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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 公司統編：89939090    公司名稱：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89939090
 公司狀況 核准設立  
 公司名稱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元) 800,000,000
 實收資本額(元) 800,000,000
 代表人姓名 林騰輝

 公司所在地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141號5樓   
 登記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核准設立日期 083年11月15日
 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104年05月12日

 

所營事業資料 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

J101040  廢棄物處理業

B301010  非金屬礦業

C901030  水泥製造業

C901040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C901050  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石灰石、爐石之研磨製造）

CA02010  金屬建築結構及組件製造業

CA02030  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業

EZ10010  預拌混凝土壓送工程業

F111020  水泥、石灰及其製品批發業

F111030  磚、瓦、石建材批發業

F111070  金屬建材批發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I601010  租賃業。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 公司統編：89939090    公司名稱：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資料(序號依據公司基本資料內容顯示)  

  序號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數

0001 董事長 林騰輝 7,999,900
0002 董事 黃采屏 騰祥投資有限公司 28,550,000
0003 董事 林珮瑜 3,537,950
0004 監察人 唐麗芬 0

http://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Action.do?method=detail&banNo=28701720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 公司統編：30858851    公司名稱：騰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30858851
 公司狀況 核准設立  
 公司名稱 騰輝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元) 29,450,000
 實收資本額(元) 29,450,000
 代表人姓名 曾瑞雲

 公司所在地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141號5樓   
 登記機關 臺北市政府

 核准設立日期 067年08月01日
 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100年11月17日
 停業日期(起) 105年01月01日
 停業日期(迄) 105年12月31日
 停業核准(備)機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所營事業資料   砂石採取及碎石加工買賣。

  預拌混凝土瀝青混凝土之產銷。

  一般建材之買賣。

  重機械出售出租業務。

  水泥之買賣。

  委託營造廠商與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等之出租出售業務。

  石灰石、爐石、水泥熟料之研磨製造。

  超級巿場之經營及自有剩餘攤位出租業務。

  鋼結構之製造買賣業務。

  軋鋼、鋼筋、角鐵、螺絲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各種鋼鐵及廢鐵之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卜特蘭I型水泥、卜特蘭II型水泥、爐石水泥之買賣。

  爐石水泥之製造。

  卜特蘭I型低鹼水泥之買賣製造。

  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集塵灰、煤灰、飛灰之製造加工買賣。

  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 公司統編：30858851    公司名稱：騰輝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資料(序號依據公司基本資料內容顯示)  

  序號 職稱 姓名 所代表法人 持有股份數

0001 董事長 曾瑞雲 2,736,778
0002 董事 林珮瑜 0
0003 董事 林騰輝 0
0004 監察人 陳進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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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廠獲頒

「第三屆花蓮縣環境教育獎」

103年「花蓮縣列管公廁清潔

維護考核績優」獎 

亞東預拌榮獲

2014年混凝土工程優良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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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期專案減量%

        自願減量績效%

        臭氧消耗物質(ODS)排放%

新竹廠排放強度表現花蓮廠排放強度表現



        固定污染源排放 

        提昇集塵效能計畫 

粒狀污染物排放 硫氧化物排放

氮氧化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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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污染防制績效

!!



        廠內水資源 

2014年新竹廠
製程用水回收率

2014年花蓮廠
製程用水回收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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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

2014年新
製程用水回收

2014年花
製程用水回收

製程用水回收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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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流水水質 

        用水未來規劃 

2014年亞洲水泥取水來源及比例

自來水

地下水

溪水

地表水

'*# *$()($,+)

*$)#)$,%-

+#($&*#



        廠區廢棄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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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再生脫硫石膏使用量(公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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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鋼渣鐵使用量(公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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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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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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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20 
(3.7%)

177,564 
(4.9%)

231,940 
(5.2%)

156,950
(3.6%)

廠外廢棄物資源化

提昇添加配比

新竹廠



        廠區改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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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水泥

遠龍不銹鋼

亞東預拌

花蓮廠



運輸節能管理

硬體節油改善

行車速度控管減少空污

配合政府怠速節油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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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製品節能管理

綠色港灣節能

工作場所節約能源規定



新竹廠及花蓮廠自發電比率圖

新竹廠及花蓮廠能源密集度表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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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水泥能源消耗量統計

亞洲水泥

產出

投入 

 

  

  

 

子公司 投入 產出



        礦山植被復育 

最終殘壁橫向、縱向排水溝 交通道截水溝

Plan1.

Plan3.
Plan4.

Pl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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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綠化後樹木調查

置
放
客
土

種
植
苗
木

爬
牆
虎

種
植

成
果

礦場暫不開採位置舖設防塵景觀網

邊坡下方設置高5米、寬5~8米、
長310米攔石柵三道

現場植栽

植栽後1年

植栽後1個月

植栽後3年



        植生綠化與美化 

        礦場植生綠化與美化 

樹苗長成15cm後移至健化場，約50cm高後移至較大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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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運輸改善 陸上運輸改善



花蓮廠洗車設備(胎)池

        工廠原物料運輸 

        進出廠粉塵清洗 

        響應共乘機制 

新竹廠洗車(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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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投資 

        環保裁罰事件 



台灣水泥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4 



環境保護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公司治理 

鑑別重大性 

最佳職場 

夥伴關係 

環境保護 

1.港、廠、電三合一 

2.溫室氣體盤查 

3.能源管理 

4.資源管理系統 

5.環保投入 

社會參與 

策略與願景：環保是責任不是成本 

        身為水泥業領航者的台泥，矢志要推動節能和環保，將水泥業打造成嶄新的綠色產業。台泥認爲，環保與經濟發展應該

相輔相成，構成一個提升社會生活品質的良性循環。因此，秉持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理念的，在促進經營管理的同時，

不斷積極投入環保改善工作。 我們把節能、環保放在生產的首位，保護我們所身處的環境，遵循循環型經濟策略，降低單位

能源消耗量、減少廢棄物；台泥以「高生產力、高顧客滿意、高創新、高合作、高文化、高國際化」等六大方向為經、以環 

保經濟為緯，配合社會環境脈動，以「提升競爭力、資源再利用極大化、降低單位能源消耗量、減少廢棄物、利用水泥窯協 

助其他企業處理廢棄物」等為改善主軸，期望建立環保經濟的良性循環，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鑑於聯合國政府氣候變遷小組認定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地球氣候變遷的主因，台泥體認到身為地球村的一員，應致力

於溫室氣體減量，自成立以來，即以「保護地球環境」為公司使命，將綠色管理的觀念融於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從產生

綠色產品到導入綠色管理系統，台泥三水泥廠自86年起陸續通過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ISO 14064 Part I 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與驗證、 並於民國103年底蘇澳廠、和平廠、花蓮廠 (水泥三廠) 均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顯示台 

泥為追求低碳公司持續努力中。 

獲獎紀錄 

41 



環境保護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公司治理 

鑑別重大性 

最佳職場 

夥伴關係 

環境保護 

1.港、廠、電三合一 

2.溫室氣體盤查 

3.能源管理 

4.資源管理系統 

5.環保投入 

社會參與 

 策略與願景：環保是責任不是成本 

        由於水泥於生產製程中，耗費較多能源，故台泥致力於節能減排工作，為此投入許多新設備及研發新技術，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只為達到節能減排之目的及促進企業永續之發展。為確實掌握內部能源使用狀況，將耗能管控標準

化，以降底生產成本，亦承諾： 

1.制定並善用公司能源管理系統，以持續改善之精神致力於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 

2.規劃節能目標、能源使用改善計畫並審視執行情形。 

3.持續宣導節能減排，優先使用具有節能效用之設備。 

4.恪遵法規，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台泥的企業核心價值為「永續經營、永續地球」，意指企業於發展過程中，不破壞生態平衡，並持續為地球提供

乾淨的空氣、水及充裕的食物。在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經濟與文明始能持續前進，地球資源不斷再生。台泥信守環保

發展觀，在發展業務的同時，持續投入環保事業。 

        台泥堅持企業積極自主配合政府的環保政策，並致力於與更多地方政府的聯動，共同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維護自

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的平衡。 

1. 加強設備操作管理、人員訓練、檢查維修工作及改善收塵系統，

使能確保所有環保設備正常運作。 

2. 加強環境清掃，及廢水處理與排放之控管，嚴控廢棄物處理程

序及加強委外承攬商管理，機動清洗車輛輪胎，綠化廠區環境。 

3. 進行空氣污染及水污染防制設備的汰舊更新與必要之增設，降

低對環境污染。 

4. 持續推動資源整合，減少天然礦物之資源使用，協助電子產業、

電廠、紙業、淨水廠等處理相關事業廢棄物，盡企業最大資源

再利用，以達減排之責任。 42 

今後環保重點: 



環境保護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公司治理 

鑑別重大性 

最佳職場 

夥伴關係 

環境保護 

1.港、廠、電三合一 

2.溫室氣體盤查 

3.能源管理 

4.資源管理系統 

5.環保投入 

社會參與 

        台泥為配合政府 ”水泥業東移政策” ，以促進東部之繁榮及因應西部礦權屆期，進行和平水泥專業區投資計劃：和平

水泥廠一、二號窯生產系統完工投產，使得台泥水泥產能躍升至每年1,000萬噸以上；和平工業區專用港提供和平水泥專業

區內各廠商各種物料之進出口裝卸業務，有效減少蘇花公路之運輸負荷及環境污染； 此外，為因應未來東部地區用電需

求，有效紓解北部用電不足之窘境，平衡區域用電，台泥與香港「中電國際公司」合資成立「和平電力公司」。將適時支援

及配合台電公司提供台灣地區未來所需之電力，並響應政府電業自由化與國家能源政策。台泥在台灣花蓮和平廠開創性地摸

索出一條世界水泥工業獨特的“水泥+發電+環保”“三合一”發展模式，三位一體，資源互補。 

 

 

 

 

 

 

 

 

        和平電廠於燃煤製程時，所產生之煤灰，可當做水

泥之原料，另於水泥生產過程中所產製的石灰粉，又被

電廠做為脫硫的原料，而脫硫產出的脫硫石膏，也可做

為水泥生產添加之成分之一，形成一個良性迴圈。 

效益        

       建廠後除增加台泥整體之收益，並得充裕花蓮地方財

政收入，間接支援地方建設。 生產水泥所需之燃料與大部

份原物料(鐵渣、石膏、爐石等)皆由和平港輸入，製成之水

泥產品亦由和平港運輸至西部各港口水泥接收站，可避免

對環境造成的潛在衝擊、節省運送費用，還可增加和平港

的吞吐量。  

 

 

 

 

 

 

 

 

 

 

 

 

 

 

 

 

 

 

1.港、廠、電三合一 

 回饋措施： 

       和平水泥廠勘稱當地居民的＂好厝邊＂，多年來從事

下列工作： 

(1)輔導居民就業。 

(2)提供場所供門諾醫院設置診療所方便鄉民就醫。 

(3)於社區內設置各項活動設施如球場等供民眾利用。 

(4)急難救助。  

(5)公益捐贈。 

(6)提供獎助學金。 

(7).提供附近學校學生，課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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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公司治理 

鑑別重大性 

最佳職場 

夥伴關係 

環境保護 

1.港、廠、電三合一 

2.溫室氣體盤查 

3.能源管理 

4.資源管理系統 

5.環保投入 

社會參與 

1.港、廠、電三合一 

1.1 和平火力發電廠  

       和平火力發電廠每年約產生420,000公噸之煤灰，全數

提供和平水泥廠作為水泥製造原料，脫硫石膏也可作為水

泥緩凝劑之用；電廠另設置排煙脫硫設備 (FGD) 則藉由高

濃度石灰石溶液沖洗，使煙氣中的二氧化硫與石灰石作用 

，產生亞硫酸鈣，亞硫酸鈣與吸收塔內空氣氧化成硫酸鈣 

，即產生副產品 (石膏)。和平水泥廠亦同時供應電廠脫硫

所需之石灰石粉。     

 

 

 

 

44 

       火力發電廠於發電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為煤灰(包括飛灰

與底灰) ，其中較重的塵粒會於鍋爐下方排出，稱為底灰；較

輕的塵粒則會被煙氣攜帶至靜電集塵設備(ESP)，藉由高壓直

流電將其吸附於集塵板上以達煙氣淨化功能，而靜電集塵設備

收集到的塵粒則為飛灰。 

 

       飛灰是很細的灰色粉末，外觀像水泥，可添加於混凝土改

善工程，如水壩工程中添加飛灰可避免混凝土龜裂，強化壩體

結構強度。而河海、橋樑及隧道工程也都摻入飛灰，以提高抵

抗海水或土壤中鹽類的侵蝕。飛灰也可與水泥直接混合使用，

取代部分水泥，達到節能減碳的成效。 底灰顆粒較粗，外表

像細砂，顏色多呈灰或灰黑色，形狀多角且表面有孔隙。可利

用作為工程填地、製磚、人工骨材及建材使用。 

 

       目前國內處置煤灰的方式主要是將其作為混凝土添加劑或

以水力回填方式於鄰近發電廠之海邊築造灰塘，灰塘所填築的

煤灰新生地可做為擴建廠區的用地。而台泥電廠的做法是將電

廠產生之煤灰(飛灰及底灰)，全部供做鄰近和平水泥廠生產水

泥之原料，不需放置灰塘或海拋，避免造成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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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配置有兩組660MW裝置容量燃煤汽力發電機組，採用最

佳製程技術與設置完善污染防治設備；提供東部地區用電需

求及有效紓解北部用電不足之窘境，平衡區域用電，適時支

援及配合台電公司提供台灣地區未來所需電力。 

 

 

1.港、廠、電三合一 

1.2 港、廠、電三合一_ 和平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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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與回饋 

      環保措施：和平火力發電廠採用密閉式燃煤儲運系統、靜電

集塵器、排煙脫硫設備、選擇性觸媒轉化器脫硝設備、低氮氧化

物燃燒器及自動連續監測系統等多項最先進之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有效控制煙囪排放硫氣化物及氮氧化物之濃度，達國內法規

高標準之門檻。並與和平水泥廠合作，達到資源全部再利用之目

的。 

回饋措施： 

(1)補助社區建設及發展支出。 

(2)補助地方慈善、治安、醫療、環保、消防急難救助、民俗節慶

等公益活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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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水泥廠一期建廠工程包括一、二號窯每套日產8,600公噸水泥熟料生產系統，年設備產能達到540萬公噸 

；全面採用最先進之附煆燒爐之懸浮預熱式生產系統，有效達到節能、提高產能及環保之綠色生產。另設有一套

發電能力31500 KWH的餘熱發電系統，一、二號窯同時運轉時，合併可產生粗發電量21,300KW以上。 

 

        石灰石由和平水泥廠所屬的和平石礦供應，該礦採用最先進的“山頂平臺式階段開採豎井運輸法“開採，不

但破壞面積小，對於景觀與環保衝擊較低，且具有安全性高、產能大、運輸成本低等特點。該礦目前共有三套豎

井開採系統，年產能達1,500萬噸，除供應本廠外，還能供應蘇澳廠及花蓮廠生產所需。 

1.3 和平水泥廠 

       和平水泥廠於建廠規劃時，即採用最先進之環保設備如兼顧景觀與環保之全密閉式儲存及輸送系統、採用

Low-NOx製程與設備。另於主要排氣煙囪設置CEMS自動連續監測系統，嚴格控制排氣品質，確保所有排放均

優於國家標準。此外，廠區為配合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景觀，設置達20公頃之景觀公園，以達水泥廠公園化之

目標。並回收鄰近和平火力發電廠廢棄煤灰及脫硫石膏作為原料，達到資源充分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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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和平專用港 

(3).環境美化： 

        和平港環保作業均依據環評承諾施工完成。針對各項環評準

則訂定環保管理辦法，環保經費耗資近千萬元。除購買洗潔船負

責港區水域漂流物及垃圾之清理工作，同時還分區進行港區植栽

綠化工程，以達”綠化港”之目標。港區儲運系統係採密閉式廊

道輸送帶設計以減少物料粉塵溢散，碼頭則設置自動裝卸料機具

降低港區貨運流量，減少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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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備： 

       設置N2卸煤碼頭、S1多用途碼頭、S2多功能碼頭、S3水泥專用

碼頭、S4水泥專用碼頭港勤碼頭，總吞吐量達2300  萬噸，提供8萬噸

級以下船舶，供和平專業區內各廠商進出口裝卸之用。 

(2).效益： 

       和平專用港完工後不但促進地方繁榮，創造就業機會，也可降

低和平水泥廠及和平火力發電廠運輸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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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對抗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溫室氣體減量是重點方向，盤查則可提供減量依據，經由盤查可以訂出減量標的與優先順序，

讓後續的減量過程更有效率，並可藉此確認減量成果，台泥三水泥廠分別於民國96年、97年、98年獲經濟部工業局頒發產業自

願性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績優廠商、民國96年取得SGS核發符合ISO14064要求之溫室氣體查證聲明書，而花蓮廠再於民國103年度

榮獲水泥業唯一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台泥台灣三水泥廠民國103年溫室氣體盤查總計溫室氣體排放量5,453,516噸。 

2.溫室氣體盤查 

2.1 溫室氣體排放 

2.2 碳排放 

      由於全球溫室氣體效應導致氣候異常，使得溫 

室氣體減量工作更加刻不容緩，「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係指利用生命週期評估(LCA) 概念計算出

產品生命週期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碳足跡排放尚

須包含產品原物料的開採與製造、產品本身的製造

與組裝，一直到產品使用時產生的排放、產品廢棄

或回收時所產生的排放量，台泥響應政府推動產品

碳足跡認證及標示制度的政策，視相關活動對減碳

貢獻，民國103年將重新進行產品碳足跡盤查，以掌

握產品碳足跡， 提供相關利害關係人資料，作為後

續改善參考。 

        為兼顧節能與環保，台泥於每套水泥窯均設置

廢熱回收發電系統以達成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再

利用，民國99~103年台泥三水泥廠平均碳排放量控

制在約1,000公斤，目前正透過碳捕捉技術的研發，

期待將來能將產生的CO2成功捕獲九成，作為資源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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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03年 水泥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 

