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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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WEST CHINA CEMENT LIMITED
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

（於澤西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編號94796）
（股份代號：2233）

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人民幣百萬元（除另有指明外）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變動
百分比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水泥及熟料總銷售量（百萬噸） 8.19 8.76 (6.5%)
水泥銷售量（百萬噸） 8.14 8.54 (4.7%)

收益 2,601.9 2,111.9 23.2%
毛利 966.5 466.9 107.0%
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 1,301.1 761.6 7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646.7 218.1 196.5%
每股基本盈利 11.9分 4.0分 197.5%
中期股息 1.2分 無 無
毛利率 37.1% 22.1% 15.0個百分點
點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率 50.0% 36.1% 13.9個百分點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百分比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值 12,230.5 11,671.9 4.8%
債務淨額 (1) 2,064.0 2,287.7 (9.8%)
淨資產負債比率 (2) 28.9% 34.5% (5.6個百分點 )
點每股淨資產 132分 122分 8.2%

附註：

(1) 債務淨額相等於借款總額、短期票據及優先票據減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2) 淨資產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權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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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連同
二零一七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1 2,601,888 2,111,890
銷售成本 (1,635,424) (1,644,968)

  

毛利 966,464 466,922
其他收入 143,163 96,76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093) (23,594)
行政開支 (137,141) (126,863)
其他開支 – (34,10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7,341) 45,233
減值虧損，已扣除撥回 (6,102) (6,121)
應佔一間聯繫公司溢利 12,249 7,497
利息收入 71,110 7,077
融資成本 (112,997) (126,862)

  

除稅前溢利 873,312 305,950
所得稅開支 2 (216,843) (80,65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3 656,469 225,299
  

下列人士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646,700 218,058
 — 非控股權益 9,769 7,241

  

656,469 225,299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元） 4 0.119 0.040

  

 — 攤薄（人民幣元） 4 0.11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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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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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22,895 7,137,420
 預付租賃款項 465,006 471,487
 採礦權 238,836 245,611
 其他無形資產 196,273 191,12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69,227 56,978
 應收貸款 796,345 406,851
 遞延稅項資產 5 34,040 36,521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23,218 23,218
 在建工程預付款項 7,055 106,796

  

9,052,895 8,676,004
  

流動資產
 存貨 508,827 436,16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 627,086 670,136
 應收貸款 5 437,843 437,27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債務工具 7 188,397 –
 受限制銀行存款 185,877 77,01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29,605 1,375,353

  

3,177,635 2,995,935
  

資產總值 12,230,530 11,671,939
  

權益
 股本 141,771 141,549
 股份溢價及儲備 6,943,397 6,437,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085,168 6,578,674
 非控股權益 65,868 50,032

  

權益總額 7,151,036 6,62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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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8 – 160,000
 優先票據 2,633,883 2,596,470
 資產退廢義務 24,110 23,417
 遞延稅項負債 59,216 71,296
 遞延收益 44,770 49,742

  

2,761,979 2,900,925
  

流動負債
 借款 8 845,571 584,000
 短期票據 9 – 399,58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62,387 1,056,431
 合約負債 220,760 –
 應付所得稅 188,797 102,291

  

2,317,515 2,142,308
  

負債總額 5,079,494 5,043,233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230,530 11,671,939
  

流動資產淨額 860,120 853,62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913,015 9,52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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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生產及銷售水泥產品。本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即最高營運決策人（「最高營運
決策人」）會按四個地區（即陝西東部及南部、新疆及貴州）檢討水泥產品的銷售量及平均
售價。然而，不會進一步提供按該等地區劃分的經營業績，惟最高營運決策人會檢討本
集團的整體綜合業績。據此，於該兩個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均並無披露進一步分
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地區市場
陝西東部 1,020,887

陝西南部 1,123,193

新疆 265,272

貴州 192,536
 

總計 2,601,888
 

概無單一客戶貢獻本集團該兩個期間收益10%或以上。按資產位置劃分，本集團全部非
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2.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本期間 213,498 79,849

  

遞延稅項
 本期間 2,054 (326)

 源於稅率變動 1,291 1,128
  

3,345 802
  

所得稅開支 216,843 8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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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所得稅開支與除稅前溢利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873,312 305,950
  

按國內所得稅稅率25%計算的稅項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218,328 76,488

以下各項的稅項影響：
 不可扣稅的開支 27,879 31,439

 稅項減免及稅率下調（附註 (a)） (33,532) (12,338)

 稅務上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 (15,92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之稅務影響 (3,062) (1,874)

