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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綜合營業額按年下跌 18.0%至 267.8 億港元 

全年股息 0.08 港元 派息率為 51.6% 

* * * 
鞏固市場領先地位 積極推動綠色發展   

業績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12 個月 

2015 年 2014 年 變化 

營業額 (百萬港元) 26,778.7 32,668.9 -18.0% 

毛利率（%） 24.0 31.3 -7.3 個百份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百萬港元) 1,015.0 4,206.4 -75.9% 

淨利潤率（%） 3.5 12.6 -9.1 個百份點 

每股基本盈利 (港元) 0.155 0.644 -75.9% 

每股全年股息 (港元) 0.08 0.17 -52.9% 

 
(香港，2016年3月13日)–中國華南領先水泥及混凝土生產商之一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華

潤水泥」或「本公司」，股份代號：1313，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 公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12 個月 (「年内」) 之全年業績。 

 
年內，本公司錄得綜合營業額較去年下跌18.0%至約267.8億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較

去年減少75.9%至約10.2億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155港元。本公司董事局建議派發截至2015

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為每股0.02港元（2014年：0.10港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

公司之資產總額為542.2億港元，淨借貸率為63.8%，每股資產淨值為4.07港元。 

 
華潤水泥主席兼執行董事周龍山先生表示：「2015 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基礎設

施建設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年內，中國政府通過加快基建項目審批，推動政府和

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放寬房地產調控，促進房地產市場銷售，以穩定經濟發展。2015 年至今。

中國人民銀行六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以及五次降低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

準利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2015 年，中國水泥產量為 23.5 億噸，較去年下降 4.9%，行業需求二十四年以來首次出現負

增長，水泥價格跌至 2008 年以來低位。本集團運營區域的經濟增長及固定資產投資基本高於

全國平均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山西、雲南及貴州的水泥產量

分別為 14,490 萬噸、11,060 萬噸、7,750 萬噸、2,230 萬噸、3,570 萬噸、9,310 萬噸及 9,910

萬噸，與去年比較變化分別為-1.7%、3.9%、0.2%、3.4%、-21.4%、-2.0%及 5.6%。 

 
2015 年 1 月，中國實施新的環保法，對違法排放污染物的企業新增按日處罰制度，且不設罰

款上限，增加了企業的違法成本。7 月，《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正式實施，新標準

將氮氧化物排放標準提升到每立方米 400 毫克，將顆粒物排放標準提高至每立方米 30 毫克。

此外，工業和信息化部發佈了《水泥行業規範條件（二零一五年本）》，強調堅持「等量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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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置換」原則，規定新建項目必須兼顧協同處置固體廢棄物。5 月，中國六部委決定聯合開

展水泥窯協同處置生活垃圾試點及評估工作。另根據“通用矽酸鹽水泥”新標準，PC32.5 複合

矽酸鹽水泥標準亦於 2015 年 12 月正式被取消，低端水泥標準的逐步取消將提升使用較高質

量的水泥產品。 

 
2015年，華潤水泥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對外銷量分別為7,672.1萬噸、463.2萬噸及1,231.1萬

立方米，較2014年分別增加6.5%、減少21.7%及減少22.7%。年內，水泥產品之需求因中國經

濟增長放緩而低迷，水泥價格已自年初持續下滑，於進入第四季度正常旺季後仍未改善。本

集團水泥和熟料平均售價較去年分別下跌20.2%及24.0%至每噸269.9港元及203.2港元，混凝土

平均售價較去年减少1.4%至每立方米416.8港元。本公司的綜合毛利率為24.0%，較2014年的

31.3%下降7.3個百分點；淨利潤率為3.5%，較2014年的12.6%低9.1個百分點。自2015年8月11

月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已進行一系列有關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調整，導致人民幣兌

其他主要貨幣於短時期內顯著貶值。於本年度內，本集團自非人民幣計值淨借貸產生的匯兌

虧損為9.03億港元。 

 
採購優勢提升  水陸運輸升級 

 
2015 年，煤炭價格大幅下滑。為進一步降低採購成本，本集團以國內大型煤企作為主要供應

商，減少價格較高的進口煤炭的比重，以低庫存策略優化採購管理水平。年內，本集團的煤

炭總採購量為 930 萬噸（2014 年: 930 萬噸），其中約 75%、19%及 6%分別購自中國北方、本

集團生產基地周邊地區及澳洲（2014 年：73%、17%及 10%）；煤炭生產商直接供應的比例增

加至約 74%（2014 年：68%）。本集團積極拓展國內外煤炭採購管道，穩定戰略供應商合作，

提升集中採購優勢以有效管理成本。 

 
此外，本集團繼續推進物流信息化建設工作，提高發運效率，提升客戶服務水準。通過西江

船運運力的掌控及雙向物流的開展，本集團更增強對運輸成本的控制。通過資源優化，基於

公司的業務發展需求，對船舶運輸運力進行優勝劣汰。年底，本集團在西江流域掌控了71.5

萬噸船舶運輸運力，年運輸能力達3,200萬噸，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提供穩定和持續的運力保

