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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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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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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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252）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分比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5,321,033 5,732,761 –7.2%
毛利 1,448,998 1,753,881 –17.4%
溢利 495,752 795,010 –37.6%
其中：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56,536 751,571 –39.3%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0.16 0.26 –39.3%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百分比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33,003,220 32,658,235 +1.1%
其中：流動資產 17,939,782 16,925,766 +6.0%
總負債 16,439,190 16,589,957 –0.9%
其中：流動負債 12,968,739 13,254,960 –2.2%
總權益 16,564,030 16,068,278 +3.1%
其中：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340,144 15,883,60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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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報告期」）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比較數據，內
容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5 5,321,033 5,732,761
銷售成本 (3,872,035) (3,978,880)

毛利 1,448,998 1,753,881
其他收入 6 391,351 335,395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101,581) 21,17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8,324 30,960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8,066) (200,391)
行政費用 (462,682) (425,244)
其他開支 (6,507) (22,124)
財務費用 8 (509,814) (505,829)

除稅前溢利 610,023 987,825
所得稅開支 9 (114,271) (192,81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0 495,752 795,01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6,536 751,571
非控股權益 39,216 43,439

495,752 795,010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11 0.1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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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92,020 10,169,121
長期按金 168,308 218,134
使用權資產 1,015,996 1,013,962
採礦權 1,343,469 1,364,769
商譽 300,857 300,857
其他無形資產 14,000 14,00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118,040 1,111,346
衍生金融工具 1,155 1,155
遞延稅項資產 155,686 155,771
已抵押銀行結餘 47,076 47,07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89,431 518,878
其他預付款項 817,400 817,400

非流動資產小計 15,063,438 15,732,469

流動資產
存貨 1,283,907 850,7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8,106,794 8,351,25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868,915 928,630
押金 117,111 104,95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694 9,694
已抵押銀行結餘 5,056,178 4,369,881
現金、存款及銀行結餘 2,497,183 2,310,631

流動資產小計 17,939,782 16,92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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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4,505,581 4,273,572
合約負債 576,829 526,892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7,675 12,128
其他金融負債 948,555 992,110
一年內到期的自聯營公司借款 270,000 400,000
一年內到期的借款 5,347,527 5,785,130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企業債券 60,718 37,610
流動稅項負債 360,226 331,676
一年內到期的有擔保票據 882,266 884,913
財務擔保合約 9,362 10,929

流動負債小計 12,968,739 13,254,960

流動資產淨額 4,971,043 3,670,8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034,481 19,403,27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183 24,183
股份溢價及儲備 16,315,961 15,859,4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340,144 15,883,608
非控股權益 223,886 184,670

總權益 16,564,030 16,06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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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於一年後到期的借款 2,178,940 1,522,198
於一年後到期的自聯營公司借款 350,000 800,000
長期企業債券 6,842 26,981
於一年後到期的租賃負債 5,098 6,608
其他金融負債 221,000 215,750
遞延稅項負債 162,738 167,217
遞延收入 174,920 209,460
環境修護撥備 53,816 43,422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317,097 343,361

非流動負債小計 3,470,451 3,334,9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034,481 19,40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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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汝州市
廣成東路63號，郵編467500。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水泥、熟料
及石灰石骨料。其直接控股公司為煜闊有限公司，最終母公司為天瑞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天瑞集
團」），天瑞集團分別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留法先生及執行董事李鳳孌女士控制。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
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產生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從者貫徹一致。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以下
修訂本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作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的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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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4. 收益

客戶合約收益之細分：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水泥銷售額 4,329,912 5,086,101

熟料銷售額 458,644 191,995

石灰石骨料銷售額 532,477 454,665

5,321,033 5,732,761

按照時點確認收益 5,321,033 5,732,761

本集團直接向外部客戶銷售水泥、熟料及石灰石骨料。本年度於貨品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即貨品
交付至客戶時確認收益。信貸期一般為交付後180天。

本集團與若干客戶簽訂銷售及採購協定時，收取一定押金。該等預付款項已記錄為合約負債，並於
貨品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收益。

5.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已按內部管理報告區分，有關內部管理報告由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組成）
作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並定期審核以向營運分部配置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主要基於兩個廣泛的地區作
出）。此為本集團組建的基礎。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決定營運分部。主要經營決策者識別的營運分
部概無匯集處理成為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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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益 分部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中部 4,340,828 4,408,573 615,948 841,638