 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之稅率變動 1,291 1,128

 集團內公司間貸款的利息收入的稅項影響（附註 (b)） 3,510 3,510

 並無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的稅務虧損 4,109 889

 動用未曾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的稅務虧損 – (2,663)

 確認遞延稅項資產過往年度產生的稅務虧損 (1,680) –
  

期內稅務開支 216,843 80,651
  

附註：

a. 本集團附屬公司和田堯柏水泥有限公司（「和田堯柏」）於新疆成立。根據新疆相關法
律及條例，自二零一八年起，和田堯柏可享有優惠稅率15%。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優惠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

本公司附屬公司和田魯新建材有限公司（「魯新」）於新疆成立。根據新疆之相關法律
及法規，魯新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可享有優惠稅率
15%。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西安藍田堯柏水泥有限公司（「藍田」）、富平水泥有限公司（「富平」）
及實丰水泥有限公司（「實丰」）乃於陝西註冊成立。根據二零一七年收到的稅局批准，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藍田、富平及實丰自二零一七年起可享有稅務減免。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適用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5%）。

b. 根據香港與中國大陸簽訂的《雙重課稅協議》，本集團內公司間貸款的利息收入須繳
付10%的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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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6,518 377,72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7,036 7,329

 採礦權攤銷 6,775 8,01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56 1,043
  

折舊及攤銷總額 351,385 394,108

已資本化至存貨 (331,072) (370,022)
  

20,313 24,08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61,885 156,650

 確認購股權開支，淨額 640 2,365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開支 17,042 13,987
  

員工成本總額 179,567 173,002

已資本化至存貨 (108,359) (104,078)
  

71,208 68,924
  

就以下各項確認╱（撥回）減值虧損：
 應收貸款 4,217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885 6,121
  

4.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646,700 21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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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432,808 5,421,496
源於本公司所發行購股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附註） 11,131 5,225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443,939 5,426,721
  

每股基本盈利 0.119 0.040
每股攤薄盈利 0.119 0.040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已就期內行使購股權作出調整。

5. 應收貸款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貸款（附註） 796,655 364,124
委託貸款 200,000 200,000
附有追索權保理的應收款項 250,000 280,000
減：減值撥備 (12,467) –

  

1,234,188 844,124
按以下分析：
 流動 437,843 437,273
 非流動 796,345 406,851

  

1,234,188 844,124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若干安排（「該等安排」），為期由
一至四年，據此：

(i) 第三方將其若干資產的所有權轉讓予本集團並回租該等資產；

(ii) 第三方向本集團質押該等資產；

(iii) 第三方的股東對第三方根據該等安排盡職履行責任提供擔保；及

(iv) 第三方根據該等安排履行全部責任後，本集團將自動向承租人交回資產的所
有權。

儘管該等安排涉及租賃的法律形式，根據該等安排的實質內容，本集團將該
等安排入賬為有抵押貸款。該等安排的固有利率已於合約日期根據合約條款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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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收貸款固定利率面臨的公平值利率風險及彼等的合約屆滿日期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37,843 437,273
超過一年但不多於兩年 485,103 319,341
超過兩年但不多於五年 311,242 87,510

  

1,234,188 844,124
  

本集團應收貸款的實際稅率介乎每年6.0%至18.3%（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年6.0%
至18.3%）。

本集團所有應收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應收貸款為已逾期。

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98,794 160,431
減：呆賬撥備 19,687 13,010

  

279,107 147,421
  

其他應收款項 42,799 30,124
減：呆賬撥備 1,110 1,110

  

41,689 29,014
  

應收票據 – 316,335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之款項（附註） 30,273 33,218
應收利息 8,420 –
可收回增值稅 82,229 69,578
可收回增值稅退稅 55,881 24,442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138,632 58,718
預付租賃款項 14,073 14,628

  

650,304 693,354
減：非流動部分（附註） 23,218 23,218

  

627,086 670,136
  

附註：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代表非控股股東就促成採購各項採礦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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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墊款。根據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接獲之地方政府當局通知，因地區採礦資源的
重新安排而不會授出擬申請採礦權。根據不計息還款時間表，非控股股東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及二零一八年六月分別向本公司償還人民幣30,007,000元及人民幣2,945,000

元，而餘款人民幣30,273,000元將根據還款時間表於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
零二零年償還。作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規定的適當評估後，董事認為毋須
就餘額作減值撥備。

以下為已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乃根據於收益獲確認時之各自貨物交付
日期呈列。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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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931 105,541

91至180日 13,849 18,711

181至360日 9,836 4,549

361至720日 6,955 12,642

720日以上 3,536 5,978
  

279,107 147,42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大部分結餘為應
收若干水泥拌合公司及從事建築相關業務的客戶之款項，通常於360日內結付款項。