障。此外，通過資源整合及設備升級，年底，本集團共掌控了五十三個中轉庫，主要佈局在

廣東珠三角地區，年中轉能力達3,940萬噸，充分滿足本集團在珠三角地區的物流運輸需求，

鞏固本集團在珠三角地區的市場競爭力。 

 
節能減排  推動行業綠色發展 

 
2015年，本集團持續優化及提升生產線的環保水平，積極響應國家節能減排政策，推動水泥

行業的綠色健康發展。根據中國新的《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本集團所有熟料生產

線均已完成脫硝設備的改造，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均優於國家氮氧化物排放標準的每立方米400

毫克。2015年，本集團通過除塵器的技術改造，以穩定性及效率更高的袋收塵系統代替原有

的靜電收塵系統，已為三十條熟料生產線配套袋收塵系統，預計2016年底將完成所有生產線

的改造工作。目前本集團各生產線顆粒物排放濃度均符合國家最新顆粒物排放標準每立方米

30毫克，在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 

 
2015 年 11 月，本公司註冊成立了名為華潤環保工程投資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以專注

於綠色環保項目，包括水泥窯協同處置城鄉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及危險廢棄物等項目的發展。

12 月，本公司位於廣西賓陽縣水泥基地的城鄉生活垃圾協同處置項目投入運作，成為首個運

行的項目。本集團正與各運營區域內的政府相關部門商談進一步推廣協同處置生活垃圾的計

劃。同時，本公司正積極研究並推廣水泥窯協同處置污泥和危險廢棄物的運作模式及技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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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鞏固雲南市場地位  響應一帶一路規劃 

 
本集團持續鞏固區域內市場佔有率及領先的競爭優勢。2015 年 9 月及 12 月，華潤水泥投資

與昆明鋼鐵控股有限公司達成兩次協議，分別向雲南水泥建材集團有限公司（前稱為雲南昆

鋼水泥建材集團有限公司）注資兩次，使華潤水泥最終持有 50%股權，未來有望於運營管理、

資源分配、市場銷售及採購等方面實現協同效應，鞏固我司未來在雲南的市場領導地位。雲

南被定位為「一帶一路」規劃中面向南亞及東南亞的橋頭堡，基礎設施建設將持續促進未來

水泥需求的增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透過附屬公司持有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的年產能分別為

7,930 萬噸、5,630 萬噸及 3,450 萬立方米；本集團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掌控的水泥、熟料及

混凝土的年產能共計分別為 5,810 萬噸、4,040 萬噸及 740 萬立方米。其中按照股權權益歸屬

於本公司的年產能為水泥 1,920 萬噸、熟料 1,340 萬噸及混凝土 340 萬立方米。 

 
周先生總結：「2016年為『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政府提出要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

的平衡，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

本集團相信基建項目建設的啟動、房地產市場逐步回暖，及『一帶一路』和『十三五』規劃

的長遠國策, 均有助穩定水泥的中長期需求。此外，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水泥行業的節能減排、

協同處置、淘汰落後產能及產品升級等工作，有利於推動水泥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未來，本

集團將會堅持『3+2』發展戰略，透過資源掌控、資源轉化及資源分銷，達至區域內系統成本

最低，以及市場領先的地位。在推動內容精益管理、降本增效的同時，本集團亦會繼續於所

在區域尋求併購的機會，同時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投資機會，加強研發和創

新，推動綠色發展，為中國水泥行業的健康發展作出貢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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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公司在營運的生產設施年產能概覽 

省份/自治區/ 

特別行政區 

水泥 熟料 混凝土 

生產線數量 百萬噸 生產線數量 百萬噸 攪拌站數量 百萬立方米 

廣東 22 20.5 8 10.9 25 15.3 

廣西 35 31.2 17 25.0 21 12.4 

福建 14 10.1 6 7.0 - - 

海南 5 4.4 3 3.3 5 3.0 

山西 6 6.0 3 4.6 1 0.6 

雲南 7 5.1 4 3.9 1 0.6 

貴州 2 2.0 1 1.6 - - 

浙江 - - - - 2 1.1 

香港 - - - - 3 1.5 

總計 91 79.3 42 56.3 58 34.5 

 

預期本公司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年產能 

年份 水泥（百萬噸） 熟料（百萬噸） 混凝土（百萬立方米） 

2016 年底 83.3 61.3 38.2 

2017 年底 85.3 62.7 41.8 

2018 年底 87.3 64.3 45.4 

 

有關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為中國華南領先的水泥及混凝土生產商之一。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有及運營 91 條水泥粉磨線及 42 條熟料生產線，水泥及熟料的總年產能分別為

7,930 萬噸及 5,630 萬噸。本公司亦經營 58 座混凝土攪拌站，其總年產能為 3,450 萬立方米。

本公司於 2009 年 10 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代號：1313)。 

 
如欲獲取更多資訊，請瀏覽本公司網站 www.crcement.com。 

 
新聞垂詢： 

*本新聞稿由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代表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發行。 

 
傳媒垂詢： 

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 

王冰冰小姐 / 顏霖霖小姐 

電話：(852) 3970 2136 / (852) 3641 1306 

傳真：(852) 2598 1588 

電郵：alicewang@wsfg.hk / lizngan@wsfg.hk 

http://www.crce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