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2021 年 8 月 13 日 

 
 

（股份代號：1313） 

 

2021 年上半年本公司營業額上升 19.5%至 202 億港元 擁有人應佔盈利達 36 億港元 

中期股息 24 港仙 派息率 46.1% 

 

 

業績摘要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變幅 

營業額(百萬港元) 20,179.6 16,884.3 +1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百萬港元) 3,633.5 4,191.3 -13.3% 

每股基本盈利(港元) 0.520 0.600 -13.3%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7.37 6.15 +19.8% 
 

 

（香港，2021 年 8 月 13 日）–中國華南地區頗具規模及競爭力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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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其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期內」）之業績。 

 

期內，本公司綜合營業額同比上升 19.5%至約 201.8 億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同比下降

13.3%至 36.3 億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0.520 港元。中期股息為 0.240 港元，派息率達 46.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之資產總額為 695.6 億港元，借貸率為 13.4%，每股資產淨值

為 7.37 港元。 

 

期內，本集團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對外銷量分別約為 4,164 萬噸，195 萬噸及 704 萬立方米。

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生產線的產能利用率分別為 97.2%、108.2%及 39.1%。水泥及熟料平均售

價同比上升 0.8%至每噸 381 港元；混凝土平均售價同比上升 2.6%至每立方米 505 港元。公司

的綜合毛利率為 31.1%，淨利潤率為 18.0%。  

 

中國經濟持續恢復 水泥需求穩定增長 

2021 年上半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經濟發展呈現穩中加

固、穩中向好態勢。2021 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12.7%至人民幣 53.2 萬億元，全

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 12.6%至人民幣 25.6 萬億元。上半年全國水泥產量同

比增長 14.1%至約 11.5 億噸。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以及鄉村振興的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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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有助支撐水泥行業的需求。 

 

中國政府堅決打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進一步嚴格產能置換、錯峰生產相關要求，提升水

泥產品質量，規範水泥市場秩序；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並積極推進節能減碳，促

進水泥行業的高質量及可持續發展。2021 年 7 月，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修訂後的《水泥玻璃行業産能置換實施辦法》，提高水泥項目產能置換比例，

並對產能指標的認定更加嚴格。此外，中國政府穩步推進碳市場建設，進一步規範全國碳排

放權登記、交易、結算活動，保護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參與方合法權益。 

 

持續推行精益管理 提升運營質量及效率 

2021 年上半年，本集團以提升運營質量和效率為中心，以卓越運營體系建設為主線，繼續深

入開展精益管理工作，持續開展對標，努力提升運營管理水平。為此，本集團加大技改技措

和新技術、新裝備應用工作，提升生產效率及降低能耗。本集團亦在部分水泥基地推廣應用

生料助磨劑，以便提高生產效率、降低電耗、煤耗及污染物排放。 

 

上半年，煤炭市場整體供應持續緊張。期間內，本集團的煤炭採購總量約 540 萬噸；其中約

78%、21%及 1%分別購自中國北方、本集團生產基地周邊地區及海外；煤炭生產商直接供應

煤炭的比例約 81%。未來，本集團將持續加強與內地大型煤炭供應商合作，拓寬煤種選擇，

優化船舶調度，以及根據國家進口煤政策適時調整進口煤比例，保障優質煤炭的穩定供應。

此外，本集團亦將結合市場研判，合理調控煤炭庫存，降低綜合採購成本。 

 

受西江流域枯水期限載、油價上漲等影響，物流成本在上半年整體呈上升趨勢。期間內，本

集團根據各個運營區域的市場特點，積極開展招標、鐵路聯運等方式以降低物流成本。本集

團在西江流域年運輸能力約 3,680 萬噸，共掌控 38 個中轉庫，主要佈局在廣東珠三角地區，

年中轉能力約 2,870 萬噸，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提供穩定和持續的運力保障，鞏固本集團在廣

東市場的主導地位。 

 

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 以創新驅動發展 

創新是激發企業活力、推動企業長遠發展的重要動力。本集團持續推進數字化、智能化建設。

本集團成立深圳市潤豐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助力公司實現數字化轉型目標，提升行業影響力。 

 

在智能工廠方面, 本集團與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合作的智能製造田陽基地試點項目，一方

面繼續優化完善生產運營數字化、生產控制智能化及專業管理自動化等一期上線項目；另一

方面組織實施數字化礦山、智能化驗室、智能視頻監控、設備在線監測全覆蓋等二期項目。

此外，本集團圍繞 EHS、運營、生產、設備、質量、礦山及物流等方面開展智能製造建設，

在封開建設「燈塔工廠」，該項目已於七月中正式啟動，現階段籌備推進窰磨專家系統、電氣

在線監測等子項目的現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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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技術研發中心為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認可的實驗室。2021 年上半年，本集團