中國東北部 980,205 1,324,188 12,038 157,786

總計 5,321,033 5,732,761 627,986 999,424

未分配企業行政開支 (17,963) (11,599)

除稅前溢利 610,023 987,825

可呈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除稅前溢利及未分配企業行政開支（包
括董事酬金）。

分部收益由向外部客戶銷售產生。無任何分部間銷售。

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值稅退稅 101,648 140,491

獎勵補貼 35,430 2,515

銀行存款利息 47,906 36,915

貸款予聯營公司的利息收入 3,758 4,291

租金收入 17,833 13,339

撥回遞延收入 5,003 746

其他業務收入 160,256 119,161

軟件服務收入 18,452 15,935

其他 1,065 2,002

391,351 33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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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01,907) 20,7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326 458

(101,581) 21,177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的利息：
銀行及其他借款 310,325 302,514

附追索權的貼現票據 144,622 146,186

有擔保票據 56,063 53,963

長期企業債券 2,184 2,124

租賃負債 587 1,513

513,781 506,300

減：資本化款項 (3,967) (471)

509,814 505,82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資本化的一般借款組合的借貸成本按每年6.01%（二零二一年
同期：每年6.54%）的資本化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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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本中期期間 118,558 199,069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7 (6,334)

118,665 192,735

遞延稅項 (4,394) 80

114,271 192,815

根據相關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本集團若干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符合資格按優惠稅率15%

繳納稅項，自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起為期三年。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除上述若干附屬公司可獲的稅
務優待外，本集團內其他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須按法定稅率25%（二零二一年：25%）繳納企業所得
稅。

1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0,191 400,886

使用權資產攤銷 21,308 20,366

採礦權攤銷（已列入銷售成本） 21,300 10,570

總折舊及攤銷合計 462,799 431,822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872,035 3,978,880

員工成本（包括退休福利） 269,111 26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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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於各報告期間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56,536 751,571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2,938,282 2,938,282

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發行在外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2.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內，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亦無建議就本中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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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89 234,797

減：壞賬損失撥備 (54,597) (54,597)

555,492 180,200

應收票據 2,505,453 3,269,271

其他應收款項 5,045,849 4,901,779

8,106,794 8,3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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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交貨日期至各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526,155 144,063

91至180日 16,375 16,112

181至365日 11,542 18,863

1至2年 1,420 1,162

總計 555,492 180,200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679,807 721,593

應付票據 3,015,594 2,676,42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810,180 875,552

4,505,581 4,273,572

本集團自收貨日期至各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90日內 320,556 317,532

91至180日 162,359 188,717

181至365日 109,996 119,501

1年以上 86,896 95,843

總計 679,807 72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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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國際形勢複雜、宏觀經濟環境偏弱、國內疫情多點散發、防控形勢
嚴峻、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降幅擴大、國內水泥需求下滑；國內水泥價格高位持續回落，
並出現探底走勢；煤炭價格延續去年年底的較高位，水泥成本高企。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與行業情況基本一致，上半年業績出現下滑。面對上述不利
因素，本集團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積極強化成本管理和調整市場策略，儘量緩解上述
因素對業績的影響，預計業績下滑幅度在行業內處於中等水平。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熟料產能28.4百萬噸、水泥產能56.4百萬噸、
石灰石骨料產能20.2百萬噸。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水泥產品13.4百萬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17.5百萬
噸，減少約4.1百萬噸，減幅約23.4%。平均價格約為每噸人民幣322.7元，較去年同期每
噸上漲人民幣32.3元，漲幅為11.1%。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石灰石骨料銷量約13.8百萬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8.6百
萬噸，增加約5.2百萬噸，增幅61.5%。平均價格約為每噸人民幣38.5元，較去年同期每噸
下降人民幣14.6元，降幅為27.5%。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對外銷售了約1.4百萬噸熟料，與二零二一年同期銷售約0.7百
萬噸增加0.7百萬噸。在此期間，本集團生產的熟料，主要用於滿足本集團內部水泥生產
的需要。



– 14 –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益人民幣5,321.0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人
民幣411.8百萬元或7.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456.5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
同期約人民幣751.6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95.1百萬元或約39.3%。

營商環境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人民幣562,642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人民幣271,430億元，同比增
長6.1%。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同比增長7.1%。全國
房地產開發投資人民幣68,314億元，同比下降5.4%；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同比
下降2.8%；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34.4%。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統計數據顯示，河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為人
民幣30,757.20億元，同比增長3.1%，高於全國0.6個百分點。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10.3%，高於全國4.2個百分點，居全國第7位。基礎設施投資增長6.8%。房地產開發投資
下降0.4%，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同比下降4.0%，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23.1%。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統計數據顯示，遼寧省全省地區生產總值人民幣
13,172.9億元，同比增長1.5%。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基礎設施投資增長
50.3%。