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債務工具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債務工具的人民幣188,397,000元指於一項收回現金流及向
供應商作出認可的商業模式下持有並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債務工具的
應收票據。相關公平值收益╱虧損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而言屬
不重大，因此並無就公平值收益╱虧損作出調整。

8. 借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其重續及新取得的銀行貸款收到所得款項約人民幣343,171,000

元（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人 民 幣645,000,000元）並 作 出 還 款 約 人 民 幣
241,6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34,600,000元）。該等新造貸
款乃以有抵押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租賃款項作擔保、按年利率介乎每年2.90%至5.4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年4.35%至5.5%）計息，並須於二零一八年至二
零一九年間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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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短期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堯柏特種水泥集團有限公司（「陝西堯柏」）
按100%面值發行5.5%年利率、無抵押一年短期票據，本金額為人民幣800,000,000元（「首批
短期票據」）。首批短期票據經已於中國國內銀行間市場向投資者發行。短期票據已向中
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登記，已批准授予陝西堯柏融資總額為人民幣1,200,000,000元。
短期票據（包括首批短期票據）之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部分銀行借貸及補充本集團一般營
運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陝西堯柏償付於二零一七年到期的整批首批短期票據，相當
於100%人民幣800,000,000元之本金額，另加應計及未付利息人民幣44,000,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日，陝西堯柏按100%面值發行年利率為6.98%的無抵押一年短期票據，
價值人民幣400,000,000元（「第二批短期票據」），就人民幣1,600,000元之交易成本作出調整後，
第二批短期票據的實際年利率約為7.17%。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陝西堯柏償付於二零一八年到期的整批第二批短期票據，相當
於100%人民幣400,000,000元之本金額，另加應計及未付利息人民幣27,920,000元。

10.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於報告期末的貨品交付日期對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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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440 494,910
91至180日 33,815 72,482
181至360日 25,218 16,038
361至720日 8,229 11,303
720日以上 7,670 7,851

  

546,372 602,584
  

11. 已質押資產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若干資產已質押，作為貿易融資及銀行融資予本集團的抵押品。
於各報告期末，已質押資產的賬面總值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受限制銀行存款 122,007 –
貿易應收款項 – 7,265
預付租賃付款 168,960 108,69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56,320 2,263,523

  

2,447,287 2,379,479
  



– 12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的經營環境逐漸好轉。陝西省銷售量維持穩定。新疆省及貴州省銷售
量分別錄得11.0%的下跌及15.8%的增長。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水泥及熟料銷售量為8,190,000噸，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錄得的8,760,000
噸微跌。

本集團於陝西南部核心市場維持強勢市場地位，憑藉龐大市場份額加上基建
需求殷切，令平均售價（「平均售價」）持續享有溢價，利潤率亦較穩定。即使在
需求低迷的情況下，關中地區的平均售價仍大為改進，乃由於所有生產商自
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起持續於淡季期間採取間歇錯峰停產，紛紛減少供應，
令市場秩序得到改善。此外，本集團繼續實行效率增益和成本減省措施，但
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仍可維持成本穩定。以上各項大大改善本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的利潤。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維持穩健及日益充裕的現金流量，除息稅折舊攤
銷 前 盈 利 為 人 民 幣1,301,100,000元，遠 高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的 人 民 幣
761,600,000元。此外，本集團於純利層面的中期業績因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
幣兌美元貶值而大受影響。本集團將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發行的二零
一九年優先票據（「優先票據」）由美元換算為人民幣時錄得外匯虧損人民幣
33,800,000元，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則錄得外匯收益人民幣60,6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能已達29,200,000噸水泥。本集團再無
其他在建廠房。

經營環境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的經營表現的一大特點，即本集團在陝南（本集團於當地
的水泥產能達9,700,000噸，平均售價維持於合理及強勁水平）與關中（本集團於
當地的水泥產能達13,600,000噸，平均售價大幅改善至相近的價格水平）的水泥
平均售價大幅收窄差異。即使在需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關中地區的平均售
價仍有如此大幅度的改進，乃由於所有生產商持續於淡季期間採取間歇錯峰
停產，並紛紛減少供應，令市場秩序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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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陝西省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維
持穩定。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約為13%，而二零一七年全
年則為14%。穩定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導致陝西省所有生產商的水泥產品
需求穩定增加。因此，供應方之激烈競爭仍是影響關中平均售價的重要因素。
陝南繼續受惠於基建主導的建築增長。陝西南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
於全省平均值，連同此等地區的平均售價持續較關中出現溢價，均支持水泥
市場更穩定發展。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改善本集團毛利率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維持穩定的成本，
這是由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起落實效益提升及成本減省措施所致。