CO2e /每公噸水泥 



環境保護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公司治理 

鑑別重大性 

最佳職場 

夥伴關係 

環境保護 

1.港、廠、電三合一

2.溫室氣體盤查 

3.能源管理 

4.資源管理系統 

5.環保投入 

社會參與 

        台泥耗用最多之能源為:煤炭、水、電及油。生產過程中以減少資源耗用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為目標，故台泥公司持續努力

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能源耗用，101年至103年台泥公司能源使用情形如下： 

 

 

3.能源管理 

3.1 能源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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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北廠、台中廠、鼓山廠，分別包含『水泥製品廠』北、中、南各縣市統計數。 

3.2 總公司採行措施 

        台泥為貫徹「環保是責任不是成本」的理念，善盡

社會公民責任，向來重視節能減碳措施。民國101年度台

泥大樓節約用電10.5萬度，102年度用電度數節約48.4萬度 

，較前一年更大幅節約10.8%，CO2減量257.5公噸。台泥

大樓節能減碳有成，於民國103年9月30日榮獲「第七屆

臺北市金省能獎」辦公大樓金省能獎第二名。顯示台泥

對環保節能減碳之努力，再度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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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總公司辦公室節能減碳措施如下： 

 

 

 

 

3.能源管理 

•非資源垃圾:塑膠袋等一般垃圾 

•資源垃圾:金屬、紙類、保特瓶等 

落實垃圾分類 

•各廠設置「資源再利用專區」，集中及整理，避免

放置雜亂，維護環境整體美觀 

設置資源再利用專區 

•定期檢視各廠用紙量，檢討異常使用 

•鼓勵使用電子郵件傳送資料或廢紙回收列印，減少

紙張浪費 

•各影印機旁放置「廢紙回收區」，作為回收列印 

減少紙張使用 

•減少會議使用紙杯 

•鼓勵同仁自備杯具、環保筷等 

•舊信封回收再利用 

其他宣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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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節能成效_(1)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是一種促進組織有系統地實

現所設定節能績效目標的工具，使組織能持續改善能

源使用績效，並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溫室氣體排放量

和對環境的衝擊。此為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於100年

公告一套具系統化管理模式的能源管理系統，正是可

以協助企業建置長期節能制度和提高能效的方法，透

過各項節能技術，各使用單位可依耗能設備現況提出

相對具體可行的改善方案，幫助企業降低能源支出的

成本，藉以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 

       台泥在響應政府之節電行動以及如何量化達成水泥

製造業應符合的相關能源效率指標規定下，積極投入

能源管理系統的能源基線調查、改善計劃提出、管理

制度的建置，經SGS於民國103年12月8、12、15日分別

對花蓮廠、和平廠、蘇澳廠三廠正式評鑑通過，為台

灣第一家水泥業通過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的水

泥製造公司。台泥導入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後， 應

用在企業的業務流程中所產生的利益，包括能夠更有

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能源和資源，對氣候變化也產生正

面的作用，符合世界顧客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越來越

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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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管理 

3.4 節能成效_(1) 

        台泥一直以來均致力推展各項節能減排的工作，並積極投入新技術與新設備的

引進，不斷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並促進企業的永續發展。台泥獲經濟部工業局選

為「103年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中唯一的水泥生產企業。

而於獲得ISO50001認證之同時，台泥也體認到〝 認證通過並不是這項工作的結束，

而是各項工作持續推展的起點 〞，所以將一貫秉持ISO管理系統的精神，持續不斷

的推動能源效率改善的工作，達到環境永續及企業獲利的雙贏目標。 

51 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蘇澳廠 

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和平廠 

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花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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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管理 

3.4 節能成效_(2) 

        台泥花蓮廠積極配合政府自願性減碳活動，除89~99年共計99

萬噸 CO2e 減量額度外，民國103年更因持續努力推行減碳措施的

精神，於民國103年11月7日榮獲經濟部工業局頒發「103年度產業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為水泥業唯一獲獎單位。 

       台泥依照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曁抵換專案推動原則」，

經申請、認証、專家審查，經歷約2.5年的努力，終於民國103年7月

18日通過環保署的審查大會，取得6,413,344噸的溫室氣體先期減量

額度，佔了全國水泥業取得總額度（9,023,972  噸）的71.07%。 

        台泥辜董事長表示能源的耗用在水泥的生產過程中是一直被關注的重點，不僅是因為能源成本在水泥生產上具有很重要的

占比，尤其台泥內部在營運上一直是以「環保是責任、不是成本」作為企業的核心經營理念，所以在近來社會上對於環境保護

意識及能源消耗愈發受到重視之下，都可以看到台泥積極投入相關議題的身影，期能達成甚至超越社會對於產業開展節能減排

的相關務實作為，以求環境永續發展的期許。 

 

        經濟部工業局長官表示：我國98%之能源依賴進口，電力系統又屬獨立電網，無法從他國輸入電力，能源安全的挑戰較 其

他國家嚴峻。且為因應環境保護議題，在增加電力供應不易的狀況下，節約用電應為全民共識，且需產業參與決心。是故經濟

部推動「全民節電行動」希望藉由「政府帶頭」、「產業參與」及「民眾自發」三面向落實，未來一年全國以再節電1%（約

24.52億度）為目標並養成全民長期節電觀念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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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管理是台泥氣候變遷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近年來，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的開發與分配成了世界各國的

重要課題。自民國98年以來，台灣地區雨季與旱季降雨量的豐

枯變化逐漸極端化，缺水與水災的風險日益明顯。因此，台泥

透過生產流程的改善，在水資源耗用上明顯有所改善，最近三

年，水資源耗用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 

4.資源管理系統 

4.1水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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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水目的地： 

(1)預拌廠生產排放水皆回收貯留用於洗車、製程使用，零排放。 

(2)水泥廠生產之排放水流至廢水處理場，經刮油機去除油污及沉澱處理，達廢水排放標準進行排放。道路雨水經由地

下管溝收集後，匯流至廢水處理場緩衝池內，做為道路灑水、出廠卡車洗胎、景觀路樹灌溉用。  

註:工業用水: 僅供和平水泥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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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土保持 

        台泥對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極為關切，自民國80年起，迄今已投入一億三千餘萬元，於高雄壽山礦區(目前已停產)、

新竹赤柯山礦區(目前已停產)，花蓮和平礦區(目前持續開採中)及佐倉礦區(目前已停產)，進行植生綠化工作，使礦區在短

時間內達到綠化美化效果，兼顧水土保持之功效，各廠礦區進行植生綠化工作，先後獲得台灣省政府、農委會多次頒發綠

化有功、造林有功等獎項表揚，未來仍將繼續致力於蘇澳廠礦區及和平礦區之植生工作。 

        同時為進一步做好景觀維護及水土保持，於民國81年至今，在和平廠礦區投入新台幣37億5千萬元鉅資，建造三套豎

井，採用最先進的山頂平臺式階段開採豎井輸運法，該井設計完全地下化、自動化、環保化，對環境績效的提升發揮了相

當大的助益，並先後獲中國礦冶工程師協會頒發技術獎章、勞委會頒發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優良獎。 

豎井捷運系統具有下列6大特點： 

1.大型化  2.地下化 

3.自動化  4.環保化 

5.安全化  6.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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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泥對於粉塵污染，於建廠之時即投下鉅資購置精良設備，使排塵值控制在遠優於國家標準以下。SOx排放方面實際排放

量僅為政府規定標準之2~3%，有時甚至到達測不出的微量情形；迄民國86年共投資約新台幣16億9仟萬元，於新設及汰換各式

收塵設備，民國89年至90年和平一、二號窯建廠投入新台幣15億8仟萬元建置環保設施，使和平廠成為水泥業界之環保示範廠。

NOx排放方面除採用連續自動監測以隨時嚴密調控外，更添購選擇性非觸媒還原(SNCR)設備抑制NOx之排放，和平廠更採用最

新式低NOx-RSP系統及噴燃設備，可自製程本身有效抑制NOx之排放，達到污染預防的目的。自民國83年以來已獲得環保署等

政府機關頒予有關環保績優獎勵達19次之多，其中花蓮廠自民國89年起更連續獲得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特優獎殊榮。 

4.資源管理系統 

4.3 空氣污染防治 

        台泥的工廠廢氣，依據其特性大致上區分為粒狀污染物（TSP）、氮氧化物（NOx）及硫氧化物（SOx） 等3 種。空氣污

染防治設備處理能力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相關規定。 各廠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運轉皆十分穩定，每半

年均對各類空氣污染物進行一次排放濃度檢測。根據歷年檢測結果，各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均遠低於環保署所規定之排放

標準。工廠廢氣排放量統計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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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3年1月7日及3月18日，台泥蘇澳廠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遭處罰鍰累計達新台幣壹佰肆拾萬

元， 後續經向環保署提出訴願成功退還罰鍰；目前台泥已完成旋窯控制室增設連續自動監測系統(CEMS) 畫面及氮氧化物(Nox)

連續24小時平均值顯示，以利操作人員掌控因應。 

Nox 排放

濃度

(ppm)

Sox 排放

濃度

(ppm)

預熱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冷卻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Nox 排放

濃度

(ppm)

Sox 排放

濃度

(ppm)

預熱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Nox 排

放濃度

(ppm)

Sox 排放

濃度

(ppm)

預熱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冷卻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三號窯       290.71        8.50             13.00           25.00      298.74        7.00             13.00            15.00    321.86         5.50             17.00            53.00

六號窯       361.13        5.00             17.00           55.00      364.55        5.00             43.10            54.00    363.08         3.50             42.00            31.50

一號窯       273.00  ND<2              8.00             7.00      255.91        5.00             12.00            12.00    310.00         5.00             12.00              5.00

二號窯       282.00  ND<2             16.00             7.00      276.84        5.00             11.00            12.00    310.00         5.00             12.00              5.00

花蓮廠 三號窯       272.68        4.30             18.50           10.50      274.37        7.15             17.15              8.50    277.25       10.35             15.35            12.00

和平廠

廠別 窯別

103年年度

冷卻機粒狀

污染物排放

(mg/Nm3)

101年 102年

蘇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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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泥於民國60年代，高雄水

泥廠即已開始利用中油下腳料石

油焦、及中鋼之高爐爐石，分別

做為替代燃料及原料，民國80年

更試用以廢輪胎碎片做為替代燃

料，取得良好的經驗。台泥多年

來整合利用的再生資源包括: 

1.發電廠之脫硫石膏、煤灰、脫

硫渣 

2.光電及半導體等產業之氟化鈣

污泥、廢溶劑 

3.造紙業之紙漿污泥 

4.石材廢泥 

5.淨水廠污泥 

6.化工廠之無機污泥 

7.鋼鐵廠礦泥 

8.化學原料廠之鋁礦土渣 

9.工程廢棄土。 

        右表為近五年台泥針對事業

廢棄物處理量統計表。 

 

4.資源管理系統 

4.4 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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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澳         廠  

 項    目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累計用量  

 廢溶劑              -              -              -              -              -    替代燃料  

 氟化鈣污泥        28,403.39       20,837.69       14,296.02       16,238.61       20,258.26   替代生料  

 氧化鎂脫硫無機性污泥         3,225.92        3,173.16        3,562.74             -         1,552.44   替代黏土  

 淨水污泥        19,521.03             -              -              -              -    替代黏土  

 煤灰        60,402.88      101,838.02       69,707.81       40,968.00       69,993.99   替代黏土  

 石材污泥              -              -              -              -              -    替代黏土  

 脫硫石膏       104,961.00      108,166.00      100,292.24       92,726.51      107,521.99   水泥  

 工程廢棄土       457,409.00      411,909.00      253,943.13      244,298.64      230,345.06   生料  

事業性廢棄物用量 (MT)  673,923.2  645,923.9  441,801.9  394,231.8  429,671.7  2,585,552.5  

水泥產量 (MT)  2,280,690.9  2,300,493.0  2,049,171.7  1,970,941.9  1,945,948.5  10,547,246.0  

每噸水泥廢棄物用量 (KG)  295.5  280.8  215.6  200.0  220.8  245.1  

 花         蓮          廠   

 項    目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累計用量  

 鋁渣         3,778.00        1,559.32             -              -              -    生料  

 石膏        80,554.13       74,170.50       79,436.06       82,474.80       84,458.28   水泥  

 煤灰        12,569.10       10,009.72        5,362.44       18,549.50       21,785.95   生料  

 煤灰            74.68           39.88             -              -              -    水泥  

 工程廢棄土               -              -              -    生料  

事業性廢棄物用量 (MT)         96,975.9        85,779.4        84,798.5       101,024.3       106,244.2         474,822.4  

水泥產量 (MT)      1,609,637.5     1,510,929.2     1,395,592.3     1,401,014.5     1,522,280.4       7,439,453.8  

每噸水泥廢棄物用量(KG)             60.2            56.8            60.8            72.1            69.8              63.8  

 和          平         廠   

 項    目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累計用量  

 煤灰       300,129.00      306,876.00      321,306.34      255,001.54      264,093.70   生料/水泥  

 石材污泥        62,633.16             -              -              -              -    生料  

 脫硫石膏       140,317.00      129,585.00      222,955.98      184,873.26      162,582.36   水泥  

事業性廢棄物用量 (MT)        503,079.2       436,461.0       544,262.3       439,874.8       426,676.1       2,350,353.3  

水泥產量 (MT)      3,481,152.8     3,982,816.1     3,733,905.9     3,050,475.5     2,413,950.8      16,662,301.0  

每噸水泥廢棄物用量(KG)            144.5           109.6           145.8           144.2           176.8             141.1  

 年度事業性廢棄物用量        1,273,978.29     1,168,164.29     1,070,862.75        935,130.86        962,592.02           5,410,728.21  

 年度水泥產量-噸        7,371,481.15     7,794,238.30     7,178,669.82     6,422,431.88     5,882,179.61           34,649,000.76  

 各年度每噸水泥 
 廢棄物用量(KG)  

               172.83              149.88              149.17              145.60              1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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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餘熱發電，節能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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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泥除不斷致力於優化水泥生產製程降

低每噸產品單位耗熱、耗電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外，另兼顧節能與環保，於每套

水泥窯均設置廢熱回收發電系統以達成

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再利用，台泥在

台灣的水泥三廠近三年之各年表現: 

 

 

 

 

 

3. 

台泥在台灣水泥三廠，每五年針對廢熱回收

用於發電狀況如下: 

 

 

 

 

 

 

 

項目 97-101年 98-102年 99-103年 

餘熱發電累計(kwh) 1,000,597,994 997,737,583 939,786,269 

換算 CO2 減量(噸 ) 540,744 534,235 500,127 

項目 101年 102年 103年 

淨發電量(億度) 2.077 1.966 1.24 

換算 CO2 減量(萬噸 /年) 11.13 10.4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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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泥身為水泥產業的領導者，在面對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因應策略，除進行節約能源措施，致力於工廠溫室氣體減量

外，尚持續進行再利用資源取代原始原料以尊重環境資源，積極參與工研院鈣廻路捕獲CO2技術發展的計畫，於民國

100年7月簽訂「鈣迴路碳捕捉先導型系統技術合作研究」合同，並於民國100年11月1日進一步簽訂「二氧化碳捕獲與封

存技術商業化運轉」合作意向書。 

       台泥目前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開發之『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先導型系統技術』已進入技術驗證階段；此技術是以

石灰石作為吸收劑，利用其吸收容量高且能耗低，並且失去活性的吸收劑還可再投入水泥製程做為原料，因此並無事業

廢棄物產生，以期能達成減碳之目標。民國102年6月已於台泥和平廠區完成建造一座二氧化碳捕獲的試驗工廠，其淨捕

獲量約為1 ton/hr（此為目前全球最大規模的試運轉廠），現階段以此試驗工廠收集相關實際操作數據，藉由不斷優化預

計十年內可使此技術達到量產階段。目前試驗工廠可以捕捉和平廠2,000噸至5,000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視實驗運轉時

數而定)，後續將據此結果規劃放大的示範廠計畫，期能在民國109年建立商業化規模的捕獲廠，以對國家減碳產生重大

貢獻。     

4.資源管理系統 

4.6 二氧化碳捕獲封存與再利用技術(Carbon Capture, Storage and Utilization)_(1) 

台泥與工研院合作，已投入第三年技術研發, 總共投資1,845萬元，研發內容如下表所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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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研發

時程

進展 

 先導型試驗廠建造 

 高固碳微藻影響因子探討 

 模組化袋式光合反應器細部設計 

 先導型試驗廠建造完成 

 含高單價微藻兩階段培養探討 

 袋式光合反應系統建造及試車 

 先導型試驗廠實驗數據的取得及新

一代多階旋風式捕獲塔建造 

 戶外微藻固碳培養及採收研究 

 高單價微藻培養及採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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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二氧化碳捕獲封存與再利用技術(Carbon Capture, Storage and Utilization)_(2) 

      「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先導型試驗廠總捕獲量可達每小時1公噸，捕獲效率可達90%以上，現階段碳捕捉成本，每噸

約50美元，仍無法商業化，但是透過鈣迴路技術，台泥與工研院進一步合作，由台泥繼續增加階段性投資，未來將有可能降至

26美元，甚至是達到10美元，極具商業競爭力。 

        台灣預計民國109年與114年需經由碳捕獲分別減少325萬公噸與2,750萬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屆時捕獲廠總投資將超過千

億元，每年操作運轉所帶動的產值至少達數百億元，對台泥來說投入新創二氧化碳捕獲技術研究對水泥產業有極大的潛在利基，

並且進一步結合微藻固碳的研究，期使創造水泥廠、碳捕獲、微藻固碳的最佳循環應用模式。 

       台泥在能源局的計畫支持下，與工研院綠能所合作研發

「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先導型試驗廠，於民國102年 

在台泥和平廠竣工並開始運轉，為全球同類型技術中規模最

大。此一「 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 」已獲得工研院民國

103年傑出研究金牌獎，並再獲得「 2014年全球百大科技研

發獎」（ 2014  R&D 100 Awards ）的國際大獎肯定，此獎項

素有「 產業創新奧斯卡獎（The Oscars of  Invention -The 

Chicago Tribune）」的美名。 

        本技術在經濟部CCS研發聯盟的架構下，將結合我國

水泥、發電、石化、鋼鐵、工程與工程顧問公司、機械化

工製造業等籌組產業聯盟，來帶領國內相關產業開創新興

產業。目標市場以發電與水泥業為首要，石化與鋼鐵業為

次要，參與國際示範計畫，以掌握世界趨勢與商機。以中

國與東南亞為境外實施的主要市場，透過台商與當地產業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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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藻類養殖技術開發─戶外微藻固碳系統及高單價微藻培養研究 