從統計數據分析，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國和區域內房地產投資下降，對水泥行業和本
集團的業務需求造成一定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保持一定增長，給水泥
行業及本集團的業務提供了一定的支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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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業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國水泥需求出現下滑，從對應產量數據上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
據，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國累計水泥產量9.77億噸，同比下降15%，去年同期為增長
14.1%。全國各區域水泥產量同比全部出現大幅下滑，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東北和西南區
域，超過20%；其次是華北、華東和中南區域，幅度分別為15.11%、12.56%、13.29%。銷
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全國多點疫情擴散影響和房地產項目開工不足影響。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國內水泥價格高位持續回落，並出現探底走勢。根據中國水泥協會、
數字水泥網監測數據顯示與分析，上半年全國水泥市場平均價為每噸人民幣499元（市場
落地價，下同），較去年年底大幅回落10.6%，價格出現超跌的核心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宏觀經濟環境偏弱，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大幅下滑，水泥需求延續疲軟態勢；二是全
國多地疫情復發，防控措施嚴格，工地施工進度受到制約，導致本就不旺的需求進一步
下滑；三是部分地區出現持續暴雨、洪災等極端天氣，市場成交階段性受阻。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成本方面，水泥行業面臨成本壓力，主要是煤碳價格維持高位，同
時受油價等價格上漲影響，物流及其他成本也有所增加，水泥生產成本較往年同期有較
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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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根據中國水泥協會分析，水泥行業效益嚴重下滑，全國水泥均價略
高於去年同期，但由於煤炭成本比去年上半年大幅上漲，拉高水泥生產成本，行業效益
下降明顯，預計上半年行業效益同比下滑幅度接近50%。

財務回顧

收益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5,321.0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
幣5,732.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11.8百萬元，降幅為7.2%。

其中，來自銷售水泥的收益約為人民幣4,329.9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5,086.1
百萬元，降幅為14.9%。本集團的水泥銷量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17.5百萬噸減少4.1百
萬噸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約13.4百萬噸，降幅為23.4%。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水泥銷量減
少所致。

來自銷售石灰石骨料的收益約為人民幣532.5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454.7百
萬元，增加77.8百萬元，增幅為17.1%。骨料銷量約13.8百萬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
8.6百萬噸，增加約5.2百萬噸，增幅61.5%。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骨料銷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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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為用於生產水泥的半成品。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所生產的熟料主要用於滿足
內部水泥生產需求，僅有約1.4百萬噸熟料對外銷售。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熟料
銷售收益錄得約為人民幣458.6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192.0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266.6百萬元或138.9%，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熟料銷量及銷價同時上漲所致。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華中地區的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4,340.8百萬元，較二零二一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408.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67.8百萬元，減幅1.5%。本集團東北地區的
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980.2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324.2百萬元減少人民
幣344.0百萬元，減幅26.0%。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來自銷售水泥、熟料及石灰石骨料收益佔總收益分別約為
81.4%（二零二一年同期：88.7%）、8.6%（二零二一年同期：3.3%）及10.0%（二零二一年同
期：8.0%）。

銷售成本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原煤價格持續上漲，本集團憑藉規模經濟及透過集中採購的方式降
低因原煤及其他原材料價格上漲對水泥及熟料單位生產成本的影響。報告期間，本集團
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3,872.0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人民幣106.9百萬元或
2.7%，主要原因是水泥銷量下降及部分原材料的採購價格下降。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煤炭及電力成本。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
原材料、煤炭及電力成本佔銷售成本的比例分別為30.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40.4%）、
49.0%（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6.8%）及11.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2.6%）。報告期內，本
集團生產每噸水泥及熟料消耗的原材料、煤炭及電力成本分別為人民幣75.4元（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人民幣84.4元）、人民幣121.4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77.0元）及人民幣
28.4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26.4元），分別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人民幣9.0元、
上升人民幣44.4元及上升人民幣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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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毛利率及分部利潤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449.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753.9
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04.9百萬元或17.4%。與二零二一年同期的30.6%相比，本集團於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毛利率27.2%有所下降。毛利率下降原因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水泥單位成本上升所致。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華中地區的分部利潤約為人民幣615.9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841.6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25.7百萬元，減幅26.8%，減少的原因為該區
域水泥銷量減少及單位成本增加所致。本集團東北地區分部利潤約為人民幣12.0百萬元，
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分部利潤約人民幣157.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45.8百萬元，減幅92.4%，
主要是由於東北區域水泥銷量減少及單位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391.4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335.4
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6.0百萬元或16.7%。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其他溢利淨額中的材料銷售
收益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158.1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
期約人民幣200.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2.3百萬元或21.1%，主要是由於水泥銷量減少導致
運輸費用和包裝費用等減少所致。