陝南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於陝南的業務及市場維持平穩及強勁。鑑於過
往數年新建產能不多和有效關閉過時的小型熟料窰及水泥粉磨產能，加上從
其他地區運送的路途遙遠，故供應面仍然保持理性及穩定。本集團有效維持
在當地市場的穩固領導地位，促進供應面的秩序。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在鐵路及道路基建項目施工持續增長的支持下，陝南
的需求維持合理水平。平利至鎮平高速公路及安康至嵐皋高速公路是其中格
外重要的需求推動因素，而桃巴高速公路、太白至奉賢高速公路、西鄉至鎮
巴高速公路、安康機場、鎮安水電站及旬陽水電站的建設亦支持有關需求。
陝南城鄉發展繼續受引漢濟渭工程支持，而陝南回遷項目對區內水泥需求及
發展仍然舉足輕重。

除了陝南的水泥銷售量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微跌約7.5%至大約3,430,000噸（二
零一七年：3,710,000噸），上述供求情況亦造就本集團陝南的產品價格保持穩固。
由於周邊地區定價偏低，多少對平均售價構成壓力，尤其在漢中地區，然而，
有賴基建項目需求強勁及免於外來競爭之影響，定價得以企穩，尤其在安康
地區。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在陝南的水泥平均售價約為每噸人民幣
322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42元）（不含增值稅），稍高於本集團的整體平
均售價每噸人民幣313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40元）（不含增值稅），產能
利用率約71%（二零一七年：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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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

關中市場（尤其西安城區市場）的需求仍然低迷。關中供求早已失衡，因而加劇
需求低迷的情況。關中自二零一零年起陸續建成大批新增產能。儘管新增產
能於二零一四年初已全部完成，並且於可見將來也不會再有新產能籌建，持
續激烈之競爭繼續反映新產能帶來的影響。幸而，由於自二零一六年第四季
度起所有生產商持續於淡季期間錯峰停產，並紛紛減少供應，令市場秩序得
到改善，關中地區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平均售價即使在上述需求持續低迷
的情況下仍然大為改進。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西安東部、藥王山、富平縣及渭南其餘地區繼
續保持市場佔有率，而城鎮化持續為該等地區帶來較強需求。本集團亦向多
個基建項目供應水泥，包括西安地鐵五線及六線、銀川至西安高速公路、南
溝門水庫、西安火車站擴建工程、河陽至銅川高速公路及延安至黃龍高速公路。
當中規模最大的內蒙古至江西運煤鐵路（陝西段）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動工並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消耗逾150,000噸水泥。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關中的銷售量微跌近3.5%至約3,320,000噸（二零一七年：
3,440,000噸），且平均售價改善。於整段期間，本集團於關中錄得水泥平均售價
每噸人民幣298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32元）（不含增值稅），略低於本集
團的整體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313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40元）（不含增
值稅），產能利用率約49%（二零一七年：52%）。

新疆及貴州省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在新疆省的廠房營運仍然緩慢。新疆的銷售量減
少接近11.0%至約730,000噸（二零一七年：820,000噸）。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新
疆的平均售價在所有生產商於淡季期間錯峰停產及市場秩序改善下有所下降，
且由二零一七年五月起不再使用低標 (32.5)水泥，令本集團錄得水泥平均售價
約每噸人民幣363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87元）（不含增值稅），產能利用
率約36%（二零一七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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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本集團的廠房貢獻約660,000噸水泥，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銷售
量則為570,000噸，增幅約15.8%。花溪廠房臨近貴陽市及貴陽 — 安順（「貴安」）
新區，產量尚屬可觀，平均售價在該廠房自二零一六年在進入市場後和市場
秩序好轉情況下則有所改善。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於貴州錄得水泥
平均售價約為每噸人民幣290元（二零一七年：每噸人民幣212元）（不含增值稅），
產能使用率約為74%（二零一七年：65%）。

節能、排放及環保解決方案

本集團繼續致力達致節能減排的最佳行業標準並進一步開發環保方案。本集
團所有生產設施均採用新型懸浮預熱器（「新型懸浮預熱器」）技術，廠房均靠
近各自的石灰石採礦場，並於許多廠房使用石灰石輸送帶系統，務求盡量減
低運輸過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本集團亦是陝西省首間使用脫硫石膏及建築廢
料作部分水泥產品原料的水泥生產，且定期回收電廠的粉煤灰，以及回收鋼
鐵廠產生的礦渣，作為加入其水泥產品的材料。