        台泥繼「鈣迴路捕獲CO2先導型試驗廠」後，於民國101年9月再與工研院簽訂「戶外微藻固碳系統及高單價微藻培養研究」

合作協議書，進一步由CO2補捉，延伸至CO2再利用之綠能技術研發。建立台灣地區「微藻生物固碳能源利用及加值化」應用

模式示範。整合CCS與微藻能源利用及加值化技術，發展多元應用推廣模式(on-site/off-site)，擴展綠能產業發展，落實減碳效

益。民國102年10月完成戶外袋式養殖試驗工坊的建設，現進行微藻生長測試、採收測試與最適藻類評估測試中。 

        設置微藻養殖先導型試驗場，為整合鈣迴路捕捉之二氧化碳後再加值利用，作為微藻養殖所需之CO2來源，透過微藻養

殖、藻採收及萃取等程序，產製生質燃料 / 高單價物質 等作為燃料 /保健食品等用途，並具有固碳作用的綠色產業鏈。 

4.資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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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5.環保投入 

環保設備投資金額 

        民國 103年度台泥無因環境污染所受之重大罰款，台泥基於取之社會回饋地球的理念，為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努力為地

球盡一份心力，除過去已投入新台幣 16 億元之鉅資進行環保設備之汰舊換新及增設工程外，近年來每年均編列 預算進行現

有設備維護與效能提升。民國99年~103年之環保支出項目包含：研發新技術如二氧化碳捕獲封存與再利用技術等之相關支出 

、收塵設備、捐贈建造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之溫室及及相關訓練支出等，歷年統計資料如下: 

        台泥在具備完善之管理制度及系統下，於民國82年起，台灣各廠陸續取得ISO9000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且於民國86年

起陸續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ISO14000環境管理認證，民國103年取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ISO 50001 能源管理 

系統主要以 PDCA 循環的手法持續進行能源效率的改善，台泥為有效管理能源使用，在民國102年時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對

台灣三廠進行能源規劃輔導。民國103年自願申請加入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應用與推廣輔導計畫，並接

受財團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的輔導 ，廠內積極配合導入此系統化管理模式的能源標準，以落實公司在持續改善能

源績效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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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孔祥忠谈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 

更新日期: 2016 年 02 月 29 日 来源: 数字水泥网 【字体：小 大】  

摘要：水泥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我总结成四句话：遏制新增去产能；兼并重组集中

度；行业自律谋共赢；创新发展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水泥行业一直在做转型升级的文章，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提

出后，对照今年经济发展重点要抓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内容，我认为实质还是行业

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所不同的是，需求侧改革强调投资拉动，供给侧改革着

重是政策引导。水泥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我总结成四句话：遏制新增去产能；兼并

重组集中度；行业自律谋共赢；创新发展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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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孔祥忠 

  

    一、水泥行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 

  

    1、新增产能没有得到遏制 

  

    据中国水泥协会初步统计，2015年全国新增投产水泥熟料生产线共有 31 条（建好未

投产的暂未计入），年度新增熟料产能 4712万吨（见图）。从投产生产线规模来看，日产

万吨线 2条，日产 5000 吨以上 22条，日产 2500吨 7条。截止到 2015年底，全国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累计 1764条（注：去除部分 2015年已拆除生产线），设计熟料产能达 18.1亿

吨，实际年熟料产能达到 20亿吨。熟料总产能比上年同期增长 2%。按照前两年水泥熟料平

均占比计算，水泥产能达 33亿吨。去年熟料产量是 13.35亿吨，熟料产能利用率为 67%，

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量数据计算的结果，而根据中国水泥协会掌握的数据来计算，

实际熟料产能利用率还要低，大约仅有 60%。预计 2016年仍将会有 3500万吨左右熟料产能

释放，熟料产能总量仍在增长。 

  



 

图：2015年新增产能省份 

  

    面临产能过剩加剧、市场需求下降、企业效益下滑的严峻局面，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

却还继续新上水泥项目，对国务院早已颁布的“遏制新增水泥产能”文件置若罔闻。 

  

    2、淘汰落后产能效果不明显 

  

    “十二五”期间，国家累计淘汰落后水泥产能约 7亿吨，这主要包括是淘汰立窑生产

线和水泥粉磨站，真正淘汰落后熟料产能仅 3亿吨，而“十二五”期间累计新增新型干法水

泥熟料产能 6.9亿吨，扣除淘汰量后净增熟料 3.9亿吨，换算成实际净增水泥产能 6.5亿吨。 

  

    3、市场集中度低、区域市场协调能力差 

  

    全国 3500多家水泥企业，前十大水泥集团的熟料产能已占全国熟料总产能的 57.68%，

但水泥销量仅占全国水泥总销量的 36%。由于大企业在水泥终端市场占有率偏低，导致依赖

外购熟料生产的水泥粉磨企业主导了低端水泥产品价格。偏低的水泥市场集中度导致区域市

场协调能力差，低价恶性竞争成为市场常态。 

  

    4、企业效益差，创新乏力 

  

    由于近两年水泥企业普遍经济效益差，甚至许多企业出现亏损，创新投资乏力。多年

持续的投资建设和兼并重组加剧了企业的负债率，导致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融资困难重

重。 

  



    二、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遏制新增产能 

  

    1、三年内停止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备案（核准），包括以水泥窑协同处置建设

项目、异地搬迁建设等为名义的项目备案。停止化工PVC项目建设的配套水泥建设项目核准，

建议取消电石渣生产水泥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停止以技术改造为名义扩大或更换大规格装

备的新增产能行为。停止所有水泥粉磨站的项目备案。 

  

    2、取消产能置换政策。鉴于近两年许多产能置换项目“报小上大”，地方政府还支

持“边建边上报”的实际情况，目前用淘汰落后产能指标置换新上产能的政策，与现实的化

解产能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有冲突的。建议取消产能置换政策。 

  

    3、建立水泥项目投资备案的市场监督机制。建议对新上水泥项目的投资者，先要求

其到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指标，然后经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论证后，再进入政府部门的备

案（核准）程序。 

  

    政府若真能把水泥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权利下放给行业协会，不仅能增加社会监督，

真正做到“简政放权”、更重要的是对遏制新增产能切实起到作用。 

  

    （二）去产能、淘汰落后 

  

    1、应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去产能和淘汰落后没有量化指标是不行的。首先淘汰

387条日产 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减少约 1.7亿吨熟料产能，加上淘汰约 800

万吨立窑产能，按 2015 年熟料消耗计算，产能利用率可以从 60%提升到 71%以上。再次，逐

步从 762条日产 4000吨以下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中淘汰 50%，减少约 3.6亿吨熟料产能，

现有产能利用率将提高到 80%以上，产能过剩可彻底化解。建议两年内，单线年产 60万吨

以下规模水泥粉磨站全部关闭。 

  

    2、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淘汰落后：由于市场需求开始下降，考虑到日产 1000吨和部

分日产 2000吨规模的水泥窑主动关停的较多，还有部分长期亏损、失去市场竞争力和不具

备清偿能力的“僵尸企业”，在目前的市场残酷竞争环境下，淘汰和拆除小水泥窑、小粉磨

站的难度不大、阻力较小。 



  

    去产能淘汰落后的标志性就是要拆除小水泥窑、小磨机。难度和阻力在于企业和地方

政府。建议国家对被拆除水泥窑和磨机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这有利于加快去产能淘

汰落后。如果没有资金补偿而全部依靠市场淘汰的话，势必会拉长淘汰周期，不利于行业结

构性改革的全面推进。 

  

    3、严格执法去产能淘汰落后：对手续不合法规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对环保、能效、

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坚决关停。其实，目前涉及水泥生产的法规标准已经较为

齐全很严格，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执法力度不到位或难到位。 

  

    4、必要的金融政策支持去产能：建议国家对水泥行业的去产能淘汰落后要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偿，设立专项资金，以解决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和企业债务等问题。 

  

    5、国企的去产能和淘汰落后：国企水泥企业应当在去产能中抓住机遇，利用政策做

好两件事：一是抓紧列出“僵尸企业”名单，利用国家的“呆坏账核销”政策，对僵尸企业

进行“债务核销”并关闭之；二是利用政策环境，突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瓶颈，大胆

果断剥离不良资产，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央企和地方大国企在追求规模效应的同时更应该注

重资产的质量，因为资产质量的好坏决定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 

  

    （三）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1、建议确定前十家大企业集团水泥产能占总量 70%为目标，支持大企业对市场的整

合。 

  

    2、建议国家出台《重点支持水泥兼并重组企业名单和鼓励优惠政策及措施》。尤其

应当加快推进央企与地方国企、跨省区之间的国企的同业整合。水泥产品具有区域性，随着

每一个区域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整个行业效益才能显现。 

  

    3、建议水泥上市公司要根据去年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和银监会四部门联合发布

的《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水泥企业应当主动尝试和创新不良资产、应收账款的资产证

券化，以改善和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状况。 

  



    （四）区域市场建设与协调 

  

    1、以市场信息沟通为手段，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以区域内大企业为

主体，通过行业协会平台，建立区域市场的市场信息沟通机制。 

  

    2、以市场整合为目的，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按省份区域市场为核心，以区域内 2-3

家大企业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为目标，推进市场整合。 

  

    3、以提升企业效益为中心，建立和强化行业自律。反对市场垄断、反对低价倾销，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4、推动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

企业贯标达标、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建设。 

  

    （五）扩大贸易和加大海外投资 

  

    1、扩大水泥出口贸易量。我国水泥出口量多年徘徊在 1400万吨左右，有必要给予出

口退税的优惠政策，促进水泥出口贸易量明显提升。鼓励沿海和边疆地区水泥企业产品出口，

这也起到一部分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 

  

    2、继续加大国外水泥工程建设的总包业务，带动中国水泥机电装备和技术、人才输

出。 

  

    三、2016-2017 年大概率潜在利好事件预测 

  

    1、政府出台水泥（建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件，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竞

争，提升企业效益； 

  

    2、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的整合，有利于增强各省份区域市场的协调力度，

增强中国水泥企业在国际水泥工程业务中的竞争实力； 

  

    3、北京金隅集团与冀东发展集团的整合将作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将改写华

北水泥市场竞争格局，长期低价恶性竞争的局面会发生改变，有利于行业整体效益的提升； 



  

    4、争取恢复水泥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扩大水泥出口量，化解国内部分过剩产能； 

  

    5、出台水泥窑协同处置优惠政策，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6、可能取消通用水泥标准中的 32.5等级水泥，加快小型水泥粉磨站和落后企业淘

汰； 

  

    7、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大企业之间尝试股权合作，创

新市场整合模式，改善市场竞合环境，有望提升企业效益。 

  

    “十三五”期间水泥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遏制新增去产能。在完成这项改

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绿色低碳。 

  

    总之，对于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应该相信党的决策、相信政府的决心、

相信企业家的智慧。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促进行业转型升级，走向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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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协会：2015年新增水泥熟料线31条，产能4712万吨

更新日期: 2016年01月04日   来源: 数字水泥网   【字体：小 大】  

摘要：2015年全国新增投产水泥熟料生产线共有31条，合计年度新增熟料产能4712万吨，较2014年减

少2319万吨，降幅为32%。我国新增熟料产能已连续三年呈递减走势。

    数字水泥网讯：据中国水泥协会统计，2015年全国新增投产水泥熟料生产线共有31条，合计年

度新增熟料产能4712万吨，较2014年减少2319万吨，降幅为32%。我国新增熟料产能已连续三年呈递减

走势。

 

    分区域看，新增产能主要集中在广东、贵州、广西，合计能力占全国比重超过40%；从投产时间

看，下半年新增产能高于上半年，上半年投产2093万吨，下半年投产2619万吨；分规模来看，日产万

吨线2条，日产5000吨以上22条，日产2500吨7条；分集团企业看，新增产能有60%是隶属于我国前十大

企业集团，其中位居前2位的企业是海螺水泥、红狮水泥，合计占当年新增产能的36%。

 

    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1764条（注：去除部分2015年已拆除生产

线），设计熟料产能达18.1亿吨，实际年熟料产能达到20亿吨。累计产能比上年增长2%。从目前跟踪

的在建生产线进度情况看，预计2016年仍将会有3500万吨左右产能释放，主要集中在中南和西南地

区。同时，目前了解到，部分省份依旧存在新批和在拟建的产能项目，使得我国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

的难度持续加大。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

热门排行

周龙山：浅谈中国水泥行业的发展之路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试点企业名单

孔祥忠秘书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工信部将开展钢铁、水泥化解过剩产…

两部门认定江苏等七省区水泥等在建…

中国水泥业碳交易能力建设启动会在…

快讯:17月水泥产量同比下降5% 降…

贵州省水泥行业14个在建项目产能置…

水泥产量跌幅扩大 前4个月增速下降…

中国水泥协会孔祥忠到冀东水泥进行…

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9大信号

工信部：水泥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宋志平：进入新常态如何破解产能全…

[独家]2015年大型水泥企业领导人圆…

水泥业巨擘合并案现裂痕 拉豪将重…

水泥行业将洗牌 部分上市公司有退…

[原创]山水李松谈山西水泥业现状及…

中国水泥协会在呼市与内蒙企业领导…

两部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兼…

水泥行业7个项目获评2014年度建材…

《水泥行业准入条件》生产线名单(…

四省的水泥厂停产2个月 煤炭价格或…

东三省水泥企业冬季错峰生产会议在…

水泥价格呈现企稳迹象 降息将改善6…

孔祥忠秘书长到广东省进行市场调研

水泥业转型："稳增长"为调结构来"…

工信部《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实施…

吉林省水泥协会正式成立 徐德复担…

水泥、平板玻璃行业在建项目评估工…

中国建材：混合所有制探路先锋

网站首页 | 资讯中心 | 行业分析 | 展会信息 | 政策法规 | 企业文化 | CSI

采购索引 | 错峰生产 | 水泥价格 | 上市公司 | 协会动态 | 行业并购 | 《中国水泥》

暂无资料

http://www.dcement.com/User/GetPassword.aspx
http://www.dcement.com/User/Register.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9139.aspx
http://www.dcement.com/UploadFiles/Article_UploadFiles/200803/20080328141027108.doc
http://www.dcement.com/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1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2/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7/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6/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4/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5/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2/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4/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5/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8/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79/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6/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2/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4/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6/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5/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0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9/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7/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9/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7/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88/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98/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266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4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Print.aspx?id=142470
http://www.dcement.com/User/Content/Favorite.aspx?Action=add&Id=142470
javascript:fontZoomA();
javascript:fontZoomB();
http://www.dcement.com/IAA/ADCount.aspx?Action=Click&ADID=477
http://www.dcement.com/IAA/ADCount.aspx?Action=Click&ADID=484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94.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62.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22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254.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9355.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8777.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8352.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8166.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5308.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5043.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4941.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4857.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4823.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3457.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3273.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1662.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1504.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127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1068.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1002.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0205.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3010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931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9187.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9074.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8025.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7873.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757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7557.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27495.aspx
http://www.dcement.com/IAA/ADCount.aspx?Action=Click&ADID=74
http://www.dcement.com/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266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61/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69/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6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910/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26/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65/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925/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13/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662/Index.aspx
http://www.chinacca.org/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14/Index.aspx
http://www.dcement.com/Category_3765/Index.aspx


瑞信料水泥业产能利用率改善 首选海螺(00… 习近平：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 化解过剩产能

采取果断措施化解水泥产能过剩——如何打… 山东日照发布通知禁止水泥等行业新增产能

把脉行业、提振信心专题大讨论 天津院承建的沙特UACC项目产出合格熟料

调查：云南水泥行业企业整体濒临破产边缘 总理调研深入国企鼓劲"好产能要优胜劣汰"

 登录  |  注册

0条评论

还没有人评论过，赶快抢沙发吧！

获得微博评论箱

表情 同步到微博

顺便说点什么吧……

还可以输入140字

该信息所属栏目不允许游客发表评论！

数字水泥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凡本网注明“来源：数字水泥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为“数字水泥网”独家所有，任何媒体、网

站或个人在转载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数字水泥网”。违反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网转载并注明其他来源的稿件，是本着为读者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使用时，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禁止擅自篡改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

任。违反者本网也将依法追究责任。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尽快来电或来函联系。

相关文章

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广告服务 | 本网声明 | 协会园地

主办单位：北京中水协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网站版权由北京中水协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京ICP证 050317号 京ICP备0907961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4187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1号（100831）E-mail：dc@dcement.com

 服务咨询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615.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60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52.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41.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28.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524.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499.aspx
http://www.dcement.com/Item/142487.aspx
http://www.dcement.com/IAA/ADCount.aspx?Action=Click&ADID=518
http://widget.weibo.com/distribution/%E7%99%BB%E5%BD%95%E7%9A%84URL
http://open.weibo.com/widget/comments.php
http://www.dcement.com/
http://www.dcement.com/shtml/about.html
http://www.dcement.com/shtml/lxwm.html
http://www.dcement.com/shtml/AD.html
http://www.dcement.com/shtml/declare.htm
http://www.chinacca.org/
mailto:dc@dcement.com
http://wpa.qq.com/msgrd?v=3&uin=75500327&site=qq&menu=yes
http://www.hd315.gov.cn/beian/view.asp?bianhao=010202005112300002
http://sealinfo.trustutn.org/info?sn=L003001201304279910172


 

附 件 9 號   

  















 

附 件 10 號   

  







james
矩形



























 

附 件 11 號   

  





 

附 件 12 號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永久登录 找回密码 注册 成为高级会员 登记表

全国 |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内蒙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安徽 | 福建 | 江西 | 山东

河南 | 湖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海南 | 重庆 | 四川 | 贵　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资讯中心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资讯中心 > 市场

