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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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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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摘要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
公佈乃就本公司每季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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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發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
約為人民幣 967,700,000元。

本公司董事乃根據本集團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慣例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段
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而發表
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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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902,318 3,675,792
銷售成本 (4,225,541) (3,071,458)

  

毛利 1,676,777 604,334
其他收入 103,906 40,299
其他收益 88,502 14,563
分銷及銷售開支 (240,198) (191,965)
行政開支 (205,675) (128,64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虧損） 418 (1,13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323 –
融資成本 (163,165) (123,514)

  

除稅前溢利 1,261,888 213,942
所得稅開支 (258,344) (41,755)

  

期內溢利 1,003,544 172,187
  

期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67,668 168,355
非控股權益 35,876 3,832

  

1,003,544 172,187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 0.622 0.108

  

攤薄 0.622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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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700,165 10,021,327
礦場 244,196 215,511
預付租金 532,497 548,729
商譽 138,759 138,759
其他無形資產 19,387 20,42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4,788 45,75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3,077 11,753
遞延稅項資產 20,637 14,877
長期應收款項 68,039 79,007

  

10,761,545 11,096,139
  

流動資產
存貨 805,198 679,669
長期應收款項－一年內到期 6,561 15,083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795,624 1,983,489
預付租金 17,500 14,491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141 980
衍生資產 – 4,181
受限制銀行存款 54,343 19,769
定期存款 392,0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22,236 686,099

  

5,298,603 3,403,761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62,743 886,555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20,109 37,000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4,511 5,940
應付稅項 50,968 57,437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1,168,573 1,244,228
衍生負債 7,302 4,783

  

2,114,206 2,235,943
  

流動資產淨值 3,184,397 1,16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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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945,942 12,263,957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2,000 15,000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4,985,223 4,722,710
定息票據 586,000 –
衍生負債 – 13,937
遞延稅項負債 24,779 22,521  

5,608,002 4,774,168  

資產淨值 8,337,940 7,489,7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9,549 139,549
儲備 7,960,403 7,154,3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099,952 7,293,933
非控股權益 237,988 195,856

  

總權益 8,337,940 7,489,78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818,669 198,76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61,252) (1,573,48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78,720 528,8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36,137 (845,850)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6,099 1,331,266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2,236 485,416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上一份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採納
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董事不建議就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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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頻繁採取貨幣緊縮
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增大房地產調控力度，水泥行業面臨嚴峻考驗，加以長
江中下游地區雨水天氣多，致使水泥需求相對疲軟，市價小幅下跌；西南地區
亦因新增產能大量釋放，市場競爭劇烈，價格下滑幅度較大。面對此一挑戰，
集團一方面加強內部管理，更深入地拓寬原材料、燃料採購渠道，降低營運成
本，更密切協調生產、銷售、運輸等關鍵環節，提升營運效率；另一方面則加強
市場協同力度，以溝通理解避免同業間惡性競爭，讓市場更為有序。經此努力
後，長江中下游地區銷售情況良好，價格仍處高位，四川地區也漸趨穩定，集
團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銷售水泥產品17,100,000噸，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增
長2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人民幣967,700,000元，亦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大幅
上升475%。純利大幅增長主要由於：(i)四川亞東廠三號新型乾法旋窰、黃岡亞
東廠一號新型乾法旋窰、江西亞東廠四號新型乾法旋窰、湖北亞東廠二號新型
乾法旋窰及武漢亞鑫水泥有限公司全面投產後產能及銷量得以提升；(ii)本公
司產品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全國水泥行業投資已開始下滑，供應增速減緩；而水泥製品業投資則大幅增加，
需求加速成長。另政府持續推進節能減排，鼓勵大型企業兼併重組，強力淘汰
落後產能（工信部公告二零一一年關停落後水泥企業782家，產能共計153,280,000
噸）等措施，都將使水泥產業結構更加優化，而行業自律行動，促使同業間競合
關係日趨理性，水泥業之前景樂觀可期。整體來說，雖然鐵路項目投資暫時有
所下滑，緊縮性貨幣政策亦將持續，但是大規模水利投資、保障房建設、城鎮
化進程加快、農村市場更加開發深入等，都將強而有力地拉動水泥消費需求。



– 6 –

為此，集團將加速建設江西亞東五號及六號新型乾法旋窯（每條日產熟料6,000
噸，預計二零一三年建成投產），同時將於政府核准後，配合「十二五」規劃與要
求，於華北地區建設一座新型環保節能並為社會減廢之一體化水泥廠，即以水
泥窯協助地方政府處置鄰近都市及鄉村之廢棄物，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此外，
還要深入開發預拌混凝土業務，努力提升各領域之競爭力，為股東創造更大價
值。總而言之，憑藉集團現時領先之市場地位及成功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之實
績，對於前景仍然抱有信心。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先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才雄先生、吳中立博士、邵瑞蕙女士、張振崑先
生及林昇章先生；非執行董事兼主席為徐旭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震濤
先生、雷前治先生、詹德隆先生及黃英豪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