本集團於大部分生產設施安裝餘熱回收系統。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十條生產線中有十三條已運營有關系統。該等系統助本集團生產線減省約
30%電耗，而每百萬噸水泥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亦減少約20,000噸。

本集團位於陝西、新疆及貴州省的所有廠房均已完成安裝脫硝（「De-NOx」）設備，
使每噸熟料的氮氧化物（「NOx」）排放量減少約60%，令本集團廠房的氮氧化物
排放符合水泥業空氣污染排放標準。已完成符合懸浮粒子（「懸浮粒子」）排放
標準的生產線改建工程，因此，本集團所有廠房均已符合新訂懸浮粒子排放
標準。此外，本集團已透過技術革新窯首及窯尾除塵器以有效減少灰塵排放量，
亦透過在五間廠房實施脫硝噴槍及自動化技術創新，進一步減少氮氧化物排
放及氨水耗量。期內，兩個綠色石灰石採礦場項目（包括開墾土地及綠化礦場）
已開始建設，以遵守新訂環境保護政策。本集團將繼續對全部石灰石採礦場
推行綠化礦場項目，以減少日後開採期間對土地及礦場的污染，符合「邊開採、
邊治理」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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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柏環保 — 廢料處理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宣佈，其全資附屬公司堯柏特種水泥集團有限公
司（「堯柏特種水泥」），與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海螺創業」）（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股份代號：586）之全資附屬公司蕪湖海螺投資有限公司（「蕪湖海螺」）
及Red Day Limited（「Red Day」）（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非執行董事
馬朝陽先生（「馬先生」）全資擁有）訂立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據此，蕪湖海螺
及Red Day同意分別向西安堯柏環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堯柏環保」）注入人民
幣90,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0元。堯柏環保為本集團於有關時間之廢料處
理附屬公司。

堯柏環保現由蕪湖海螺、陝西全創科工貿有限公司（由馬先生全資擁有之中國
公司，由Red Day提名根據投資協議之條款承購其在投資協議下之所有權利及
責任）及堯柏特種水泥分別持有60%、20%及20%。訂約各方已同意將堯柏環保
發展為彼等於中國處理危險及有害廢料的唯一平台。

與堯柏環保的營運合作的本集團廠房目前包括：位於本集團藍田廠房的污泥
處理設施一期及二期（「藍田污泥處理設施」，自二零一五年起全面投產），位於
本集團富平廠房的市政廢料處理設施（「富平廢料處理設施」，自二零一六年三
月起開始營運），而本集團勉縣廠房的固體廢料處理設施（「勉縣廢料處理設施」）
自二零一七年十月起已全面投入營運。堯柏環保於二零一八年會繼續回應國
家的循環經濟發展要求和相關產業政策，結合陝西固廢市場的具體情況，積
極尋找新的契機開展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棄物的專案建設。

融資租賃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光信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光
信國際」）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商務部批准，成為持牌出租人。於二零
一七年下半年，光信國際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政策支持下，開展新融資租賃業務，
把握融資租賃行業出現的急速發展機遇。

於二零一七年，光信國際訂立若干融資租賃安排，據此，光信國際從第三方
得若干資產的所有權，然後將該等資產租回予該等第三方。該等資產的所有
權將於第三方履行彼等融資租賃安排下的所有責任後，歸還予彼等。光信國
際亦與第三方訂立若干項委託貸款及保理合約，在合約期內以固定利率計息。
前述融資租賃安排已入賬作為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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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應收貸款約人民幣1,234,200,000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44,100,000元），此乃來自上述融資租賃業務，
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約為人民幣
62,4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21,100,000元）。
本集團擬繼續融資租賃業務，以將盈餘資金的回報最大化，促進本集團之穩
定增長。

安全及社會責任

本集團的安全與環境保護部門根據中國不斷演變的環境及安全法規持續監控
及檢討安全程序。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有關EHS（環境、健康及安全）方面的
工作，集中於僱用獨立安全專家修訂及改善安全應急計劃，以增強全體僱員
在緊急意外中的處理能力。此外，本集團大幅修訂多本手冊及指引，以改善
工作安全措施，並推出大量有關安全的訓練課程，以增強僱員的安全意識。
此外，本集團亦將繼續執行「可持續安全發展項目」，涉及管理層及廠房員工
的持續培訓、實地巡查與審核以及嚴謹安全報告，並就本集團所有廠房的安
全改進持續提供建議。

為進一步改善其環境影響及安全程序，本集團加入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
會 (WBCSD)下的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CSI)，它是由25個主要水泥生
產商組成的全球性自願組織。各CSI成員須展示以下廣泛範疇的承擔及成就，
包括定期審核：二氧化碳及氣候保護、以負責方式使用燃料及原料、僱員健
康及安全、減排、地方環境影響、水及報告慣例。