行政費用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462.7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
民幣425.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37.5百萬元或8.8%。主要是由於無形資產攤銷及實施「綠色
礦山」項目使得相關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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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509.8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505.8百萬元增加4.0百萬元，增幅0.8%，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外匯收益╱虧損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外匯虧損人民幣102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同期：收益人民幣21百
萬元），是由於本集團部分貸款以美元計算及美元兌換人民幣在本報告期內升值導致。

除稅前溢利

綜合上述所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610.0百萬元，較二
零二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987.8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377.8百萬元或約38.2%。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14.3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
人民幣192.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78.5百萬元或40.7%，主要是由於除稅前溢利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綜合上述所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456.5百萬元，較
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751.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95.1百萬元或39.3%。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的純利率為8.6%，與二零二一年同期比較降低了4.5個百分點。

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8,351.3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8,106.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上期末的應收票據到期兌付收回現
金，導致本期末應收票據金額減少。

存貨

存貨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850.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人民幣1,283.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存貨數量及單位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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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約人民幣1,058.3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447.5百萬元）指根據熟料供應框架協議採購的熟料事先向平
頂山瑞平石龍水泥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項及應收聯營公司新安中聯萬基水泥有限公司（本
公司間接持有49%權益）的股東貸款。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銀行結餘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310.6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2,497.2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扣除投資活動及籌
資活動現金流出後的影響。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4,273.6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4,505.6百萬元，主要是應付票據餘額增加所致。

借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及債券（包括公司債券）約為人民幣10,265.8百
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0,664.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398.9百萬元。
一年內到期借款、有擔保中期票據及其他金融負債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
幣8,099.8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7,509.0百萬元。一年後到期借
款、長期企業債券及其他金融負債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564.9百萬元
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2,756.8百萬元，增加約7.5%。

主要流動資金來源

本集團的主要流動資金來源一直是經營所得現金、銀行及其他借款。本集團過往已運用
來自該等來源的現金撥付營運資金、生產設施擴充、其他資本開支及償債。本集團預計
該等用途將繼續為未來本集團融資的主要用途。本集團預期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將足以應
付本身的持續業務需求。同時，本集團將進一步擴寬本集團的融資渠道以改善本集團的
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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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產權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49.8%，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50.8%下降1.0個百分點。資產負債比率變動乃由於所有者權益增加所致。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4，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3
增加8.3%；本集團的速動比率為1.3，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2增加5.9%。

截止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權比率為1.0，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0持平。

附註：

1. 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x 100%

2.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3.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 — 存貨）╱流動負債

4. 產權比率＝負債總額╱股東權益，其中股東權益含少數股東權益或非控股股東權益

淨借貸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借貸比率為16.3%，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24.8%下降8.5個百分點。淨借貸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250.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6.3
百萬元），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376.6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34.9百萬元）。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與興建水泥及骨料
業務生產設施和購買機器、辦公設備、投資在建工程及採礦權有關。本集團以經營所得
現金以及銀行及其他借款撥付資本開支。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取得銀行借款而抵押的資產賬面值約為人民幣5,441.9
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259.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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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關聯方提供的經批準財務擔保額度約人民幣1,622.0
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63.6百萬元），其中實際使用額度約
1,013.2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82.7百萬元），本集團並無其
他財務擔保。向關聯方提供的擔保已根據《有關提供相互擔保的二零一九年框架協議》之
天瑞水泥擔保提供，有關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的通函。

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涉及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重大法律訴訟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法律訴訟或仲裁。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本集團
亦不存在任何未了結或可能面臨的重大法律訴訟或索賠。

