司：
銷售貨品 7,393 15,079   

最終控股公司：
銷售貨品 – 14,990

管理費用 – 6,207   

董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3,368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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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延續復甦態勢，復工復產全面推進。二季度以來，統籌推
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現，生產需求持續改善，主要指標與一季
度相比明顯改善，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 456,61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
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分產業
看，第一產業增加值26,053億元，同比增長0.9%；第二產業增加值172,759億元，
下降1.9%；第三產業增加值257,802億元，下降1.6%。從環比看，二季度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11.5%。一至六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四月至六
月連續三個月同比正增長。一至六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81,603億
元，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至五月收窄3.2個百分點。從環比速度看，六月固
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5.91%。

二零二零年一至六月，全國水泥產量10億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4.8%，全
國熟料產量達到 7億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1.4%。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集團水泥產品（水泥+熟料）1,114萬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
1,474萬噸下降360萬噸，降幅24.4%。主要市場概況如下：

一、 長江中下游地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春節過後市場恢復較以往推遲
一到兩個月，五月迎來市場小高潮。六月進入傳統淡季，雨水明顯強於往
年，受洪澇災害影響，市場需求減少，預估在八、九月以後將恢復正常。

二、 四川地區，一至三月受疫情及外圍低價水泥入侵影響，價格回落，四月之
後市場恢復，價格止跌，預計後期價格將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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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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區
東南區 2,235,104 2,799,036
華中區 703,509 1,170,658
西南區 1,375,418 2,073,691  

4,314,031 6,043,385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人民幣4,314,0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人民幣
6,043,400,000元減少人民幣1,729,400,000元或29%。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產品
銷量及售價下降。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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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二零一九年：93%），而預拌混凝土銷售額則佔6%（二零一九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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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水泥 3,667,997 5,107,147
熟料 231,894 346,962
高爐爐渣粉 45,680 51,457
預拌混凝土 245,645 409,747
其他 122,815 128,072  

4,314,031 6,04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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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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90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3,400,100,000元）。銷售成本下降主
要由於銷量及煤炭成本下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為人民幣1,786,200,000元（二零一九
年：人民幣2,643,200,000元），毛利率為收益之41%（二零一九年：44%）。毛利減少
主要由於銷量及售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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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132,5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
期人民幣 113,000,000元增加人民幣 19,500,000元或17%。其他收入增加乃由於回
顧期間利息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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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之
虧損人民幣19,500,000元增加人民幣39,200,000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呆賬撥備
增加。

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開支為人民幣178,600,000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之人民幣 221,300,000元減少人民幣 42,700,000元或19%。分銷
及銷售開支減少是由於回顧期間水泥產品的運費、裝卸費及包裝材料減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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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二零一九
年同期人民幣 241,600,000元增加 4%至人民幣 250,700,000元。有關增加乃由於回
顧期間僱員薪酬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減少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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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6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之人
民幣1,548,500,000元減少人民幣638,900,000元。溢利減少主要由於產品銷量及售
價下降。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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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6,7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3,985,800,000元），而總權益約人民幣14,690,4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14,643,00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9,156,600,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942,60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37%（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9%），乃分別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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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到期狀況分析概述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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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785 4,770,215
二年以上 2,295,273 1,444,094  

6,887,058 6,21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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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143,200,000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93,200,000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之資本承擔則約為人民幣67,50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36,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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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質押或抵押。

或然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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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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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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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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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對水泥業的發展持樂觀態度，主要體現於以下幾點：

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為將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國家啟動「新基建」計劃，軌道交通類基建項目成為各地方政府重點投資領
域，特別是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也將更大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整
體來看，基建催化將貫穿全年，以基建為主的區域需求有望超預期。

二、 重大水利工程持續加碼，水泥需求進一步提升。七月十三日，國新辦舉行
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釋放出水利重大工程加碼提速的明確信號：將安
排150項重大水利工程，匡算總投資約1.29萬億元，能夠帶動直接和間接投
資約6.6萬億元。

三、 隨著市場需求的恢復，淡季價格調整基本接近尾聲，目前跌價的區域在第
三季度、第四季度將會陸續上漲。

綜上，集團認為，隨著更大力度政策加快落地，下半年經濟增速有望逐季回升。
集團下半年計劃銷售水泥產品（水泥+熟料）1,736萬噸，全年計劃銷售水泥產品
（水泥+熟料）2,850萬噸；預計第三季水泥價格將企穩回升，及至第四季傳統旺
季，水泥業整體盈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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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將一如既往的繼續推進各項管理制度上的改革，求新求變，鼓勵同仁推動
自我工作改善，提升公司營運績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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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集團仍將繼續踐行高環保理念，積極響應並
配合政府部門開展水泥窰協同處置生活垃圾和固體廢棄物等作為，不遺餘力
地履行好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一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
文第A.1.8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8條規定，本公司須安排購買合適保險以就向
其董事提出之法律訴訟給予保障。透過定期及適時地與董事及本集團管理層
溝通，本集團管理層深信，所有可能向董事提出之申索及法律訴訟能有效處
理，且董事遭確切起訴之機會甚微。然而，董事會將不時因應當時情況檢討此
安排，並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安排投購適當保險以給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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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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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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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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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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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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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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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