期內，本集團作出慈善捐款人民幣3,700,000元，包括贊助貧困學生接受大學教
育，以及資助教育、體育及文化活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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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111,900,000元，增加23.2%至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601,900,000元。期內，水泥銷售量由約8,540,000噸微跌
4.7%至約8,140,000噸，再加上熟料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總銷售量約為8,190,000
噸，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總銷售量為8,760,000噸。期內，本集團維持穩定銷量。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整體水泥價格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上升，導致收益增加。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水泥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313元，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則為每噸人民幣240元。有關該等平均售價波動的原因見上文「經營環境」一節
所述。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645,000,000元，減少0.6%至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635,400,000元。

中國煤炭成本過去十二個月穩定。每噸煤炭平均成本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每
噸約人民幣482元，微升約5.0%至每噸約人民幣506元，故每噸出產水泥及熟料
總成本輕微增加約人民幣6.0元，而煤炭成本總額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增加約
4.7%。

期內，電力、材料、折舊及員工成本概無重大變動。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66,900,000元，增加人民幣499,600,000元或
107.0%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66,500,000元。毛利增加主要由於上文所
述平均售價上升所致。因此，毛利率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22.1%升至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的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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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以往期間之人民幣34,100,000元乃本公司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藥王山水泥有
限公司（「藥王山水泥」）一名原股東（「原股東」）結付支付予稅務機關的款項。該
筆付款涉及原股東因出售於藥王山水泥的100%股權予藥王山水泥的直接前
股東所累計產生的個人所得稅。前述出售於直接前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將藥王
山水泥的100%股權出售予本集團前進行。藥王山水泥的原股東及直接前股東
均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而本集團過往亦無結算付款的責任。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收取原股東人民幣25,000,000元以結付部分有關
開支。董事會已議決繼續採取法律行動，向原股東索取已支付予中國稅務機
關的餘款人民幣9,100,000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退稅（政府為鼓勵將工業廢料循環再用以作為生產
材 料 的 獎 勵）及 其 他 政 府 補 貼。其 他 收 入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的 人 民 幣
96,800,000元，增加約47.9%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3,200,000元。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增值稅退稅佔收益比率為4.9%（二零一七年上半年：4.2%）。增
值稅退稅增加主要由於平均售價上升，導致產出增值稅增加，繼而令淨增值
稅及退稅增加，以及循環使用工業廢料生產水泥的比率增加。增值稅退稅較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增加約43.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其 他 虧 損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的 收 益 人 民 幣45,200,000元，增 加 人 民 幣
82,500,000元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虧損人民幣37,300,000元。出現如此升幅，
主要是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令本集團的優先票據錄得未變
現外匯虧損人民幣33,800,000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收益人民幣60,600,000元）
之淨影響。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錄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
收益人民幣100,000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虧損人民幣14,100,000元），主要是上
一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技術改良，以符合中國政府環保政策的規定，致
使多個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得陳舊並丟棄。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100,000元增加人民幣64,000,000元至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1,100,000元。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建立融資租賃業
務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錄得利息收入人民幣62,400,000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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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6,900,000元，減少人民幣13,900,000元
或11.0%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上 半 年 的 人 民 幣113,000,000元。減 少 乃 主 要 由 於 二 零
一八年第一季度償還短期票據。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0,700,000元，增加人民幣136,100,000
元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216,800,000元。即期所得稅開支增加人民幣
133,700,000元，至人民幣213,500,000元，遞延稅項開支則增加人民幣2,500,000元，
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300,000元。

即期所得稅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平均售價增加，導致本集團的毛利率大幅上升。

有關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詳情載於上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18,100,000元增至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46,700,000元。增加主要由於上文所述平均售價上升
導致毛利上升。

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人民幣4.0分增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
民幣11.9分。

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增加4.8%至人民幣12,230,500,000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671,900,000元），而總權益增加7.9%至人
民幣7,151,0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628,7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加上受限制銀行存款，
合共為人民幣1,415,5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52,400,000
元）。扣除借款總額、優先票據及短期票據（「短期票據」）人民幣3,479,500,000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40,100,000元）後，本集團的債務淨額為人
民幣2,064,0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87,700,000元）。有
76.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1%）借款按固定利率計息。

有關借款、短期票據及各自的資產抵押詳情，請參閱上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附註8、9及1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權益計
算）為28.9%（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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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監控其淨資產負債比率並管理其資本，以優化資本成本和保障本
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這與行業慣例一致。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為人民幣860,100,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853,600,000元），表示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穩定。