報告期末後的重大事件

本公司自報告期結束後概無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

市場風險

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若干銀行結餘及借款以港元（「港元」）或美元（「美元」）計值，故產生匯率波動風
險。本集團目前並無有關外幣風險的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緊密監察港元及美
元風險，並會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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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長期及短期借款所產生的利率風險。本集團定期審查借款組合以監控我們的
利率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利率風險。由於本集團所面臨的利率風險主要與我
們的計息銀行貸款有關，我們保持可變利率借款以盡量減低公平值利率風險，並透過使
用定息及浮息組合管理來自我們所有計息貸款的利率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已為短期、中期及長期資金以及流動資金管理需要而設立恰當的流動資金風險管
理系統。我們透過監控及維持管理層認為適當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為我們的經營
補充資金及減低現金流量（實際及預測）波動的影響，以此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我們的管
理層亦監控銀行借款的運用情況並確保遵守貸款契諾。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職員工為7,384人（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7,434
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員工成本（包括薪金）約人民幣269.1百萬元（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約人民幣269.9百萬元）。本集團員工的薪金政策、花紅及培訓計劃已持續執行。

前景

目前，國際環境複雜，國內疫情影響仍在持續，經濟增長仍面臨壓力，對水泥行業來說
面臨著極大挑戰。面對當前形勢，根據中國水泥協會指導精神，水泥行業做好錯峰生產、
降低庫存，避免低價無序競爭是當前擺脫困境的有效而直接的措施。

站在行業發展角度，根據水泥行業發展態勢，有可能將促使政府和行業進一步推進化解
過剩產能的政策和措施。同時，產業集中度的提升，市場佈局優化和礦山資源整合正是
行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重點，對於有實力的大型企業集團是一次市場整合的有利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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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根據中國水泥協會信息研究中心、數字水泥網預測與分析，水泥行
業在需求，供給、價格方面或有如下趨勢：

1. 從需求層面看。行業最困難時期或已過去，量價均有反彈基礎。下半年隨著各地疫
情防控緩解，政府將會重新聚焦穩增長，全力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
作用，基建投入將持續加大，超跌的需求將有所修復，支撐水泥需求提升，同時考
慮到房地產新開工仍然較弱，預計下半年水泥需求同比持平或有小幅增長。

2. 供給層面看。下半年全國水泥行業企業為應對需求變化，出台一系列穩增長措施，
多地已經開展進一步加大錯峰生產力度的措施，將有效促使水泥庫存降至合理區間，
為四季度乃至全年行業穩增長提供條件。

3. 從價格變化看。6月水泥價格超跌後，7月各地區水泥價格將築底，隨著下游需求逐
漸好轉，以及7–8月企業加大執行錯峰生產力度，剛性錯峰、精準錯峰，將促使庫存
下降，預計水泥價格也將會陸續迎來修復性上漲。

近期，國家及部分部門相繼召開相關會議，以擴大有效投資作為下半年穩經濟的重點部
署對象。據證券時報，7月全國43個省、市、區（縣）合計開工重大項目3,876個，投資總
額達到人民幣23,930.59億元，其中，基礎設施項目成為各地密集開工的重點領域之一。
其中，河南省總投資額人民幣6,233億元，位列第二，項目數位列第一。8月9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辦公廳印發全面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穩住經濟大盤工作方案，河南省將投資約人民
幣4.22萬億元，開工建設602個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9月底前開工建設84個重
大基礎設施項目，總投資人民幣1,37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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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積極順應國家「擴投資、穩經濟」政策，抓住下半年及未來的機遇，並與行業一
起面對當前行業形勢，做好錯峰生產，維護好市場秩序，提升企業效益；從發展戰略方
面，作為行業內大型企業，本集團積極參與和落實行業政策，進一步提高行業集中度、
優化市場佈局、整合礦山資源，延展產業鏈，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在轉型升級方面，
繼續向「綠色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繼續保持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企業管治及其他重要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於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是以推進有效的內部
控制措施及提高董事會的透明度，以向全體股東負責。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一直採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的守則以規管其企業管治常規。除本節下文所披露外，
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載列的所有守則條文：

由於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辭任，截止目前為止，本公司尚未委任
新的首席執行官，本公司將積極物色新的首席執行官，在此期間，本公司董事會設立執
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由三位執行董事組成。執行委員會主管本集團主要業
務的日常營運，而執行委員會成員並不包括董事會主席，故此將確保有關權力不會同歸
於一人所有。

董事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本公司定期提醒董事遵守標準守則。經向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報告期內，彼等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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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於報告期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並審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財務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
審計或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

主席
李留法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李留法先生

執行董事
李鳳孌女士、丁基峰先生、徐武學先生及李江銘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孔祥忠先生、王平先生及杜曉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