【原创】一跌再跌的水泥价格明天在哪里？

更新日期: 2015年06月27日   作者: 晨曦   来源: 数字水泥网   【字体：小 大】  

    近日，南京地区部分水泥企业价格再次小幅下调10元/吨，P.O42.5散出厂价最低至160元/吨。

当降价消息漫天飞时，再听到某地价格下跌或是刷新前期低价，都已不觉得新奇，似乎降价才是合理

的，不降价反倒是另类。但这种不计成本式的下跌企业能持续多久，又能维持多久？

    价格跌破完全成本 直奔现金成本而去

    据数字水泥网监测数据显示，截止本周末，全国水泥市场平均成交价格为259元/吨，同比下跌

20%。在31个主要城市中，南京到位价排名倒数第一，仅在205元/吨（高的215元/吨，低的190元/

吨），低于全国和华东平均水平40元/吨左右，较去年同期下调105元/吨，跌幅扩大到34%。按完全成

本测算，龙头企业都已没有利润，其他企业更是可想而知，目前售价只够企业的现金成本，生产成本

略高的企业已亏现金流。

    尽管如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价格“血拼”仍然没有结束。6月23日，由于安徽盘景进入

价格小幅下调10元/吨，或将致使南京市场整体到位价格再次下移。目前海螺中国水泥厂价格最高，出

厂价保持在195元/吨，中联、小野田和马鞍山海螺等其他企业170-190元/吨不等。部分企业表示，价

格已到现金成本，不计划跟进调整，而价格相对略高的企业为保持市场份额将会继续下调。

    优势企业进行实力较量致使价格超跌

    回顾过去几年，因新增产能释放和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影响，区域内价格战也时有发生，如

2012年三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但一般跌到完全成本时，企业便会通过行业自律、控制供给进行止

跌。与之前相比，如今已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分。导致价格不计成本下跌，除了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

较差和行业产能过剩影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较好成本优势的企业之间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实力

较量。

    从数字水泥网对市场的跟踪情况显示，上半年，江苏省除在春节期间有统一停产，以及金峰水

泥因袋收尘改造停产4条生产线以外，其他企业熟料生产线基本都正常运转（个别生产线被迫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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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添加收藏] 更多

而过去两三年同期统一停产时间至少在10天以上，尤其是去年5-6月份，苏南地区每月都有序减产

20%-30%。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年在较为悲观的市场预期下，企业心态发生很大变化：有的认为一直让

量不公平，即使拼价格也要争取市场份额；龙头企业的理念一直是让利不让市，且凭借规模和成本优

势，希望在市场低迷期进行整合，这也是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必由之路。正是由于积攒了许多的

不满和整合时机的等待，企业间借此机会展开了激烈较量，并互探虚实，对市场也就没有了维护共

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参与过度竞争，中国建材依然是行业竞合倡导者。南方水泥在预料到

市场形势严峻后，为保长三角市场，将行业自律延伸到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北乃至重庆，但迫于市

场下行压力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只好不断退防，即使最后退守到浙江省都没有放弃；中联水泥为

稳定南京市场价格，几次率先主动提价，希望能够以涨止跌，但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也未能起

到作用；6月初，当价格跌到完全成本时，海螺中国水泥厂开始有意稳定价格，但在维持两周后，因其

他企业低价竞争，又不得不跟随下调。可以说，拥有竞争实力的企业为一展身手，夺取市场份额，不

计血本，连煤炭成本下降腾出的利润空间都全部用尽。

    从短期来看，江苏省大中型水泥企业退出可能性不大。一方面，近几年各企业都在市场中获利

丰厚，有一定的资金储备；另一方面在多年的市场沉浮中，逢强愈强，现存的企业都深知低成本是王

道，或多或少都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美好亦或残酷的明天 企业仍有主动权

    距离现金成本全面亏损只有一步之遥，企业已变得谨慎。从对企业调查情况看，被问及价格不

计成本下跌能持续多久时，大部分企业表示，目前价格已接近现金成本，不会再采取主动降价措施，

若有其他企业冒死领跌，为稳定客户渠道会适当跟随调整；少部分企业表示，由于已亏到现金流，后

期即便其他企业下调，宁愿少卖也不会跟进，因损失太大。

    当再进一步追问当前无利经营企业能维持多久，有何应对措施时，除了大企业以外，其他多数

企业想法是，只想先保住现金流度过眼前难关，对于未来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或许更多是寄希望于

需求的好转。

    未来水泥行业需求趋势性下降已非常确定，也就是说目前行业所面临的需求疲弱、产能过剩程

度会逐渐加重（32.5等级全部取消另议），即使短期国家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也很难再恢复到过去

的旺盛景象。同时，企业还将面临环保成本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无利经营能维持多久，半年？一

年？两年？接下来要维持的时间才是最大的考验，到了各企业领导深思熟虑的时候。要么继续拼杀，

一损俱损，要么开展深度合作，保持基本利润。

    从全国来看，南京市场不计成本式“杀跌”并不是孤例，京津冀、珠三角、湘鄂和云贵川等地

比比皆是，绝大多数地区售价都在完全成本以下，有的早已亏到现金流，部分企业不堪重负处于停产

半停产甚至歇业，对于集中度偏低区域，持续低价有利于大企业进行整合，而集中度较高区域持续下

去，下一个停产歇业的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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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RFI】陸鋼鐵傾銷 歐洲鋼鐵業示威抗議

昨日瀏覽量 : 20617118

台灣 香港 

蘋果日報自律委員會

歐洲鋼鐵業界人士2月15日在布魯塞爾示威，抗議中國的鋼鐵傾銷。 路透

社/Yves Herman

本內容由法廣中文部提供

 
歐洲鋼鐵業勞資雙方一起於周一中午在布魯塞爾遊行

示威，抗議大陸鋼鐵產品傾銷歐洲市場。更多

 
根據法國媒體的報道，在歐洲鋼鐵協會的呼籲下，周

一有4500人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前示威，抗

議大陸鋼鐵企業的傾銷措施，並呼籲歐盟委員會保護

歐洲的鋼鐵產業。示威者來自歐盟各地，包括波蘭、

意大利、德國以及法國等國家。

 
來自法國的示威者、鋼鐵業員工Bruno Coquenard 認
為，法國鋼鐵業的就業崗位受到威脅；法國鋼鐵業的

字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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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ynews 展開 

先知又說話！  莊國榮批馬英九廢...

僱主Thirry Malot則認為，這次示威向歐盟委員會發出

了明確的信號。

 
兩人分別接受了本台法語部記者的採訪。

 
Bruno Coquenard先生告訴本台說：“我們非常擔心，

非常擔心。大陸的鋼鐵產品充斥了我們的市場，我們

的鋼鐵產品已經銷不出去了。”
 
Thirry Malot先生則說：“還要不要在我們的土地上繼

續存留工業？對於整個歐洲，都是這個問題，歐洲是

一個整塊。歐洲仍有鋼鐵生產，但是沒有價格了，價

格跌得太慘了。大陸的產量如此之大，它可以滿足歐

洲所有的需求。”(阿曼亭/法廣記者報導） 

有話要說 投稿「即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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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王建民大復活！  皇家教練：令人驚奇

【網路溫度計】網路人氣揭曉！「我是歌手」十大超級巨星！

財部高官爆舔女襲胸  3大疑點曝光

戴墨鏡因「公司不放心」  林良樂其實很自卑 

【沒想到】面對爆氣的林昶佐  網友反應竟是…

勞工病逝前2天申請退休  公司竟拒付退休金

500人搶潮鞋 踩踏擠傷 54337

唱紅《冷井情深》林良樂53... 50602

學長喝令救人 男大生溺斃 4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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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六個月的中央社新聞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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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要聞 / 電動車業座談 蔡英文：低碳必須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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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國際 

不滿大陸鋼鐵傾銷 歐洲工人上街頭抗議[影]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布魯塞爾15日專電）不滿大陸鋼鐵低價傾銷，導致歐洲鋼鐵業損失慘重，工

作大量流失，約5000名歐洲鋼鐵產業工人今天走上街頭，要求歐盟正視大陸傾銷問題。 

不滿大陸鋼鐵產業低價傾銷歐洲，導致歐洲鋼鐵業損失 慘重，工作大量流失，約5000名歐洲鋼鐵產業工人15日 走上街

頭，要求歐盟正視問題。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布魯塞爾攝 105年2月15日

趣聞 點閱排行

陸馬桶品牌撞名川普 美媒：都愛...

英財相提預算案 內政大臣低胸套...

歐晉德威嚇剪掉鳥鳥 鄰居3天不敢...

動物方城市熱映 陸網路熱賣耳廓...

貓咪戰火餘生 烏克蘭戰場暖心

中年幹部沒勁頭 陸公務員請辭信...

也叫民進黨 日本香港政黨都撞名

陸翁人力市場招兒媳 初中以上會...

日愛知縣想聘忍者拚觀光 要會後...

遇養生女友 陸男吃飯須嚼32下

中央社新聞粉絲團

直接購買日本 商品
只有在日本才能買到的限定版 不用日語簡單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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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篩選這個 Websense 類別: Social Web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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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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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歐洲各地約5000名鋼鐵工人今天齊聚歐盟總部，要求歐盟正視大陸鋼鐵產品大量低價傾銷

歐洲，導致歐洲鋼鐵企業產品滯銷、營銷銳減，被迫大量裁員。

活動主持人表示，來自各地的歐洲鋼鐵工人今天齊聚歐盟執行委員會總部前，就是要向執委會主

席榮科（Jean-Claude Juncker）和他的團隊表達歐洲鋼鐵工人的憤怒。 

他表示，今天的活動目的是反對大陸低價傾銷，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工作權，要求歐盟必須正視並

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確保歐洲企業得以公平競爭，保障歐洲工人的就業機會。

歐盟上週才宣布對大陸冷軋鋼鋼材徵收反傾銷稅，以確保歐盟貿易公平交易，包括法國、德國、

英國、義大利、波蘭與盧森堡部長日前也聯合發函給歐盟執委會，敦促歐盟注意鋼鐵業因為傾銷

帶來的經營困境。

目前歐盟正在討論是否給予大陸市場地位，最晚年底會有結論。今天的這場抗議活動也是歐洲藍

領階級表達反對歐盟給予大陸市場地位的立場。10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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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能過剩惡化 歐洲商會憂爆貿易緊張

|  

20160223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中國歐洲商會發布研究報告指出，2008年以來中國產能過剩

的問題惡化，將使該國企業債台高築，並引發貿易緊張，甚至導致全球經濟動盪，呼籲北

京當局立即採取行動改善經濟結構，並對有產能過剩問題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

中國政府已認知到產能過剩問題，並將關閉債台高築的「殭屍企業」列為今年優先政策之

一，還公布行動計畫，希望關閉1億至1.5億噸低階鋼鐵產能與5億噸煤炭產能。

但中國歐洲商會指出，目前仍不清楚北京當局能否迫使營運不佳的企業退出市場，並解決

債務和失業等問題。

報告說，由於地方政府仍在追逐成長，缺乏足夠的誘因關閉營運不佳的企業，地方性銀行

和環保官員對這些企業也十分友善；地方政府還阻撓企業整併，擔心稅收將因此轉移到其

他地方政府。

中國歐洲商會主席伍德克表示，中國為了因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外部需 求低

迷，核准大量的基礎建設計畫，導致鋼鐵、水泥等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浮現，進一步衝擊

產能利用率。在中國歐洲商會追蹤的中國鋼鐵、水泥、玻璃等9大產業中，從2008年至

今，只有風力發電機的產能利用率略有改善。伍德克指出，隨著需求放緩和價格崩跌，中

國過度膨脹的產業已面臨債台高築和沉重損失，而北京當局現在已沒有足夠的子彈來對陷

入困境的企業進行紓困。

中國企業只好把過剩的產能出口，導致全球鋼價暴跌，迫使英國多家鋼鐵公司關門大吉，

引發歐盟對中國出口的鋼材進行多項反傾銷調查。

而深陷中國廉價鋼材不公平競爭的歐洲鋼鐵業代表，上週還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發起示威

抗議，呼籲歐盟不要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以防中國更多廉價產品傾銷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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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歐盟撤銷對大陸螺絲課徵反傾銷稅之際，美國商務部昨（2）日清晨對大陸

輸美的冷軋鋼捲，做成初判，擬課徵265.79％的反傾銷稅，且預計下周生效，預

期包括中鋼（2002）、中鴻（2014）等台灣相關鋼廠，將是一大利多，都可望

受惠。

針對美國這項判決舉動，中鋼、中鴻昨日雙雙表示，雖然目前並沒有冷軋鋼品銷

美，若大陸將來被美國課徵如此高的關稅，對台灣冷軋鋼品銷美確實是一大利

多，可望有機會順勢拓展美國市場。

中鋼、中鴻昨日股價走揚，其中中鋼每股上漲0.30元，收在20.90元，單日漲幅

1.46％，單日成交量43,010張；中鴻每股上漲0.02元，收在6.01元，單日漲幅

0.33％，單日成交量2,938張。

根據外電報導，美國商務部於台北時間昨日凌晨，針對大陸、日本、韓國、印

度、英國、巴西、俄羅斯等國輸美的冷軋鋼品，做成反傾銷初判，其中大陸產品

美判陸冷軋傾銷 中鋼中鴻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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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課徵265.79％的高額稅率，至於這項反傾銷的終判，最快可能要等到6～7月

份以後。

中鋼表示，過去中鋼的冷軋鋼品以外銷大陸、東南亞及日本等地為主，包括汽車

料的冷軋產品；至於美國市場，主要以外銷馬達所需的高附加價值電磁鋼片產

品，冷軋幾乎沒有銷到美國市場。

中鋼認為，以美國擬對大陸課徵265.79％的高額關稅，預期大陸冷軋未來難以再

拓銷美國市場，相對來說，對包括台灣在內沒有獲得這項初判的鋼廠，是一大利

多。

未來中鋼將尋求機會拓展美國市場，預期只要適當提價，且每公噸以低於當地售

價50美元，則打入美國市場的機會頗大。

中鴻也表示，美國這項判決，確實對中鴻也是一大利多。目前該公司並沒有冷軋

產品銷美，未來只要大陸產品無法銷美，中鴻就有機會拓展美國市場。

(工商時報)

關鍵字：大陸、大、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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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傾銷 歐盟對大陸冷軋鋼徵反傾銷稅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布魯塞爾12日專電）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今天宣布，立即對大陸與俄羅斯進

口的冷軋鋼鋼材徵收反傾銷稅，以確保歐盟貿易公平交易。此外，歐盟也將針對大陸進口的另外

3種鋼材展開反傾銷調查。 

歐盟執委會今天表示，經調查確定大陸與俄羅斯進口的冷軋鋼鋼材涉嫌低價傾銷，決定對中、俄

進口的冷軋鋼鋼材徵收反傾銷稅。對大陸的稅額在13.8%與16%之間，俄羅斯則是19.8%至

26.2%。這項反傾銷稅從明天起正式實施，期限6個月，取決調查最終結果，可能延長至5年。 

歐盟執委會也將針對大陸進口的無焊鋼管、重鐵皮以及熱軋鋼進行反傾銷調查。

主管貿易事務的歐盟執委馬姆斯壯（Cecilia Malmstrom）今天表示，歐盟不會坐視人為調低價

格的進口產品在不公平競爭中威脅歐洲工業發展，歐盟會盡一切力量確保歐盟貿易夥伴遵守貿易

規則。

歐洲鋼鐵行業協會（Eurofer）去年4月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申訴，指控大陸與俄羅斯鋼鐵業涉嫌低

價傾銷，損害歐盟本地鋼鐵業發展，數千個工作遭到裁撤。

歐盟目前正在針對是否給予大陸市場經濟地位辯論，但許多行業組織大為反對，鋼鐵行業協會就

曾公開反對歐盟給予大陸市場經濟地位，認為大陸鋼鐵大量生產造成全球鋼鐵產能過剩，若是大

陸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大陸產品將可以享有更低關稅，對歐洲企業將更為不利。10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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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TO: 

FROM: 

SUBJECT: 

Summar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20230 

Ronald K. Lorentze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Christian Marsh tM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A-570-922 
A-583-842 
Sunset Reviews 
Public Document 
AD/CVDI: MR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First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We have analyzed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a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in the first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ing raw flexible magnets (RFM)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Taiw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we 
develop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the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Background 

On August 1, 2013,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RFM from the PRC and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1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a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Magnum 
Magnetics Corporat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 d)(1 )(i). 2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 

1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78 FR 46575 (August I, 2013) (Initiation). 
2 See letter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to Acting Secretary Rebecca Blank, entitled 
"Five-Year ("Sunset") Review ofthe Antidumping Duty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China an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italics removed} dated 



 
 2 

771(9)(C) of the Act as a producer of the domestic like product.  On September 3, 2013,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n adequate substantive response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3)(i).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s covered by these sunset 
review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19 CFR 
351.218(e)(1)(ii)(C)(2),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RFM from the PRC and Taiwan. 
 
History of the Orders 

 
Taiwan 
 
On July 10, 200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LTFV)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3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d valorem dumping margins:4 
 

  Kin Fong Magnets Co., Ltd.     38.03 
  Magruba Flexible Magnets Co., Ltd.   38.03 
  JASDI Magnet Co., Ltd.     38.03 
  All others       31.20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the Department’s final determi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found that the U.S. industry was threatened with material injury by reason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35(b) of the Act.5  Subsequently,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FM from Taiwan.6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There have been no new-shipper, changed-
circumstances or duty-absorption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cope determinations on RFM from Taiwan.7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RFM from Taiw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Se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73 FR 39673 
(July 10, 2008) (Taiwan LTFV).  
4 Id., 73 FR at 39674.   
5 See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China and Taiwan, U.S. Int’l Trade Commission, Inv. No. 701-TA-452 (Final) 
and 731-TA-1129-1130 (Final), ITC Pub. 4030 (Aug. 2008), at 1 (ITC Final Determination). 
6 Se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73 FR 53848 (September 17, 2008)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 See Scope Determination sectio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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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0, 200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TFV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RFM from the PRC.8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d 
valorem dumping margins: 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angzhou Newlife Magnet Electricity Co., Ltd.  105.00  
  PRC-wide entity        185.28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the Department’s final determination, the ITC found that the U.S. 
industry was threatened with material injured by reason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the PRC 
pursuant to section 735(b) of the Act.10  Subsequently,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FM from the PRC.11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new-shipper, changed-
circumstances or duty-absorption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cope determinations on RFM from the PRC.12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RFM from the PRC.     
 