技術研發中心為水泥生產基地提供 713 項檢測，並為水泥生產基地開展系統測試及提供優化

方案。此外，技術研發中心為新業務發展提供技術支持，開發高性能無機人造石產品、瓷磚

膠、牆體保溫材料等。本集團亦進一步完善創新人才培養規劃和創新項目推廣方案。2021 年

上半年，本集團組織創新競賽和創新大會項目評選，加快推動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等領域

的創新工作，促進創新成果在各基地的廣泛應用。 

 

踐行企業社會責任 助力行業綠色轉型 

本集團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綠色發展。此外，本集團高度重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嚴格執行國家防控工作要求，構建動態疫情防控工作機制，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本集團有 28 個水泥生產基地（含粉磨站）通過了國家安全生產標準化一級企業現

場評審，有 21 家水泥生產基地的石灰石礦山通過安全標準化二級企業評審。此外, 本集團各

水泥熟料生產基地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及顆粒物平均排放濃度均低於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

限值。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本集團有 9 個基地的 10 座礦山通過了國家級綠色礦山遴選, 6 個

水泥生產基地獲列入國家級綠色製造名單中的綠色工廠, 分別位於廣西田陽、南寧、平南、武

宣、貴港、雲南鶴慶。 

 

另一方面，本集團依托自身技術優勢，全面推進城鄉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及工業危險廢物三

個領域的協同處置項目。本集團與環保公司合作發展的廣西上思及福建雁石協同處置項目，

分別於 2021 年 1 月及 5 月開始試運營。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本集團擁有 10 個協同處置項目，

年處理能力達到 145 萬噸。 

 

本集團積極響應中國政府的節能減排政策，積極參加行業協會組織的建材行業碳達峰、碳中

和座談會，研討水泥行業碳達峰行動方案和路線圖；參與華潤集團組織的碳中和研究院，計

劃開展「碳達峰、碳中和」關鍵技術路線、替代燃料及清潔能源利用、二氧化碳捕集技術等

課題的研究工作。 

 

積極把握發展機遇 推動新業務發展 

華潤水泥積極把握新業務發展機會，充分發揮水泥、混凝土、骨料、新材料與裝配式建築業

務的協同優勢，鞏固本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骨料業務方面，本集團於 2 月及 6 月新競得分別位於廣西武宣縣及南寧市的兩個骨料礦山采

礦權，規劃年產能分別為 650 萬噸及 980 萬噸。本公司的骨料項目全部投產後，年產能合計

約 7,500 萬噸。 

 

新材料方面，公司積極開拓人造石業務，上半年，本集團增持環球經典股權，成為其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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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環球經典在廣東東莞擁有一條規劃年產能 60 萬平方米的無機人造石生產線，並正在擴建

一條規劃年產能 150 萬平方米的生產線。此外，本集團正在廣西來賓建設兩條合計 300 萬平

方米的無機人造石生產線。全部建成後，無機人造石規劃年產能合計約 510 萬平方米。另一

方面，本集團在廣東封開建設兩條瓷磚膠生產線，合共規劃年產能約 40 萬噸，產品可通過水

路銷往珠三角及廣西區域。 

 

裝配式建築方面，湛江潤陽項目於 2021 年 3 月開始試生產。此外，繼於廣東及廣西佈局，本

集團於 8 月收購海南定安的裝配式建築項目，混凝土預製構件設計年產能約 30 萬立方米。目

前本集團共規劃 7 個項目，全部建成後，混凝土預製構件設計年產能合計將達到約 160 萬立

方米。 

 

華潤水泥總裁紀友紅先生表示：「在『十四五』期間，本集團將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

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強、做優、做大各項業務，持續深化「區域市場領先、創新驅動發

展、系統成本最低」三大能力，致力提升運營效率及質量，提高環保、安全與健康管理水平；

深化品牌推廣及渠道建設，鞏固市場份額；加強新產品、新技術及新材料的研發能力，推動

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本集團將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推廣水泥窰

協同處置，推動行業綠色發展。本集團亦將積極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加快轉型創新步伐，

推動中國水泥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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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3.7 

廣西 37 33.2 18 26.5 27 16.1 

福建 14 10.1 6 7.0 - - 

海南 5 4.4 3 3.3 4 2.4 

雲南 7 5.1 4 3.9 1 0.6 

貴州 4 4.0 2 3.0 - - 

山西 6 6.0 3 4.6 1 0.6 

浙江 - - - - 2 1.1 

香港 - - - - 3 1.5 

總計 97 85.3 46 62.7 6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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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頗具規模及競爭力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生產商。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及運營 97 條水泥粉磨線及 46 條熟料生產線，水泥及熟料的

總年產能分別為 8,530 萬噸及 6,270 萬噸。公司亦擁有 60 座混凝土攪拌站，總年產能為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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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佔的相關年產能分

別為水泥 2,170 萬噸，熟料 1,210 萬噸及混凝土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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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垂詢： 

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 

藺秀梅 / 杜晏 

電話：（86）139 189 32311 / （852）3970 2155 

傳真：（852）2598 1588 

電郵：crc@wsfg.hk 

-完- 

http://www.crcem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