期內，本集團的集資及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以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及採礦權
計量之資本開支合共為人民幣399,6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人民幣
46,000,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52,300,000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2,000,000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均主
要牽涉升級現有生產設施有關。本集團以經營現金流及獲提供的銀行融資撥
付該等承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4,848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4,354名）。僱員薪酬包括基本工資、浮動工資、獎金及其他員工福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為人民幣179,600,000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3,000,000元）。本集團的薪酬政
策是提供能夠吸引和留聘優秀員工的薪酬組合，其中包括基本薪金、短期花
紅及如購股權等長期獎勵。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每年或於需要時檢討上述薪
酬組合。屬本公司僱員的執行董事可收取薪金、花紅及其他津貼形式的報酬。

外匯風險管理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買賣全部以人民幣計值。
然而，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所發行優先票據籌集的所得款項及一項銀行
貸款以外幣計值。人民幣為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人民幣的未來匯率可能會
因中國政府實施管制而較現時或過往匯率有大幅變動。匯率亦可能受到國內及╱
或國際經濟發展及政治變化，以及人民幣的供求情況所影響。人民幣兌外幣
升值或貶值可能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造成影響。本集團目前尚未制定外幣對
沖政策。然而，本公司的管理團隊將繼續監控外匯風險，並會考慮在有需要
時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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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其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貸款。此風險主要為客戶、
承租方或交易對方無法達成其承擔而引致損失。

本集團已採取多種措施控制信貸風險。根據本集團的政策，其將僅與受認可
及信譽良好的客戶、承租方及交易對方進行交易。就其融資租賃業務而言，
其將審查及核實本集團與其訂有融資租賃、保理及委託貸款安排的全部承租
方及交易對方的信貸風險。就其主要水泥業務，其與客戶訂立合約前將進行
信貸評估並建立客戶信貸記錄，以減輕信貸風險及減少逾期應收款項。

此外，本集團將對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貸款結餘進行定期審閱並將撇銷呆賬（如
有）。自其融資租賃業務所產生的信貸風險承擔與應收貸款的賬面值相等。

前景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經營環境有所改善，反映出理順市場秩序及減少整體生
產商供應，能解決陝西省及中國整體需求疲弱的問題。然而，理順供應方面
的分散局面仍是當務之急，讓區內市場越趨穩定及改善產能，進而令本集團
受惠。

陝西省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需求維持低迷，與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比較，水
泥銷售維持穩定，本公司對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或之後的區內基建工程及城市
化需求前景保持審慎樂觀態度。

本集團與海螺水泥日後將繼續開拓以不同架構或方式進行業務合作的機會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海螺水泥」）之全資附屬公司海螺國際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147,565,97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股本約21.11%。海螺水泥為領先中國水泥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914）及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60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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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剡女士及秦宏基先生為海螺水泥於本公司董事會的代表，可大大增進本集
團與海螺水泥的合作關係。這讓本集團和海螺水泥能夠在陝西省的水泥製造
及銷售方面締造協同效益，使區內的水泥營運及產能管理一體化，從而提升
營商效率及提高雙方在區內的發展策略的成效。

本集團深信，兩間集團深入合作將為區內帶來更穩定的供應及更明朗的市場
展望，大大改善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及往後的經營前景。

業務 — 陝西

處於中國和陝西省目前的宏觀經濟環境，本集團並不預期二零一八年下半年
的需求情況會有顯著復甦。預計基建需求會會有合理增長，有數項新大型工
程已經或將於二零一八年動工，惟相信難有大幅成長。城市地區的物業需求
及農村地區的需求應可維持平穩，因城鎮化趨勢持續推動農村市場的增長率。

供應方面，踏入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本集團預期生產商將加強紀律，且價格
上升，此乃因為過往期間價格走低的環境、政府施加更嚴謹環境政策導致供
應有限以及由於本集團與海螺水泥的經營合作，預計有關合作將有助促進全
省的銷售協調工作，並增強在銷售方面的議價能力。

在關中地區，生產商一致錯峰停產的主動措施令市場秩序改善，預料仍會構
成市場的重要面貌，尤以淡季期間為然，此舉應對平均售價有利。多項基建
項目最近已經或預期於二零一八年內動工，包括西安至延安高速公路、多條
關中城際鐵路、西安至咸陽南環高速公路工程、蒲城至黃龍高速公路工程、
東莊水庫、西安咸陽國際機場（3期）及延安機場工程，將消耗最多3.2百萬噸水泥。
此外，西安地鐵8號線及 9號線、旬邑至鳳翔高速公路及京昆線蒲城至澇峪口
高速公路的重建及擴建，以及其他城鎮重建項目預期增加該地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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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陝南仍保持合理的基建工程量以及供應有序，加上周邊的關中及蜀北地
區價格情況可望更趨穩定，本集團相信陝南市場的業績可保持強勢。陝南的
大型鐵路及道路工程預期於二零一八年按照各計劃進行。平利至鎮平高速公路、
安康至嵐皋高速公路、桃巴高速公路、太白至奉賢高速公路及西鄉至鎮巴高
速公路均已動工，預期會於二零一八年帶動需求增長。此外，本集團預料二
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多個新鐵路、高速公路及機場項目有龐大需求，包括
西安至武漢、西安至重慶高鐵項目及石泉至寧陜高速公路項目，以及有關引
漢濟渭工程的其他項目。