Scop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issued nine scope determination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order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ublic the Department has published all of the scope determinations for the 
RFM orders at http://ia.ita.doc.gov/download/rfm-scope/index.html.  The following six scope 
determinations are applicable to both the Taiwan and the PRC orders. 
 
On 12/28/2008,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Target Corporation.13  We found that the “Foam 
Words and Phrases” magnet and the “Just Married” magnet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Hearts and Bird” magnet and the “Love Wish Frame” magnet are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8 Se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3 FR 39669 (July 10, 2008) (PRC LTFV).   
9 Id., 73 FR at 39672.   
10 See ITC Final Determination at 1. 
11 Se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3 FR 53847 
(September 17, 2008)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12 See Scope Determination section below. 
13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Final 
Scope Ruling on Certain Decorative Retail Magnets” dated December 28, 2008 (Target Scope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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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7/13/2009,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Direct Innovations.14  We found that “Decorative 
Retail Magnet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1/10/2011,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sixty products 
containing flexible magnets at the request of InterDesign Corp.15  We found that “round plastic 
magnets,” “York Magnets,” “Miro Magnets,” “Forma Magnets,” and “Targa Magnets” (hooks 
and paper towel holders) are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4/15/2011,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Smith-Western Co.16  We found that “certain 
decorative refrigerator magnets” are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5/10/2011,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Jingzhou Meihou Flexible Magnet Company, Ltd, 
and TyTek Industries, Inc.17  We found that “meter-wide magnet sheet,” “craft magnets,” and 
“door gasket extrusion magnet”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8/7/2012,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Accoutrements, LLC.18  We found that the 
“Mustache Magnet”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The Department made three scope determinations which were only applicable to the PRC order: 
 
On 9/2/2009,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It’s Academic, Inc.19  We found that “Magnets 

                                                 
14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Final 
Scope Ruling on Certain Decorative Retail Magnets” dated July 13, 2009. 
15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Final 
Scope Ruling on Certain Retail Hook and Paper Towel Magnets” dated January 10, 2011. 
16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Antidumping (AD)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CVD)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RFM)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inal Scope Ruling on Certain Decorative 
Refrigerator Magnets” dated April 15, 2011. 
17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aiwan: Scope 
Ruling on Certain Magnets from Jingzhou Meihou Flexible Magnet Company, Ltd. and TyTek Industries, Inc.” 
dated May 10, 2011. 
18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Scope Request from Accoutrements LLC - Final Scope Determination” dated August 7, 2012. 
19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pe 
Request from It’s Academic - Final Scope Determination in Part” dated September 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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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ed to Printed Cardboard” and “Magnets Attached to Layered Cardboard-Foam-
Cardboard” are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On 3/4/2010,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flexible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It’s Academic, Inc.20  We found that “Magnets 
Attached to Injection-Molded PVC”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1/11/2011,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scop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a magnet at the request of Medical Action Industries.21  We found that “Magnet with 
a Mark” and “Magnet with a Gr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Surgical Instrument Drape” magnet product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Scope of the Orders 
 
The products covered by these orders are certain flexible magnets regardless of shape,22 color, or 
packaging.23  Subject flexible magnets are bonded magnets composed (not necessarily 
exclusively) of (i) any one or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lexible binders (such as polymers or co-
polymers, or rubber) and (ii) a magnetic element, which may consist of a ferrite permanent 
magnet material (commonly, strontium or barium ferrit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 metal 
alloy (such as NdFeB or Alnico),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regoing with each other or any other 
material, or any other material capable of being permanently magnetized.         
 
Subject flexible magnets may be in either magnetized or unmagnetized (including demagnetized) 
condition, and may or may not be fully or partially laminated or fully or partially bonded with 
paper, plastic, or other material, of any composition and/or color.  Subject flexible magnets may 
be uncoated or may be coated with an adhesive or any other coating or combination of coating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se orders are printed flexible magnets, defined as 
flexible magnets (including individual magnets) that are laminated or bonded with paper, plastic, 
or other material if such paper, plastic, or other material bears printed text and/or i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usiness cards, calendars, poetry, sports event schedules, business 
promotions, decorative motifs, and the like.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such printed 
flexible magnets if the printing concerned consists of only the following:  a trade mark or trade 
name; country of origin; border, stripes, or lines; any printing that is removed in the course of 
cutting and/or printing magnets for retail sale or other disposition from the flexible magnet; 
manufacturing or use instructions (e.g., “print this side up,” “this side up,” “laminate here”); 

                                                 
20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pe 
Request from It’s Academic – Result of Inquiry - Final Scope Determination in Part” dated March 4, 2010. 
21 See Department memorandum entitled,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pe 
Request from Medical Action Industries Inc. - Final Scope Determination” dated January 11, 2011. 
22 The term “shape”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profiles, which are flexible magnets with a non-rectangular cross-
section. 
23 Packaging includes retail or specialty packaging such as digital printer cart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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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ng on adhesive backing (that is, material to be removed in order to expose adhesive for use 
such as application of laminate) or on any other covering that is removed from the flexible 
magnet prior or subsequent to final printing and before use; non-permanent printing (that is, 
printing in a medium that facilitates easy removal, permitting the flexible magnet to be re-
printed); printing on the back (magnetic) side;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All products meeting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hat are not specifically 
excluded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se orders.  The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orders are currently 
classifiable principally under subheadings 8505.19.10 and 8505.19.20 of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only for 
convenience and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is 
dispositiv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Legal Framework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As explained in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determines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n: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lternatively,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not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remained steady or increased.24  In 
addition, as a base period for import volume comparison, it is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to use 
the one-year period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the 
level of pre-order import volumes, as the initi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may dampen import 
volumes and, thus, skew comparison.25  

                                                 
24 See SAA, H.R. Rep. No. 103-316, Vol. 1 (1994), at 889-90. 
25 See, e.g., Stainless Steel Bar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the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2 FR 56985 (October 5, 2007),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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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stat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Generally, the Department selects the margin(s) from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is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26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use a rate from a 
more recent review where the dumping margin increased, as this rate may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a company’s behavior in the absence of an order (e.g., where a company increases dumping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market share with an order in place).27  Finally,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4)(A) of the Act, a dumping margin of “zero or de minimis shall not by itself require” the 
Department to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not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at it was modifying its 
practice in sunset reviews, such that i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ology determin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to b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inconsistent. 28  The Department also noted that “only i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will the Department rely on margins other than those calculated and 
published in prior determinations.”29  The Department further noted that it does not anticipate 
that it will need to recalculate the dumping margins in sunset determinations to avoid WTO 
inconsistency, apart from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provided for in its 
regulations.30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submitted by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Party Commen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sserts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RFM from the PRC 
and Taiwan.31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rgues that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no reviews of the orders, the 
applicable dumping margins, as established in the investigation, remain above de minimis 

                                                 
26 See SAA at 890.  See, e.g., Persulfat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11868 (March 5, 2008),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27 See SAA at 890-91. 
28 See Antidumping Proceedings: Calculation of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and Assessment Rate in 
Certain Antidumping Duty Proceedings; Final Modification, 77 FR 8101, 8103 (February 14, 2012)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29 See id. (emphasis added). 
30 See id. 
31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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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32  Thu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rgues that dumping has continued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therefore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33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sserts that U.S.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 declined to very 
low levels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34  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s view, HTSUS 8505.19.10 contains the preponderance of subject imports.35   It 
argues that imports under HTSUS 8505.19.10 fell from 1.301 million units in 2008 to 1.162 
million units in 2009, to 0.539 million units in 2010, and further to 0.253 million units in 2012.36 
 Thus, the lack of recovery to pre-order levels of imports, 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s view, 
indicates that imports would resume in the absence of the order.37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sserts that U.S. imports of RFM from the PRC declined to very 
low levels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38  It argues that imports 
under HTSUS 8505.19.10 fell from 41.6 million units in 2008 to 24.9 million units in 2009, and 
remained well below pre-order levels in 2012 at 36.5 million units.39  The lack of recovery to 
pre-order levels of imports, 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s view, indicates that imports would 
resume in the absence of the order.40   
 
Department’s Position 
 
Drawing on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 specifically the SAA,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of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will be 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 for each case.41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42   
 
In considering import volumes,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B)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will 
consider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32 See id. at 14-16. 
33 See id. 
34 See id. at 16-18. 
35 See id. at 17-18. 
36 See id. at 18. 
37 See id.  
38 See id. at 17-18. 
39 See id. at 18. 
40 See id. 
41 See SAA at 879 and House Report at 56. 
42 See SAA at 889-890, House Report at 63-64,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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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ance of an antidumping order.  For both Taiwan and the PRC, we analyzed import volumes 
under the two HTSUS subheadings list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HTSUS subheading 
8505.19.10 and HTSUS subheading 8505.19.20) using the ITC Interactive Tariff and Trade 
DataWeb (DataWeb) import data placed on the record by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43  We 
compared the volume of imports for the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s (i.e., 2008 
to 2012) to the volume of imports for the year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initiation of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i.e., 200644).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each order is 
explained below. 
 
Taiwan: As stated above,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moved.45  The SAA 
also provides that the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order is highly probative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46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mple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meaning that the rates establish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re 
still in effect.47  As noted above, these rates range from 31.20 to 38.30 percent.  Therefore, 
because there is a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bove de minimis margins for U.S.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finds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on RFM 
from Taiwan was revoked. 
 
In addition, the SAA also provides that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may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an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the evidence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exporter needs to dump to sell at pre-order volumes.48  Our review of DataWeb import 
statistics for RFM from Taiwan under HTSUS subheadings 8505.19.10 and 8505.19.20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Taiwan have declined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have not returned to the level of pre-
order volumes.  DataWeb statistics show that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 under both 
subheadings declined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order, shifted in volume between the two 
subheadings once the order was in place, and slowly began to rise towards pre-order levels 

                                                 
43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s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ere only based on imports under HTSUS subheading 8505.19.10 – “flexible magnets as such”.   However, it is 
clear from the import statistics tha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mports also entered under HTSUS subheading 
8505.19.20 – “composite goods of which a flexible magnet is a part” (some of which are non-subject merchandise 
and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page 18, n. 46. 
44 Se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s: Raw Flexible Magne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72 FR 59071 (October 18, 2007). 
45 See SAA at 890. 
46 See id. 
47 See Stainless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Italy,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26748 (May 8, 2006) (SSB from Italy) 
(finding that because there had been no comple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Italy, Malaysia, or the Philippin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se orders, cash deposit rates above 
de minimis remained in effect). 
48 See SAA at 889. 



 
 10 

toward the end of the sunset period.49  The total volume of imports under both HTSUS 
subheadings for 2006 was 3,748,199 units per year.50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unset period, 
total imports under both subheadings fluctuated between 1,210,731 units and 2,570,168, or 
between 32.30% and 68.57% of the 2006 volume.51  Thus, imports during 2008-2012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52 
 
During the sunset period, there was a major reversal in the predominance of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 between the two HTSUS subheadings.  In 2006, 90 percent of the total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entered under HTSUS 8505.19.10.53  By 2012, imports under HTSUS 
8505.19.10 accounted for only ten percent of total imports under the two subheadings.  
Meanwhile, imports under HTSUS 8505.19.20 increased six-fold over the 2006 volume of 
imports under HTSUS 8505.19.20 (from 379,444 units to 2,316,715 units).54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s analysis of only HTSUS 8505.19.10 shows a drastic decline in imports, but it 
doesn’t capture the shift in production to composite products or the level of combined imports 
when both subheadings are considered.55  Combined import volumes under both subheadings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levels, by roughly one-third of the pre-order volume at 
maximum,56 and by roughly two-thirds the pre-order volume at minimum.57   
 
As stated above, and given our experience with scope determinations for these orders, 58 HTSUS 
subheading 8505.19.20 contains both subject and non-subject merchandise.  Therefore, the entire 
volume under this subheading (e.g., 2,316,715 units in 2012) likely contains both subject and 
non-subject imports.  Thus, the maximum sunset period volume (which includes combined 
imports under both subheadings) of 68.57% of the 2006 volume is likely higher than the actual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or these reasons we find that imports during 2008-2012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  
 
Here, the decreased volumes of imports of RFM from Taiwan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declining to enter into some transactions at 
dumped prices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prior 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and likely would be made again if the possibility of antidumping duties were removed.59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as described above) 

                                                 
49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Exhibit 3, included as Attachment 1 of this memorandum for convenience. 
50 See Attachment 2. 
51 See id. 
52 See, e.g., SSB from Italy, 71 FR 26748 (In which we found Italian imports at 81% of their pre-order volume (for 
1999) to b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 
53 See Attachment 2. 
54 See id. 
55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8. 
56 See Attachment 2. 
57 See id. 
58 See i.e., Scope Determinations section above (describing our finding that “Foam Words and Phrases” magnet and 
the “Just Married” magnet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59 See SAA at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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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the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conclud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ere revoked.   
 
The PRC:  As stated above,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moved.60  The 
SAA also provides that the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order is highly probative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61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from the 
PRC,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mple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meaning that the rates establish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re still in effect.62  As noted above, these rates range from 105.00 to 185.28 percent.  Therefore, 
because there is a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bove de minimis margins for U.S. imports of RFM 
from the PRC, the Department finds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on RFM 
from the PRC was revoked. 
 
In addition, the SAA also provides that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may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an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the evidence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exporter needs to dump to sell at pre-order volumes.63  Our review of DataWeb import 
statistics for RFM from the PRC under HTSUS subheadings 8505.19.10 and 8505.19.20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the PRC declined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have not returned to pre-order volumes.  DataWeb 
statistics show that imports of RFM from the PRC under both subheadings declined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order, became severely depressed in the two years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and increased to somewhat more than half the pre-order level by the end of the sunset 
period.64  The import volume under both HTSUS subheadings for 2006 was 109,312,632 uni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unset period, imports under both subheadings amounted to a maximum 
of 55,549,514 units, or 50.82%, and a minimum of 36,187,515 units, or 33.10%, of the 2006 
volume respectively.65  Thus, imports during 2008-2012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66 
 
The amount of imports under HTSUS subheading 8505.19.10 compared to the amount of all 
imports for both HTSUS subheadings did not change in the PRC during the sunset period as 
drastically as it did in Taiwan.67  In the PRC, imports under subheading 8505.19.10 were 89% of 
total imports of the two subheadings in 2006, and fluctuated between 65% and 79% of all 
imports during the sunset period.68  As explained above, and given our experience with scope 
                                                 
60 See SAA at 890. 
61 See id. 
62 See SSB from Italy, 71 FR 26748. 
63 See SAA at 889. 
64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Exhibit 3. 
65 Id. 
66 See SSB from Italy, 71 FR 26748. 
67 See Attachment 2. 
6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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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s for these orders, 69 HTSUS subheading 8505.19.20 contains both subject and non-
subject merchandise.  Therefore, the entire volume under this subheading (e.g., 19,075,778 units 
in 2012) likely contains both subject and non-subject imports.  Thus, the maximum sunset period 
volume (which includes combined imports under both subheadings) of 50.82% of the 2006 
volume is likely higher than the actual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or these reasons we find that 
imports during 2008-2012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  
 
Here, the decreased volumes of imports of RFM from the PRC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declining to enter into some transactions at 
dumped prices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prior 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and likely would be made again if the possibility of antidumping duties were removed.70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as described above)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the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conclud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ere revoked.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Party Comments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the Policy Bulletin and SAA indicate that, when 
determining the magnitude of dumping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f an order were revoked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is to select a dumping margi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71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cites the rationale provided in the SAA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ntends that Commerce normally will select the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 . .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72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sserts 
that the Policy Bulletin acknowledges that the SAA reflects appropriate policy and provides the 
following guidance: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the company-specific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margin was calculated 
using a company’s own information or based on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facts available.73  

 

                                                 
69 See i.e., Scope Determinations section above (describing our finding that “Foam Words and Phrases” magnet and 
the “Just Married” magnet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70 See SAA at 890. 
71 See Domesti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2 (citing SAA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63 FR 18871 (April 16, 1998) (Policy 
Bulletin)). 
72 Id. (quoting SAA at 890). 
73 Id. (quoting Policy Bulletin, 63 FR at 188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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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rgues that given the lack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s, 
the original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rates represent the best evidence of the likely 
behavior of the PRC and Taiw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in the absence of the applicable 
orders.74  Thu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set forth in the SAA and Policy Bulletin call for 
the Department to rely on the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as listed below: 
 

Manufacturers/Producers/Exporters    Weighted-Average Margin (Perc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angzhou Newlife Magnet Electricity Co., Ltd.  105.00  
  PRC-wide entity        185.28  
 
Taiwan: 
  Kin Fong Magnets Co., Ltd.     38.03 
  Magruba Flexible Magnets Co., Ltd.   38.03 
  JASDI Magnet Co., Ltd.     38.03 
  All others       31.20 

 
Department’s Position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company-specific,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75  For companies not individually 
examined,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a rate based on the all-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76 
However, for the PRC, which the Department considers to be a non-market economy under 
section 771(18)(A)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have an all-others rate.  Thus, in non-
market economy cases, instead of an all-others rate, the Department uses separate rates for non-
examined respondents as well as a country-wide rate which applies to all exporters that have not 
established their eligibility for a separate rate.77 
 
The Department prefers to select a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because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producers or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78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 r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As explained abo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74 See id. at 23. 
75 See Eveready Battery Co., Inc.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t. lnt’l Trade 1999). 
76 See, e.g.,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ia, 
Indonesia, Kazakhstan, Romania, South Afric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70506 (December 5, 2006),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77 See Bristol Metals L.P. et al. v. United States, 703 F. Supp. 2d 1370, 1378 (Ct. Int’l Trade 2010) (citation 
omitted); see also Amanda Foods (Vietnam) Lid v. United States, 647 F. Supp. 2d 1368, 1379 (Ct. Int’l Trade 2009) 
(citation omitted). 
78 See Eveready Battery, 77 F. Supp. 2d at 1333; see also SAA at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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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79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the Department has relied upon antidumping duty rates that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i.e., zeroing, because the final antidumping duty 
rate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LTFV investigations were not affected by zeroing.  In the PRC, 
Guangzhou Newlife Magnet Electricity Co., Ltd. received a separate rate that was a simple 
average of the petition rates as a “reasonable method” pursuant to section 735(c)(5)(B) of the 
Act, and the PRC-wide entity received the highest petition rate as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FA), 
pursuant to section 776(a)(2)(A) of the Act.80  In Taiwan, the three mandatory respondents 
received the highest petition rate as AFA pursuant to section 776(a)(2) and (b) of the Act, and 
the all-others rate was determined by calculating a simple average of the petition rates pursuant 
to section 735(c)(5)(B) of the Act.81  Thus,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r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ormal practice, as the 
magnitudes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y are WTO-consistent rates 
that bes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th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subject to the ord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s in plac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We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RFM from Taiwan and the PRC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
average percentage margins:  
 
------------------------------------------------------------------------------------------------------------------- 
 Manufacturers/Exporters/Producers  Weighted-Average Margin (Percent)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orters with a separate rate    105.00  
  Exporters which are part of the country-wide entity   185.28  
 
Taiwan: 
  Kin Fong Magnets Co., Ltd.     38.03 
  Magruba Flexible Magnets Co., Ltd.   38.03 
  JASDI Magnet Co., Ltd.     38.03 
  All others       31.20 

-------------------------------------------------------------------------------------------------------------------- 
 
Recommendation 
 
                                                 
79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80 See PRC LTFV, 73 FR at 39671-72.  See also PRC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at 53849. 
81 See Taiwan LTFV, 73 FR at 39674.  See also Taiw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at 53848. 



