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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同比飆升 5.4 倍至 16.4 億港元 

每股中期息 0.115 港元 派息率提升至 45.8% 

* * * 

國家推進供給側改革 行業競爭環境持續改善 

 

業績摘要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增加 

營業額(百萬港元) 13,188.4 11,315.6 16.6% 

毛利率(%) 29.5 23.8 5.7 個百分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百萬港元) 1,639.8 257.5 536.7% 

淨利潤率(%) 12.2 2.0 10.2 個百分點 

每股基本盈利(港元) 0.251 0.039 536.7% 

每股中期股息(港元) 0.115 0.015 666.7% 

 

(香港，2017 年 8 月 5 日)–中國華南領先水泥及混凝土生產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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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期內」) 之中期業績。 

 

期內，本公司綜合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16.6%至約131.9億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較去

年同期增加536.7%至約16.4億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251港元。本公司董事局已決議就期間

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115港元（2016年：0.015港元）, 派息率為45.8%。截至2017年6月30日，

本公司之資產總額為552.2億港元，淨借貸率為52.7%，每股資產淨值為4.28港元。 

 

2017年上半年，華潤水泥的水泥及熟料對外銷量為3,760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3.7%；混凝土

銷量為620萬立方米，較去年同期增長7.6%。本集團水泥及熟料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上升23.5%

至每噸290港元；混凝土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减少0.8%至每立方米371港元。本公司的綜合毛

利率為29.5%，較去年同期高5.7個百分點；淨利潤率為12.2%，較去年同期高10.2個百分點。

期內，自非人民計值凈借貸產生的匯兌收益約為1.5億港元，去年同期匯兌虧損約為1.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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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需求保持平穩 

 

2017 年上半年，中國政府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國經濟總體平穩發展。根據中國國家統

計局，全國國內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 6.9%至人民幣 38.1 萬億元；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

含農戶）較去年同期增加 8.6%至人民幣 28.1 萬億元。基建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對拉動水泥

需求起積極作用。上半年中國水泥產量為 11.1 億噸，較去年同期增長 0.4%。在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下，行業供需關係得以進一步改善。 

 

2017 年 6 月，中國水泥協會發佈《水泥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規劃提出化解產能過剩，

嚴禁備案新建和新增產能項目，提出目標至 2020 年累計壓減熟料產能 4 億噸、每噸水泥熟料

綜合能耗降至 105 公斤標煤及水泥窯協同處置生產線佔比上升至 15%。此外，規劃指出要推

進聯合重組，提升前十家企業熟料產能集中度，同時落實階梯電價等政策，加快水泥產品升

級換代，淘汰複合 32.5 水泥，鼓勵使用 42.5 及以上等級水泥等。此外，中國政府繼續加強環

保方面的監管。去年 7 月至今，中國環境保護部共進行三次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6 月底，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開展國家重大工業專項節能監察，對水泥行業主要監察企業能源消耗情

況、單位產品能耗限額標準達標情況和階梯電價政策執行情況。 

 

固本增效 提升服務質量 

 

2017 年上半年，本集團於期間採購的煤炭的平均價格約為每噸 698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8.2%。由於煤炭價格上升，本集團於期間生產每噸熟料的平均煤炭成本由 2016 年同期的 69.0

港元上升 48.1%至 102.2 港元。生產每噸熟料的標準煤耗由去年同期的平均 107.7 公斤減少至

期間的 106.4 公斤。 

 

期內，本集團每噸水泥的平均電力成本下降 8.6%至 31.8 港元。根據直接電力供應協議及競價

安排，本集團就合共 15.8 億千瓦時的用電享受降低電價優惠，節省 6,920 萬港元。本集團成

功改善電耗，期間，每噸水泥的電耗為 74.6 千瓦時（2016 年同期為 75.9 千瓦時），相當於節

省成本約 2,720 萬港元。煤炭及電力成本分別佔本集團水泥產品成本約 37.8%及 15.6%。 

 

本集團持續推行精益管理，以減少浪費、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2017 年上半年，本集團開展

17 個精益改善項目，包括石灰石礦山資源綜合利用以及煤磨高效綜合節能技術項目等。上半

年，本集團在位於廣東封開縣和廣西南寧市的水泥生產基地開展智能工廠試點，以實現降本

增效、優化人員結構及提升產品質量。 

 

期間，本集團開發銷售移動下單應用程式，已在廣東大區試點完成，計劃在年底前推廣至其

他運營區域。水泥基地一卡通智能發運系統在東莞市、封開縣及羅定市的水泥生產基地上線

後，今年 6 月進一步拓展至惠州市的水泥生產基地。上述程式及系統可為客戶提供便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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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和優質的服務，實現貨物發運信息化和自動化以及提高發運效率。 

 

此外，本集團致力於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截至 2017 年 6 月底，本集團累計有 22 個水泥基

地通過國家安全生產標準化一級企業評審，為本集團持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礎。 

 

研發創新 推進協同處置 

 

本集團深知創新對於水泥企業長遠發展的重要性，設立創新小組，以提升運營效率、優化成

本管理。為加強研發能力，研發新產品、新技術以及新材料，本集團研發中心持續強化專業

人才的配備及開展各類檢測，並在部份混凝土基地開展新材料應用，推廣以石灰石粉替代粉

煤灰，以降低單位材料成本。 

本集團積極推進水泥窯協同處置原生態城鄉生活垃圾及市政污泥等項目。位於廣西賓陽縣水

泥生產基地的原生態城鄉生活垃圾協同處置項目及廣西南寧市水泥生產基地的市政污泥協同

處置項目分別自2015年及2016年投入運行以來，運作正常。此外，本集團位於廣西田陽縣及

雲南彌渡縣的水泥窯協同處置原生態城鄉生活垃圾項目正在建設中，預計於2017年底前建成。

本集團未來將繼續向其他水泥基地推廣水泥窯協同處置項目，並研究利用水泥窯協同處置危

險廢棄物，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華潤水泥主席兼執行董事周龍山先生表示：「本集團相信，中國國內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以及區域發展規劃的逐步升級，將有助於維持水泥平穩需求。隨著

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政府持續推進淘汰落後產能、節能減排及產品升級等工作，將

有助加快低效產能退出，進一步提升行業集中度，令供需矛盾將逐步緩解，有助中國水泥行

業長遠健康發展。本集團將推動技術升級、節能減排，推廣水泥窯協同處置至其他水泥生產

基地，以及持續推進產品、技術及材料的研發，為客戶提供差異化產品，以創新驅動發展。

未來，本集團將積極探索向產業上下游延伸的機會，並尋求與國內外領先水泥企業進行戰略

合作，攜手推動中國水泥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完~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中期業績 /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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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2.5 10 14.4 26 16.3 

廣西 35 31.2 17 25.0 2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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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81.3 44 59.8 61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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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及最具競爭力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生產商。截至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共有及運營 93 條水泥粉磨線及 44 條熟料生產線，水泥及熟料的總年產

能分別為 8,130 萬噸及 5,980 萬噸。本公司亦擁有 61 座混凝土攪拌站，總年產能為 3,640 萬

立方米。此外，透過擁有若干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股權權益，本公司應佔的相關年產能分

別為水泥 1,930 萬噸、熟料 1,300 萬噸及混凝土 310 萬立方米。 

 

如欲獲取更多資訊，請瀏覽本公司網站 www.crce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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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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