業務 — 新疆及貴州

新疆業務於二零一八年預料會持續低迷。然而，自二零一七年五月起在新疆
不再使用低標 (32.5)水泥，引致多家產能效率低的小型廠房關閉以後，本集團
預計水泥業的市場更為穩定，在二零一八年及往後年份更具市場規律，平均
售價會日益改善。在本集團設有兩座總產能達2,600,000噸的廠房的南疆，有多
項小型基建項目仍在進行，預期可帶動二零一八年及往後的需求。該等項目
包括于田機場及于田特色小鎮建設項目。在北疆，擁有1,500,000噸產能的伊犁
廠房產能仍然偏低，價格則於二零一八年有所改善。本集團預期伊犁廠房於
二零一八年及往後年份市場紀律更佳，銷售量將會增加及價格將會上升。在
貴州，擁有1,800,000噸產能的花溪廠房鄰近貴陽市中心，本集團預期，該廠房
將持續受惠於其地理優勢，於二零一八年及往後年份市場紀律較佳，其產量
可維持強勢，平均售價亦有望上升。

成本

本集團將於二零一八年繼續落實多項成本削減措施，預期可惠及銷售成本及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此等措施包括削減行政及總部辦公室成本、鼓勵原
材料及資源使用效益的員工獎勵。自二零一五年起，本集團已看見此等成本
削減措施帶來的正面影響，並預期二零一八年及往後年度有更大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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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所有廠房均已完成廠房升級，符合水泥業空氣污染排放標準規定之新
訂氮氧化物及懸浮粒子排放標準，而本集團將繼續推進設備升級，進一步減排。
本集團擬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落實加強環境管理及監督的措施，並將繼續執
行「可持續安全發展項目」。本集團亦預期受惠於加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
織 (CSI)，於環境保護、健康及安全各方面掌握專業知識。此外，本集團將繼續
對我們所有石灰石礦山推行綠色採礦項目，以減少日後採礦時排放至泥土及
礦山之污染，符合「邊開採、邊治理」的政府政策。

本集團期望繼續與海螺創業及馬先生透過於堯柏環保之聯合投資於廠房建設
廢料處理設施。作為聯合投資的一部分，本集團將收取管理費，提供水泥窯、
物流及管理服務，將來於藍田、富平及勉縣廠房及其他廠房營運廢料處理設施。
藍田廢料處理設施第一及第二階段已自二零一五年起全面營運。富平廢料處
理設施於二零一六年三月起全面營運。此外，勉縣廢料處理設施已由二零
一七年十月起全面營運。

資本開支

除了維護及升級現有生產設施的資本開支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並無特定
擴充產能的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
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12
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中期股息將於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以港元派付。根據人民
幣1元1：1.1438港元之匯率，即中國人民銀行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中
期股息宣佈日期）的當前人民幣對港元的匯率中位數，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付每股普通股之中期股息金額為0.0137港元。

概無本公司股東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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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東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獲得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
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得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三十分，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務求成為一家具透明度及負
責任的企業，以開放態度接受本公司股東問責。此目標可透過本公司有效的
董事會、分明的職責、良好的內部監控、恰當的風險評估程序及透明度來實現。
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及改善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本集團在董事會
的有效領導下，為本公司股東取得最大回報。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
瞭解。非執行董事秦宏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黄灌球先生因彼等在有關時
間有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成立，
並已按守則所載規定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及意見，監督審核程序以及履行董事會不時指派的其他職務及職責。審核委
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李港衛先生、黃灌球先生及譚競正先生。
李港衛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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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
由本公司核數師香港註冊會計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及宣稱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一直遵從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認同，此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據，等同於本集團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的數額。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相關工作並不構成
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
準則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就此初步公佈作出
任何保證。



– 28 –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www.westchinacement.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資料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以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

主席
張繼民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繼民先生及馬維平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馬朝陽
先生、劉剡女士及秦宏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港衛先生、黃灌球先
生及譚競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