Exporters which are part of the country-wide entity 185.28 

Taiwan: 
Kin Fong Magnets Co., Ltd. 
Magruba Flexible Magnets Co., Ltd. 
JASDI Magnet Co., Ltd. 
All others 

Recommendation 

38.03 
38.03 
38.03 
31 .20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 final results of 
sunset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d notify the lTC of our determination. 

AGREE ~ 

Ronald K. Lorentze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Date 

DISAGREE ----

15 



Attachment 1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YTD 2013 YTD 

China 85051910 13,131,944 14,998,062 13,891,794 9,705,261 5,292,511 6,466,043 9,205,046 9,701,221 4,532,367 4,063,578 -10.30%

. 85051920 2,577,046 3,228,312 4,335,799 5,193,737 4,890,708 7,871,206 5,052,486 5,339,837 2,780,686 2,917,876 4.90%

Subtotal - China 15,708,990 18,226,374 18,227,593 14,898,998 10,183,219 14,337,249 14,257,532 15,041,058 7,313,053 6,981,454 -4.50%

Taiwan 85051920 64,886 170,308 176,380 226,843 165,150 718,545 562,498 822,129 415,898 295,855 -28.90%

. 85051910 1,734,451 2,135,272 1,601,285 491,519 370,198 466,148 465,431 418,524 229,139 146,823 -35.90%

Subtotal - Taiwan 1,799,337 2,305,580 1,777,665 718,362 535,348 1,184,693 1,027,929 1,240,653 645,037 442,678 -31.40%

China & Taiwan Subtotals 85051920 13,196,830 15,168,370 14,068,174 9,932,104 5,457,661 7,184,588 9,767,544 10,523,350 4,948,265 4,359,433
85051910 4,311,497 5,363,584 5,937,084 5,685,256 5,260,906 8,337,354 5,517,917 5,758,361 3,009,825 3,064,699

Subtotal 17,508,327 20,531,954 20,005,258 15,617,360 10,718,567 15,521,942 15,285,461 16,281,711 7,958,090 7,424,132

Total 21,455,882 24,959,110 25,087,912 20,344,421 15,744,188 24,506,141 22,086,167 27,597,765 13,334,933 11,977,136 -10.2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YTD 2013 YTD 

China 85051910 76,809,409 97,687,577 88,901,470 41,604,480 24,954,947 23,671,221 35,975,210 36,473,736 21,914,276 16,634,915 -24.10%

. 85051920 6,318,555 11,625,055 14,322,512 13,345,327 11,436,699 12,516,294 9,838,398 19,075,778 11,446,239 4,480,856 -60.90%

Taiwan 85051920 94,142 379,444 281,745 166,353 48,574 1,392,035 1,265,653 2,316,715 1,240,609 1,014,692 -18.20%

. 85051910 3,258,159 3,368,755 2,686,827 1,300,553 1,162,157 538,563 606,092 253,453 130,980 137,612 5.10%

Subtotal number 122,588,450 140,405,109 137,580,536 81,838,947 58,814,583 64,319,996 70,649,915 83,897,808 46,370,471 34,093,431 -26.5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YTD 2013 YTD 

China 85051910 0.171 0.154 0.156 0.233 0.212 0.273 0.256 0.266 0.207 0.244 18.10%

. 85051920 0.408 0.278 0.303 0.389 0.428 0.629 0.514 0.28 0.243 0.651 168.10%

Taiwan 85051920 0.689 0.449 0.626 1.364 3.4 0.516 0.444 0.355 0.335 0.292 -13.00%

. 85051910 0.532 0.634 0.596 0.378 0.319 0.866 0.768 1.651 1.749 1.067 -39.00%

Sources: Data on this site have been compiled from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Customs Value)/(First Unit of Quantity)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number

Country HTS Number Percent 

ChangeIn Actual Dollars

Customs Value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number

Country HTS Number Percent 

ChangeIn Actual Units of Quantity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for ALL Countries

First Unit of Quantity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number

Country HTS Number Percent 

ChangeIn Actual Dollars/Unit of Quantity

Margnets: Customs Value by Country Name and Customs Value

for ALL Countrie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 Year-To-Date Data from Jan - Jun

Magnets: First Unit of Quantity by Country Name and Customs Value

Annual + Year-To-Date Data from Jan - Jun

Magnets: (Customs Value)/(First Unit of Quantity) by Country Name and Customs Value

for ALL Countrie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 Year-To-Date Data from Jan -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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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China  85051910 number  76,809,409 97,687,577 88,901,470 41,604,480 24,954,947 23,671,221 35,975,210 36,473,736
85051920 number  6,318,555 11,625,055 14,322,512 13,345,327 11,436,699 12,516,294 9,838,398 19,075,778

Subtotal 83,127,964 109,312,632 103,223,982 54,949,807 36,391,646 36,187,515 45,813,608 55,549,514
Percent Change per Year 31.50% ‐5.57% ‐46.77% ‐33.77% ‐0.56% 26.60% 21.25%
% of 2006 100% 94.43% 50.27% 33.29% 33.10% 41.91% 50.82%
% of total: HTS 85051910 89% 86% 76% 69% 65% 79% 66%

Taiwan  85051910 number  3,258,159 3,368,755 2,686,827 1,300,553 1,162,157 538,563 606,092 253,453
. 85051920 number  94,142 379,444 281,745 166,353 48,574 1,392,035 1,265,653 2,316,715

Subtotal 3,352,301 3,748,199 2,968,572 1,466,906 1,210,731 1,930,598 1,871,745 2,570,168
Percent Change per Year 11.81% ‐20.80% ‐50.59% ‐17.46% 59.46% ‐3.05% 37.31%
% of 2006 100% 79.20% 39.14% 32.30% 51.51% 49.94% 68.57%
% of total: HTS 85051910 90% 91% 89% 96% 28% 32% 10%

In Actual Units of Quantity

Annual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RFM: First Unit of Quantity by Country Name, HTS Number and First Unit of Quantity for FRM

Country  HTS Number  Quantity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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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TO: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FROM:   Christian Marsh /I/ CM  01/31/2011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SUBJECT: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MMARY: 
 
We have analyzed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develop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a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Likelihood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History of the Orders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s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LTFV)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1 at the 
following percentage rates: 
                                                 
1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51 FR 37770 (October 24, 1986);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51 FR 46892 (December 29, 1986);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51 FR 37772 (October 24, 
1986);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57 FR 21065 (May 18, 1992) (Thailand LTFV);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Amendment to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7 FR 29702 (July 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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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 
All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52.25 
 
Japan 
Awaji Sangyo, KK          30.83 
Nippon Benkan Kogyo Co. Ltd.        65.81 
All Other Jap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62.79 
 
Taiwan 
Rigid Industries         6.84 
Chung Ming Pipe Fitting Manufacturing Company. Ltd.    8.57 
Gei Bey Corporation         87.30 
Chup Hisin Enterprises        87.30 
All Other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49.46 
 
Thailand 
Thai Benkan Company         50.84 
TTU Industrial Corp. Ltd.        10.68 
All Other Thai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39.10 
 
The PRC 
China North Industries Corp.         154.72 
Jilin Provincial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75.23 
Liaoni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134.79 
Liaoni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103.70 
Shenyang Billiongold Pipe Fittings Co. Ltd.       110.39 
Shando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35.06 
Shenya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Lianoning Metals; Shenzhen 
 Machinery Industry Corporation; and all others      182.90 
 
The Department later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2   
 
                                                 
2  Se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51 FR 45152 (December 
17, 1986);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52 FR 4167 
(February 10, 1987);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51 FR 
45152 (December 17, 1986);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57 FR 29702 (July 6, 1992);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Amendment to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7 FR 29702 (July 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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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 and the PRC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Brazil and the PRC.  
 
Japan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one administrative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which the Department later rescinded.3   
 
Taiwan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completing two reviews and rescinding one review.4  In the comple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the producers/exporters continued to dump 
subject merchandise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with the order in place.  
 
Thailan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four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completing three reviews and rescinding one review.5  In the comple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the producers/exporters continued to dump subject 
merchandise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with the order in place.  
 
Deposit rates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3 See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39934 (August 10, 2009). 
 
4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56 FR 20187 (May 2, 1991);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 60 FR 49585 (September 26, 1995);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Termination of Antidumping Administrative Review, 55 FR 22368 (June 1, 1990). 
 
5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2 FR 40797 (July 30, 1997);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4 FR 69487 (December 13, 1999);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6409 (February 7, 2003);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Notice of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65147 (November 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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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Absorption Findings, Scope Inquiries,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Anti-
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s 
 
There have been no duty-absorption findings in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se orders.  Duty-
absorption inquiries may not be conducted on pre-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 
orders.  See FAG Italia S.p.A. v. United States, 291 F.3d 806 (Fed. Cir. 2002).   
 
Brazil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scope rulings, or anti-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or scope ruling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negative anti-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Negativ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Circumven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0 FR 58329 (November 27, 1995).  
 
Taiwan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or anti-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scope ruling on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and determined in May 
1992 that the “Sprink-let” is subject to the order.6 
 
Thailand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scope rulings, or anti-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The PRC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d-circumstances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6 See Scope Rulings, 57 FR 19602 (May 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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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issued an affirmative anti-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PRC exporters circumvent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by finishing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ailand and then exporting the finished products as products of Thailand.7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scope proceeding on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and made its 
original determination in October 2009.8  On remand from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remand redetermination in November 2010 construing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s excluding pipe fittings used only in structural applications.9  The Court sustained the 
Department’s remand redetermination, but time has yet to run for purposes of appeal.10 
 
Sunset Reviews 
 
On May 3,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Tar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4 FR 23596 (May 
3,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first sunset reviews on December 3, 
1999.  Se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Taiwan, Japan, Thai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4 FR 
67847 (December 3, 1999) (First Sunset Reviews).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os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in each proceeding,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s a result and pursuant to section 
751(d)(2)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continuation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s (ITC’s) determination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within the 
foreseeable time.  Se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Orders: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China, Taiwan, Japan, and Thailand, 65 FR 753 (January 6, 2000).   
 
On December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second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9 FR 69891 (December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s on July 8, 2005.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Taiwan, Japan, Thai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7 See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firmativ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Circumven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59 FR 15155 (March 31, 1994). 
 
8 See Final Scope Ruling: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0, 2009). 
 
9 See Final Results of Re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King Supply Company LLC, d/b/a King Architectural Metals v. 
United States (November 9, 2010); see also King Supply Co. LLC, d/b/a King Architectural Metals v. United States, 
et al., Court No. 09-477, Slip Op. 10-111 (CIT September 30, 2010).   
 
10 King Supply Co. LLC, d/b/a King Architectural Metals v. United States, et al. (King Metals II), Court No. 09-
00477, Slip Op. 11-2 (CIT January 6, 2011) (appeal period not yet exp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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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0 FR 39486 (July 8, 
2005) (Second Sunset Review).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os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in each proceeding,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s a result and pursuant to section 751(d)(2)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continuation following the ITC’s determination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within the foreseeable time.  See Notice of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Orders: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Taiwan, Japan, Thai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FR 70059 (November 21, 2005).   
 
On October 1,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third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75 FR 60731 (October 1, 2010) (Initiation Notice).   
 
On October 7, 201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requests for recognition as an interested party from 
the following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eldbend Corporation (Weldbend), Tube Forgings of 
America, Inc. (TFA) Mills Iron Works, Inc. (MIW), and Hackney Ladish, Inc. (Ladish)11 
(collectively, the petitioners). 
 
On October 18, 201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tices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1)(i).  The petitioners claimed 
interested-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 771(9)(C) of the Act as manufacturers of a domestic like 
product for each proceeding.   
 
On November 1, 201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s to the Initiation 
Notic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30-day period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3)(i).  The 
petitioners were a part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and have participated in all of the seg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publi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11 In 1997, the butt-weld pipe fitting production assets of the Ladish Company, a petitioner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were sold to Trinity Industries, Inc., and consolidated with the butt-weld pipe fitting production 
assets of Trinity’s subsidiary, Hackney, Inc., under the name Trinity Fittings Group.  In 2006, Trinity Fittings Group 
was sold to a private investment group.  In 2008, the private investment group sold Hackney Ladish to Precision 
Castparts.  See the Petitioner’s Substantive Responses dated November 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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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In add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s 
were revoked.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which were submitted 
in the November 1, 2010,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Party Comments 
 
We received comments only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 respect to each country-specific order. 
 
Brazil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he petitioners state that,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Brazil ceased entire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mall quantity imported in 2003 (relative to 
pre-order volumes), which indicates that Brazilian producers/exporters need to dump to sell at 
pre-order volumes.  The petitioners provide import data in support of this claim.  The petitioners 
cite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accompanying the URAA, H.R. Doc. 103-
316, Vol. 1 (1994), at 890, which states “cessation of imports after the order is highly probative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also cite to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Policy Bulletin, 63 FR 18871, 18772 (April 16, 1998) (Policy Bulletin), which 
states,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 
 
The petitioners also state that the dumping margin for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is very high at 
52.25 percent and that, because none of the respondents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provided 
any information to the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based the margin on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if the respondents had information to show that their 
dumping had ceased or abated, they would present this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but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petitioners state 
that,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the Brazilian manufacturers/exporters have withdrawn 
completely from the U.S. market and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of the sunset reviews 
including the current sunset review.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the nearly complete cessation 
of im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pled with the high antidumping duties that have gone 
unchallenged by the Brazilian manufacturers/exporters, compels a finding by the Department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ill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Therefore,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2(c)(1)(B)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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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that Brazilian producers/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Japan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he petitioners explain that the available import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ha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exporters.  Specifically,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demonstrating the 
inability of Jap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provide import data in support of this claim, asserting that the 
import data in their submission illustrate the overall decline of import volumes.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the import levels were substantial.  The 
petitioners allege that, in 1983,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reached 8,844,144 kilogram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contend, imports declined steadily each year, reaching 1,000 kilograms in 2009.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A at 89012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that Japanese producers/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the dumping margins for Japanese manufacturers range from 30.83 
percent to 65.81 percent and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ather than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proces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ir dumping has ceased or abated,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rs have 
reduced their exports to the U.S. market sharply, thus proving that they cannot maintain a 
presence in the U.S. market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contend that their argument is 
strengthened further by the fact that no Japanese producer or exporter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nset review.  The petitioners cite the SAA at 890 and the Department’s Policy Bulletin to argue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this was the 
Department’s conclusion in prior sunset reviews.  Therefore,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because dumping has continued over the life of the order,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revocation occurs. 

 
12 The petitioners quote from the SAA at 890, which states the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order, or the cessation of imports after the order, is highly probative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  If imports 
cease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exporters could not s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and that, to enter the U.S. market, they would have to resume du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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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he petitioners explain that the available import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ha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the Taiwanese manufacturers/exporters.  Specifically,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demonstrating 
the inability of Taiw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provide import data which they state illustrate the 
overall decline of import volumes.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the import levels were substantial.  The petitioners allege that, in 1983,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reached 2,699,782 kilogram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contend, imports declined steadily each year, reaching 547,000 kilograms 
in 2009.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A at 88913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that Taiwanese producers/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lso argue that dumping has continued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claim that, in the last review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ll four named respondents were found to have dumped at margins above de minimis.  The 
petitioners claim that two of the respondents did not participate, accepting margins of 87.30 
percent based on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 and the all-others rate of nearly 50 percent remained 
in place.  The petitioners also contend that, in the fifteen years since the last administrative 
review, the respondents have not availed themselves of the review proces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ir dumping has ceased or abated nor are they participating in the current sunset review.  The 
petitioners cite the SAA at 890 and the Department’s Policy Bulletin to argue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this was the Department’s 
conclusion in prior sunset reviews.  Therefore,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because dumping has continued over the life of the order,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revocation occurs. 

 
13 The petitioners quote from the SAA at 889, which states the following:  “Commerce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mping margins, or the absence of margin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omparing th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For example,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may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an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the evidence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exporter needs to dump to sell at the pre-order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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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he petitioners explain that the available import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ha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exporters in Thailand.  Specifically, the 
petitioners assert, once the order was published, import volumes decreased and have remained at 
lower levels or similar levels compared to pre-order volumes.  The petitioners provide import 
data in support of this claim.  The petitioners contend that, although imports from Thailand have 
continued, the shipment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effects of the order because the order does 
not apply to all Thai producers and non-subject imports from Thailand account fo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imports from Thailand.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the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demonstrates the inability of Thai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A at 889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that Thai 
producers/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lso argue that dumping has continued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claim that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second LTFV 
investigation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which concluded in the imposition of a high margin of 
38.41 percent on the only company that had received a de minimis margin in the first LTFV 
investigation.14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the high margin demonstrates that the only Thai 
supplier found to have had a de minimis margin in the 1992 LTFV investigation was forced to 
resort to dumping at a margin of 38 percent three years later in order to sell to the U.S. market.  
The petitioners state that the remaining Thai manufacturers subject to the order must compete in 
the same market, therefore making it highly likely that dumping would resume or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lso contend that the margins in two separat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for two companies increased since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margins for three compani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dumping has become more severe rather than abating, thus providing evidenc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is revoked.   
 
The PRC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14   The petitioners refer to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60 FR 10552 (February 
27, 1995).  This determination did not result in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for the company investigated.  See 
Investigations Nos. 701-TA-360 and 361 (Final) and 731-TA-688 through 695 (Final),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France, India, Israel, Malaysia,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ai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Venezuela, 60 FR 18611 (April 12,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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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titioners explain that the available import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ha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PRC exporters.  Specifically,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demonstrating the inability of PRC 
exporters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provide import data, stating that it illustrates the overall decline of import volumes.  The 
petitioners assert that,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import levels were substantial.  The 
petitioners allege that, in 1991,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reached 
13,521,588 kilogram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contend, imports 
declined, reaching 177,000 kilograms in 2009.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A at 889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that PRC 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lso state that the dumping margins for PRC exporters are very high, ranging 
from 35.06 percent to 182.90 percent.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if the respondents had 
information to show that their dumping had ceased or abated, they would have presented this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but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petitioners state that,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PRC exporters have 
decreased their activity in the U.S. market and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of the sunset 
reviews, including the current sunset review.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at the dramatic decrease 
of import volu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pled with the high antidumping duties that have gone 
unchallenged by the PRC exporters, compels a finding by the Department that the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ill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Therefore, the petitioners 
conclude,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in accordance with 752(c)(1)(B) of the Act, that PRC 
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or resume dumping were the order revoked.  
 
The petitioners also claim that the Department’s affirmative anti-circumvention finding 
demonstrates further that the PRC producers resorted to illegitimate me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 market because they allegedly were unable to maintain a presence in the market without 
dumping.   
 
The petitioners also contend that recent price quotes from PRC manufacturers to U.S. customers 
for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at such low levels as to undercut domestic manufacturers’ prices 
even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The petitioners have documented this claim 
with price quotes from several companies which they appended to their November 1, 2010, 
substantive response.   
 
Department’s Position: 
 
Drawing on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SAA, specifically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s of likelihood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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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 for each case.15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met: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s;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s;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s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16 
In addi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B) of the 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f dumping, the 
Department considers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Brazil 
 
Using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ITC Dataweb (see attachment),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Brazilia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ceased in every 
year but 2003 when 4,560 kilograms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2008 when 256 kilograms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The volumes that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3 and 2008 are 
negligible quantities when compared to the 1985 pre-order volume of 1,438,341 kilograms.  See 
attached import statistics.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Cash-deposit rates above de minimis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and no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y has sought to change these 
rates by requesting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As discussed in section II.A.3 of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and the SAA at 890, if companies continue dumping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Department may reasonably infer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 17   Dumping margins presently remain in place for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and, therefore, dumping margin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continue to exist for shipmen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all Brazilian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Given the presumption that dumping continue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in the absence of a request for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given that 
imports from Brazil have essentially ceased and are clearly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15 See SAA at 879 and House Report at 56.  See also Refined Brown Aluminum Oxid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74 FR 4138 (January 23, 2009), and the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I&D Memo) at Comment 3, and Freshwater Crawfish Tail Mea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65832 (November 5, 2008),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3 (Crawfish Tail Meat – PRC). 
 
16 See SAA at 889-890, House Report at 63-64,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See also Certain Frozen Fish Fillets From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4 FR 5819 (February 2, 2009),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3, Crawfish Tail Meat – PRC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3, and Folding Gift Box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2 FR 16765 (April 5, 2007),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5.  
 
17 See Certain Welded Large Diameter Line Pipe from Japan and Mexico;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2 FR 10498 (March 8, 2007), and accompanying I&D Memo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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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Using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ITC Dataweb (see attachment),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Japanese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e volume that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was 675 kilograms.  This is a 
negligible quantity when compared to the 1985 pre-order volume of 6,507,236 kilograms.  See 
attached import statistics.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Cash-deposit rates above de minimis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and no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y has sought to change these 
rates by requesting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As discussed in section II.A.3 of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and the SAA at 890, if companies continue dumping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Department may reasonably infer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18  Dumping margins presently remain in place for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Japan and, therefore, dumping margin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continue to exist for shipmen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all Jap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Given the presumption that dumping continue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in the absence of a request for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given that 
imports from Japan have essentially ceased and are clearly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aiwan 
 
Using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ITC Dataweb (see attachment),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Taiwanese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e volume entered that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was 546,999 kilograms.  
This is a smaller quantity when compared to the 1985 pre-order volume of 10,326,937 
kilograms.  See attached import statistic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tw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for Taiwan and found that the producers/exporters continued to dump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Given that dumping continue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and imports 
from Taiwan have remained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hailand 
 
Using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ITC Dataweb (see attachment),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Thai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e volume entered that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was 2,432,945 
kilograms.  This is a smaller quantity when compared to the 1992 pre-order volume of 4,835,673 
kilograms.  See attached import statistic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and found that the producers/exporters continued to dump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Given that dumping continue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and imports from Thailand 
have remained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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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C 
 
Using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ITC Dataweb (see attachment),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mports of PRC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e volume that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was 177,084 kilograms.  This is 
a smaller quantity when compared to the 1991 pre-order volume of 13,521,588 kilograms.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for the PRC.  Cash-
deposit rates above de minimis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imports of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and no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y has sought to change these rates by 
requesting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As discussed in section II.A.3 of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and the SAA at 890, if companies continue dumping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Department may reasonably infer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19  Dumping margins presently remain in place for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carbo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e PRC and, therefore, dumping margin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continue to exist for shipmen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all PRC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Given the presumption that dumping continues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in the absence of a request for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given that imports 
from the PRC have remained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
 
Conclusion 
 
Because the records of the five proceedings show that dumping at levels above de mimimis has 
persisted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se orders, because the aggregate import volumes have declined 
or cea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ders with respect to the five proceedings and because no 
party argued or submitted any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s are revoked.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Party Comments 
 
We received comments only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 respect to each country-specific order. 
 
Brazil, Japan, Taiwan, and the PRC – The petitioners cite the SAA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o 
explain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n the 
event of a revocation of an order,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select the company-specific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s this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reflecting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refore,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ly upon the company-specific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as the margins of 
dumping that are likely to prevail were the orders revoked.   
 

                                                 
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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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 The petitioners cite the SAA at 890 and the Policy Bulletin to explain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n the event of a 
revocation of an order,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select the company-specific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s this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reflecting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petitioners also cite the Policy Bulletin which explains that, 
where an exporter has increased dumping,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may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havior of a company absent the order.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at, for the 
order on merchandise from Thailand,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ound 
in the most recent administrative reviews because those margins are higher than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the reviewed compan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dumping despite the order.  Specifically, the petitioners argue the margin for Thai 
Benkan Company should increase from 50.84 percent to 52.84 percent and for TTU Industrial 
Corp. Ltd. from 10.68 percent to 52.60 percent.   
 
In conclus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recommend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h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for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as follows:   
                  Recommended Weighted-Average  
Country Company        Margin (Percent) 
 
Brazil 
All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52.25 
 
Japan 
Awaji Sangyo, KK         30.83 
Nippon Benkan Kogyo Co. Ltd.       65.81 
All Other Jap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62.79 
 
Taiwan 
Rigid Industries        6.84 
Chung Ming Pipe Fitting Manufacturing Company. Ltd.   8.57 
Gei Bey Corporation        87.30 
Chup Hisin Enterprises       87.30 
All Other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49.46 
 
Thailand 
Thai Benkan Company       52.60 
TTU Industrial Corp. Ltd.       52.60 
All Other Thai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39.10 
 
The PRC 
China North Industries Corp.        154.72 
Jilin Provincial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75.23 
Liaoni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1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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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103.70 
Shenyang Billiongold Pipe Fittings Co. Ltd.      110.39 
Shando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35.06 
PRC-wide Entity (including Shenya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Lianoning Metals;  
 Shenzhen Machinery Industry Corp.)      182.90 
 
Department’s Pos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that is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s were revoked.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provide to the ITC the company-specific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  See SAA at 890 and Eveready Battery Co., Inc.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IT 1999).  The Department’s p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et al.;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70506 (December 5, 2006),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20-21 (Carbon Steel Products); see SAA at 890 and House 
Report at 64.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to report to the ITC.  See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and Final Results of Full 
Sunset Review:  Aramid Fiber Formed of Poly Para-Phenylene Terephthalamide From the 
Netherlands, 65 FR 65294 (November 1, 2000),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Comment 3 (citing SAA at 890-91 and House 
Report at 64).  For companies not investigated specifically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a margin based 
on the all-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See Carbon Steel Products and the accompanying 
I&D Memo at 20.  In certain instances, a company may choose to increase dump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market share. As a result, increasing margins may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a company’s behavior in the absence of an order.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find any indication that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subsequent reviews 
of the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and Thailand are more 
probative of behaviors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s.  Dumping has continued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aiwan and Thailand or through the presumption in the absence of a request for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of the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and the PRC.  Given that dumping continued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s and 
given the absence of argument and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the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 are probative of the behavior of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and the PRC if these orders were 
revoked.  Consistent with section 752(c)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company-specific and all-others rat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subject merchan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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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and the PRC as indica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With respect to the sunset review of the order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find any indication that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subsequent 
reviews of the order are more probative of the behaviors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Although the margins from more recent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re higher than the LTFV margins, the margin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in those reviews are not calculated margins, but rather rates based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s such, the margins do not represent the behavior of these companies absent an order 
but are instead reflective of the companies’ failure to cooperate.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  See Thailand 
LTFV, 57 FR at 21071.   
 
Prior to the issuance of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LTFV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had 
comple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of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 (CVD) on carbon steel butt-
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20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adjusted the 
margins by the amount attributable to the export subsidy.  The CVD order has been revoked. 21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originally calculated margins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unadjusted for the export subsidy.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Japan, Taiwan, Thailand, and the PRC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percentage 
margins: 
 
                  Weighted-Average 
Country Company        Margin (Percent) 
 
Brazil 
All Brazil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52.25 
 
Japan 
Awaji Sangyo, KK         30.83 
Nippon Benkan Kogyo Co. Ltd.       65.81 
All Other Jap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62.79 
 
Taiwan 
Rigid Industries        6.84 
Chung Ming Pipe Fitting Manufacturing Company. Ltd.   8.57 
Gei Bey Corporation        87.30 
                                                 
20 See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57 FR 5248 (February 13, 1992). 
21 See Notice of Revocation of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60 FR 40568 (August 9,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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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p Hisin Enterprises       87.30 
All Other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49.46 
 
Thailand 
Thai Benkan Company        52.60 
TTU Industrial Corp. Ltd.         12.44 
All Other Thai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40.86 
 
The PRC 
China North Industries Corp.        154.72 
Jilin Provincial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75.23 
Liaoni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134.79 
Liaoni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103.70 
Shenyang Billiongold Pipe Fittings Co. Ltd.      110.39 
Shandong Metals & Minerals Import & Export 
 Corp.           35.06 
PRC-wide Entity (including Shenyang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 Lianoning Metals;  
 Shenzhen Machinery Industry Corp.)      182.90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se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gree____X______    Disagree_________ 
 
/S/ Ron K Lorentz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__01/31/2011________ 
Date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Customs Value by HTS Number and Customs Value
for Sunset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Data

HTS Number Country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Percent Change

In Actual Dollars 1994 ‐ 1995
Customs Value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kilograms
73079330 Thailand 11,837,402 8,132,040 6,800,637 3,875,013 3,928,092 3,758,502 1,878,480 ‐50.00%

. China 10,171,897 15,700,392 12,062,956 41,925 49,754 50,477 17,543 ‐65.20%

. Taiwan 4,883,978 2,855,705 1,116,121 3,023,338 2,959,181 3,264,893 4,265,149 30.60%

. Japan 1,175,992 1,091,744 1,030,522 292,705 52,266 68,997 1,957 ‐97.20%

. Brazil 96,689 79,048 0 0 0 0 0 N/A
Subtotal 73079330 28,165,958 27,858,929 21,010,236 7,232,981 6,989,293 7,142,869 6,163,129 ‐13.70%
Subtotal kilograms 28,165,958 27,858,929 21,010,236 7,232,981 6,989,293 7,142,869 6,163,129 ‐13.70%

Total 28,165,958 27,858,929 21,010,236 7,232,981 6,989,293 7,142,869 6,163,129 ‐13.70%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rst Unit of Quantity by HTS Number and Customs Value
for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Data

HTS Number Country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Percent Change

In Actual Units of Quantity 1994 ‐ 1995
First Unit of Quantity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kilograms
73079330 Thailand 7,501,145 5,602,964 4,827,037 3,298,137 3,692,290 3,108,689 1,451,256 ‐53.30%

. China 10,888,073 14,846,335 12,296,949 51,067 52,913 41,249 16,890 ‐59.10%

. Taiwan 2,386,822 1,292,578 508,657 1,921,411 1,959,023 1,492,377 2,646,187 77.30%

. Japan 550,642 461,755 482,197 201,136 50,752 17,891 308 ‐98.30%

. Brazil 97,240 73,699 0 0 0 0 0 N/A
Subtotal 73079330 21,423,922 22,277,331 18,114,840 5,471,751 5,754,978 4,660,206 4,114,641 ‐11.70%
Subtotal kilograms 21,423,922 22,277,331 18,114,840 5,471,751 5,754,978 4,660,206 4,114,641 ‐11.70%

Sources: Data on this site have been compiled from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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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5,275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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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770 38.70%

2,954,328 35.30%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Customs Value by HTS Number and Customs Value
for Sunset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 Year‐To‐Date Data from Jan ‐ Nov

HTS Numbe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9 YTD 2010 YTD Percent Change

Country In Actual Dollars YTD2009 ‐ YTD2010
Customs Value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kilograms
73079330 Thailand 2,985,352 3,359,562 3,974,081 6,150,189 6,253,636 7,014,084 5,793,911 5,070,0 6,974,56 558 9,503,497 7,441,571 3,893,994 8,202,5 7,627,16936 8,309,398
Iron or nonalloy steel, not cast, butt 
welding fittings for tubes/pipes, 
w/inside diam. less than 360mm

. Taiwan 5,892,519 4,106,300 4,059,185 3,283,153 2,002,258 1,917,357 723,066 1,003,262 1,840,434 2,242,015 1,641,586 1,006,172 1,316,099 1,580,221 1,428,309 1,837,063 28.60%

. China 0 0 8,950 53,785 70,377 133,424 64,164 39,642 96,379 50,049 492,015 522,567 633,010 333,270 325,796 415,268 27.50%

. Japan 58,140 257,883 23,420 182,923 124,393 52,052 90,721 2,098 2,164 87,079 107,307 27,343 94,101 11,980 11,980 0 ‐100.00%

. Brazil 0 0 0 0 0 0 0 54,515 0 0 0 0 2,696 0 0 0 N/A
Subtotal 73079330 8,936,011 7,723,745 8,065,636 9,670,050 8,450,664 9,116,917 6,671,862 6,169,573 8,913,535 11,882,640 9,682,479 5,450,076 10,248,442 10,234,869 9,393,254

Iron or nonalloy steel, not cast, butt 
welding fittings for tubes/pipes, 
w/inside diam. less than 360mm

Subtotal kilograms 8,936,011 7,723,745 8,065,636 9,670,050 8,450,664 9,116,917 6,671,862 6,169,573 8,913,535 11,882,640 9,682,479 5,450,076 10,248,442 10,234,869 9,393,254 9,915,275 5.60%
Total 8,936,01 7,723,745 8,065,636 9,670,050 8,450,664 9,116,917 6,671,862 6,169,573 8,913,535 11,882,640 9,682,479 5,450,076 10,248,442 10,234,869 9,393,254 9,915,275 5.60%

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rst Unit of Quantity by HTS Number and Customs Value
for Sunset PiPe Fittings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Annual + Year‐To‐Date Data from Jan ‐ Nov

HTS Numbe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9 YTD 2010 YTD Percent Change

Country In Actual Units of Quantity YTD2009 ‐ YTD2010
First Unit of Quantity where quantities are collected in kilograms
73079330 Thailand 2,278,890 2,408,573 3,035,528 5,102,476 5,707,404 6,032,784 5,090,601 4,798,5 5,374,04 569 5,038,991 3,438,482 1,502,559 3,095,9 2,183,75817 2,432,945
Iron or nonalloy steel, not cast, butt 
welding fittings for tubes/pipes, 
w/inside diam. less than 360mm

. Taiwan 3,554,62 2,607,283 2,666,094 2,246,083 1,500,429 1,439,446 488,118 726,760 1,125,606 1,011,072 625,165 409,026 514,912 546,999 497,045 811,631 63.30%

. China 0 0 6,415 56,517 62,476 101,756 30,848 37,695 80,134 41,990 254,207 377,239 391,507 177,084 167,965 186,811 11.20%

. Japan 44,946 203,026 14,587 132,619 99,704 33,344 45,844 175 60 20,842 16,919 3,107 4,277 675 675 0 ‐100.00%

. Brazil 0 0 0 0 0 0 0 4,560 0 0 0 0 256 0 0 0 N/A
Subtotal 73079330 5,878,456 5,218,882 5,722,624 7,537,695 7,370,013 7,607,330 5,655,411 5,567,694 6,580,369 6,112,895 4,334,773 2,291,931 4,006,869 3,157,703 2,849,443

Iron or nonalloy steel, not cast, butt 
welding fittings for tubes/pipes, 
w/inside diam. less than 360mm

Subtotal kilograms 5,878,45 5,218,882 5,722,624 7,537,695 7,370,013 7,607,330 5,655,411 5,567,694 6,580,369 6,112,895 4,334,773 2,291,931 4,006,869 3,157,703 2,849,443 3,952,770 38.70%

Sources: Data on this site have been compiled from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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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elded
ASTM A-3l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e have analyzed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thir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AD) orders covering welded ASTM 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as set
forth in the "Discussion of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the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a substantive response: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History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through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On December 30, 1992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ith respect to South Korea,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final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of 2.67 percent for Pusan
Steel Pipe Co., Ltd. (PSP); I 7.92 percent for Sammi Metal Products, Ltd. (Sammi); and 7.00
percent for "Al1 Others,"

In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rgins of3.27
percent for Ta Chen Stainless Steel Pipe Co., Ltd. (Ta Chen), 31.90 percent for Jaung Yuann

I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Kore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63 FR 16979 (April 7, 1998).
2 Se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Clarification afFinal Determination: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from
Korea, 57 FR 6230 I (December 30, 1992) and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 60 FR 10064 (February 23,1995).



Enterprise Co., Ltd. and Yeun Chyang Industrial and 19.94 percent for "All Others." See 57 FR
62300 (December 30, 1992). In 2000, the Department revoked the order with respect to Ta
Chen.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39367
(June 26, 2000).

In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se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65 FR 5607 (February 4, 2000) (First Sunset Review). On
October 2, 2000,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determined, pursuant to section
75l(c)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a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reasonably foreseeable
time. 3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65 FR 61143
(October 16,2000).

In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se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e
Welded ASTM 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96
(January 3 ,2006) (Second Sunset Review). On August 26,2006, the ITC determined pursuant
to the Act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matenal injury to a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reasonably foreseeable time.4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elded ASTM A-132 Stainless Steel Pioe
from Korea and Taiwan, 71 FR 53412 (September 11, 2006).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ntinuation notice on September 11, 2006, the case histories are as
follows:

South Korea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wo review periods: December 1, 2006
through November 30, 2007 (2006-2007 POR) and December 1,2007 through November 30,
2008 (2007-2008 POR) for SeAR Steel Corporation (SeAR). On June 30, 200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final results of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SeAH with a dumping margin of9.05
percent in the 2006-2007 POR.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31242. These final
results were amended pursuant to a final court decision.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3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leel Pipes from Korea and Taiwan, 65 FR 58806 (October 2,2000) and USITC
Publication 3351, Investigation Nos. 731-TA-540 and 731-TA-54l (September 2000).
4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from Korea and Taiwan 71 FR 48942 (August 22,2006) and U$ITC
Publication 3877. Investigation Nos. 731-TA-540 and 731-TA-541 (August 2006)(Secon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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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s From the Republic ofKorea: Notice of Court Decision Not in Harmony With Final
Results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Amended Final Results, 76 FR 37320 (June 27,2011). In
the amended final results,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for SeAH was changed to 6.01
percent.

On May 19,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final results of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SeAH for the 2007-2008 POR;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was 2.92 percent.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5 FR 27987 (May 19,2010).

Taiwan

No interested parties reques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any of the periods of review (PORs)
from December 1,2005 through November 30, 2010.

Background

On July 1,2011, pursuant to section 751 (c)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thir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5 On
July 15, 2011,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Bristol Metals LLC and Felker Brothers Corp.,
fil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in both sunset reviews. The notices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were timely filed according to 351.2l8(d)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 777(9)(C)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On July 29, 2011, we received a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 to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pursuant to section 351.218(d)(3)(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We received no response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to
these proceeding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 I (c)(3)(B) of the Act and Section
351.218(3)(l)(ii)(C)(2)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6

Discussion of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AD)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D order. In
add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5 See Initiation ofFive-Year ("Sunset") Reviews, 76 FR 38613 (July 1,2011).
6 Pursuant to section 35 L.218(e)(1)( ii)(C)(l)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nnent notified the ITC that
respondent interested companies provided an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SSP from Korea and Taiwan. See August 22,2011 letter to Catherine DeFillippo, Director of
Investig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from Barbara E. Tillman, Director, Office 6, AD/CVD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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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AD order were terminated.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Dumping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ite to Section 752(c)( 1)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which states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the
Department will consider the following factors: (l)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2)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r acceptance of
suspens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rovided a chart with the volume and value of
imports of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for 2005, 2006,2007, 2008,2009,
2010, and 2011 year-to-date7

• Se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ubmissions of July 29,2011, at
Attachment 1.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referred to the Department's Policy Bulletin 98.38 "the
Departmen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in excess of a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u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request that the AD order continue. Se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ubmissions of July 29, 2011.

For South Korea,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rely on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9 on which
the Department stated that it "will normally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in excess of
a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 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as cited by the Department in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states that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may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an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If companies continue dumping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Department may reasonably infer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at the AD order should continue because this rationale
continues to apply in the present reviews. For South Korea, this rationale applies because above

7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rovided import data based on the following HTS numbers: 7306.40.10 I0,
7306.401015, 73 06.40.5005, 7306.405040, 7306.40.5062, 7306.40.5064, 7306.405085. 7305.31.6000.
8 See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Policy Bulletin, 63 FR 18871 (April 16, 1998).
9 Welded ASTM 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otice af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96 (January 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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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inimis rates were found in the 2006-2007 and 2007-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s. Se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ubmission on South Korea of July 29,2011, at 5.

The Department's Position

Pursuant to 752(c)(l)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will consider "the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s well as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DRAA"), specifically the SAA H.R. Doc. No. 103·316, vol. 1 (1994),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1994)(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A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of likelihood will be
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indicated that normally it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D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Below is the Department's analysis for each order:

South Korea

As noted above,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in excess of the de minimis level in
both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SeAH conducted since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See
2006-2007 POR and 2007-2008 POR. Annual import levels since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2005-20 I0) range from 14,000 to 21,000 metric tons, exceeding the 5,074 short tons imported in
1991 the year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ee "Memorandum from Jacqueline
Arrowsmith to The File, through Dana Mennelstein, on Import Volumes for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elded ASTM A-3l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ated concurrently with this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See SAA at 890; see
also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Industrial Nitrocellulos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64 FR 57850 (October 27, 1999). See also Petroleum Wax Candl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illi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9 FR 75302 (December 16,2004)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s noted above, the Department found companies to be dumping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during the time since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Thu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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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is order,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ofWSSP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of subject merchandise by Taiwanese companies at above the de minimis level 10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pricing behavior of the companies that are currently covered by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has changed.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 was requested by any Taiwanese
respondent since prior to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in 2000, and Customs has continued to assess
and collect antidumping duties on entries ofWSSP from Taiwan since that time. Annual import
levels since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2005-2010) range from 9,000 to 17,000 short tons,
exceeding the 9,197 short tons imported in 1991 the year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ee "Memorandum from Jacqueline Arrowsmith to The File, through Dana
Mennelstein, on Import Volumes for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Welded ASTM 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ated concurrently with this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See SAA at 890. As
noted above, the Department found companies to be dumping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during
the time since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Thu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2. Magnitude of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For both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e Department should
find the dumping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were the order to be revoked are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ese are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s}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the exporter...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 See SAA at 890.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o the ITC the dumping margins establish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se rates were also
determined to be the dumping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n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and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I I

The Department's Pos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to the ITe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that is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select a dumping margin that was determined in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each exporter and/or producer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See SAA at 890
and the House Report at 64. For companies not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or suspended investigation was issued, the

II) Although Ta Cben Stainless Pipe Co., Ltd. (Ta Chen) was includ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WSSP, including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we revoked the
order with respect to Ta Chen on lune 26, 2000.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oing Dutv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39367
(June 26, 2000).
11 See Welded ASTM 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96 (January 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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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nonnally will provide a dumping margin based on the "All 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Exceptions to this policy include the use of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where appropriate, and consideration of duty absorption determinations. In tbis proceeding, duty
absorption and the use of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do not apply.

The Department agrees with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erning the dumping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AD orders on WSSP from Korea and Taiwan were revoked.

For South Korea, we are reporting to the ITC rates for SeAH, the successor to PSP, and Sammi,
and the "All Others" rate for other exporters and/or producers. 12

For Taiwan, the rat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re the same rates w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and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with the exception ofTa Chen, for which we are not
reporting a rate because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as revoked with respect to Ta Chen on
June 26, 2000. 13

We detennine that the rat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re probative of the behavior of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WSSP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because these dumping margins are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Consistent with section 752(c)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reported to the ITC company-specific
and "All Other" rat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as indica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12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Kore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63 FR 16979 (April 7, 1998).
13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39367 (June 2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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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Results of Review

We determine revocation oftbe AD orders on WSSP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WT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Antidumpin2 Duty Order on Welded ASTM-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South Korea
ManufacturerlExporter Weighted Average

Dumpin~ Mar~ln

Sammi Metal Products Co., Ltd. 7.92%
SeAH Steel Corp (successor to Pusan Steel Pipe Co., Ltd.)14 2.67%
All Others 7.00%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Welded ASTM-A312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Taiwan
ManufacturerlExporter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f2in
Jaung Yuann Enterprise Co., Ltd. 31.90%
Yeun Chyang Industrial Co., Ltd. 31.90%
Att Others 22.92%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comment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 final results of this sunset review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GREE_---'-/ DISAGREE _

Paul Piquado
Assistant Secre 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Date

14 See Certain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from Kore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63 FR 16979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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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TO: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FROM:   Susan H. Kuhbach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SUBJECT: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ummary 
 
We have analyzed th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ing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describ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the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History of the Orders 
 
Belgium 
 
On March 31, 1999,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ess than fair valu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Belgium.1  On May 

                                                 
 1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64 FR 15476 (Mar. 3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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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Belgium.2  For 
Belgium,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AMS Belgium* 8.543 
All-Others Rate 8.544 
 
*AMS Belgium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ALZ N.V.  
 
Italy 
 
On March 3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Italy.5  On May 2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Italy.6  For Italy,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Thyssen Krupp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45.09 
All-Others Rate 39.69 
 
**Thyssen Krupp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South Africa  
 
On March 3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South Africa.7  On May 2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South Africa.8  For South Africa,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2  Se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Canada, Italy,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64 FR 27756 (May 21, 1999); as amended by Notice of Amended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Canada, Italy,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68 FR 11520 (Mar. 11, 2003); as corrected by Notice of Amended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Canada, Italy,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68 FR 16117 (Apr. 2, 2003); and as corrected by Notice of Correction to the Amended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Canada, Italy,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68 FR 20114 (Apr. 24, 2003) (AD Order).  
 
 3  As a result of the Section 129 proceedings to imple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WTO Panel in US-Zeroing 
(EC), the margin changed from 9.86 percent to 8.54 percent.  Se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dings of the WTO Panel 
in US – Zeroing (EC): Notice of Determinations Under Section 129 of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and 
Revocations and Partial Revocations of Certain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2 FR 25261 (May 4, 2007).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4  Id.   
 
 5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Italy, 64 FR 15458 (Mar. 31, 1999). 
 
 6  See AD Order.      
 
 7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South Africa, 64 FR 15459 (Mar. 31, 1999). 
 
 8  See A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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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us Stainless  41.63 
All-Others Rate 41.63 
 
South Korea 
 
On March 3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South Korea.9  On May 2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South Korea.10  For South Korea,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Pohang Iron & Steel Co., Ltd  16.26 
All-Others Rate 16.26 
 
Taiwan 
 
On March 3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Taiwan.11  On May 21,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Taiwan.12  For Taiwan,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Yieh United Steel Corporation 8.02 
YUSCO/Ta Chen 10.20 
All-Others Rate 7.39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Section 129 Proceeding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South Africa.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eleven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Belgium, one administrativ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Italy,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South 
Korea, and six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Taiwan.  
 
On May 4, 2007,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Determination under section 129 of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of a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13  One of the proceedings covered by the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was the LTFV 

                                                 
 9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SSPC) 
from the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64 FR 15444 (Mar. 31, 1999). 
 
 10  See AD Order. 
 
 11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Taiwan, 64 FR 15493 (Mar. 31, 1999). 
 
 12  See AD Order. 
 
 13   See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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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Belgium.  The recalculated margin for respondent AMS Belgium 
and the all-others rate decreased from 9.84 percent to 8.54 percent.  
 
Duty Absorption,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and Scope Inquirie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one scope ruling with respect to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which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SPC with a 
nominal thickness of 4.75 millimeters (mm), but with an actual thickness that is less than 4.75 
mm, is within the scope of all of the orders on SSPC.14  The scope ruling was challenged at the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IT) by Belgian producer AMS Belgium and the case was 
remanded back to the Department.15  Although a final decision is still pending before the CIT, 
the Department recently issued its final results of re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remand, 
determining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clude definitively based on record evidence that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on SSPC includes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with a nominal thickness of 
4.75mm, but with an actual thickness that is less than 4.75mm.16 
 
Background 
 
In 2004,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on imports of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and foun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same rates as foun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s.17  In July 2005,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determined,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 that revoca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a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reasonably foreseeable time.18  Thus, on July 18, 2005,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continua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19 
 
On June 2,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20   
                                                 
 14  See Notice of Scope Rulings, 74 FR 14521 (Mar. 31, 2009).  
 
 15  See ArcelorMittal Stainless Belgium N.V. v. United States, Court No. 08-00434 (Mar. 30, 2010).  
 
 16  See Final Results of Re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Remand: ArcelorMittal Stainless Belgium N.V. v. 
United States, Court No. 08-00434 (July 29, 2010).  
 
 17  Se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Canad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Notice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Final Results, 69 FR 47416 (Aug. 5, 2004); and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Ital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69 FR 61798 
(Oct. 21, 2004). 

 18  See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From Belgium, Canada, Italy,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70 FR 
38710 (July 5, 2005).  
 19  Se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Korea, South Africa, and Taiwan, and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Belgium, Italy, and South Africa, 70 FR 41202 (July 18, 2005). 
 20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5 FR 30777 (June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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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ne 17, 201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Allegheny 
Ludlum Corporation,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and the United Steel, Paper and Forestry, 
Rubber, Manufacturing, Energy, Allied Industrial and Servic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1)(i).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s 771(9)(C) and (D)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of SSPC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 certified union whose workers are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SPC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dequate substantive responses to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3)(i).  We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orders covered by these sunset review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19 CFR 351.218(e)(1)(ii)(C)(2),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orders on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s before and the period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In add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s 
were revoked.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believe that revoca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manufacturers/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as well as material injury to the U.S. industry.  See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Belgium (July 2, 2010) at page 15; for 
Italy (July 2, 2010) at page 10; for South Africa (July 2, 2010) at page 9; for South Korea (July 
2, 2010) at page 11; and for Taiwan (July 2, 2010) at page 13.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ex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s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PC from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oint to record history of the order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s has forced foreign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either to 
increase their prices to reduce dumping levels or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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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 2010) at page 17; for Italy (July 2, 2010) at page 11; for South Africa (July 2, 2010) at 
page 10; for South Korea (July 2, 2010) at page 12; and for Taiwan (July 2, 2010) at page 14.   
 
Nonetheles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reveal that the subject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are incapable of shipping the 
produc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ignificant pre-order quantities without dumping.  See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Belgium (July 2, 2010) at page 18; for 
Italy (July 2, 2010) at page 12; for South Africa (July 2, 2010), at page 11; for South Korea (July 
2, 2010) at page 13; for Taiwan (July 2, 2010) at page 15.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lude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21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dumping of SSPC by producers,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s were to be 

 

voked. 

epartment’s Position:

re
 
D  

will be 

the 

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kg.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AA, 
specifically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H. Doc. No. 103-316, vol. 1 (1994),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s of likelihood 
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22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23  In addi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B)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considers the volume of imports o
a
 
Belgium: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PC from Belgium fluctuated between 624,215 kilograms (kg.) and 5,565,994
after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4.  The pre-order level in 1998 was 10,471,203 kg.  See the 
memorandum to the file from Hector Rodriguez entitled, “Placing Data from the ITC Trade 
Dataweb on the Record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TC Dataweb Memo).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continue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nd imports are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D

 
 21  See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Policy Bulletin, 63 FR 18871 (Apr. 16, 1998) (Policy Bulletin). 
 22  See SAA at 879 and House Report at 56.   
 23   See SAA at 889 and 890, House Report at 63-64,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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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PC from Italy fluctuated between 50,070 kg. and 404,322 kg. after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4.  The pre-order level in 1998 was 18,850,513 kg.  See ITC Dataweb Memo.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continue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nd imports are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South Africa: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PC from South Africa fluctuated between 1,938 kg. and 309,028 kg. after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4.  The pre-order level in 1998 was 13,947,752 kg.  See ITC Dataweb 
Memo.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remain unchanged since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nd 
import volumes have remained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South Korea: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PC from South Korea fluctuated between 27,300 kg. and 29,521 kg. after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4.  The pre-order level in 1998 was 3,093,753 kg.  See ITC Dataweb Memo.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continue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nd imports are below pre-
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aiwan: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PC from Taiwan fluctuated between 0 kg. and 337,993 kg. after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4.  The pre-order level in 1998 was 4,539,759 kg.  See ITC Dataweb Memo.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continue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and imports are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request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o the ITC th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that were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as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Bulletin.  These rates are set for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s” section, above. 
 
Department’s Position: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company-specific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  See Eveready Battery Co.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IT 1999).  For companies not investigated specifically,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a 
margin based on the “All-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ia, Indonesia, 
Kazakhstan, Romania, South Afric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70506 (Dec. 5, 2006) (Hot-Rolled),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The Department’s p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  See Hot-Rolled at Comment 2.  Under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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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to report 
to the ITC.  See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See also Final Results of Full Sunset Review: 
Aramid Fiber Formed of Poly Para-Phenylene Terephthalamide From the Netherlands, 65 FR 
65294 (Nov. 1, 2000),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3. 
 
As noted above, the LTFV investigation margin for SSPC from Belgium was recalculated from 
9.84 percent to 8.54 percent pursuant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in 
2007.24  This recalculated margin is the margin reported to the ITC, for purpose of the sunset 
review.  
 
Since the order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PC from South Africa.  Exports from South Africa are also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PC from South Africa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calculated antidumping duty rate that exists. 
 
We also find i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of SSPC from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lthough administrative reviews 
have been conducted, exports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orders have imposed a discipline on exports.  
Thus,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We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PC from Belgium, Italy,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percentage margins: 
 
------------------------------------------------------------------------------------------------------------------- 
 
Manufacturers/Exporters/Producers    Weighted-Average Margin (percent) 
------------------------------------------------------------------------------------------------------------------- 
 
Belgium 
AMS Belgium*** 8.54 
All-Others Rate 8.54 
 
***AMS Belgium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ALZ N.V.  
 
Italy 
Tyssen Krupp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45.09 
All-Others Rate 39.69 
 
****Thyssen Krupp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Acciai Speciali Terni SpA 
 

                                                 
 24   See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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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frica 
Columbus Stainless  41.63 
All-Others Rate 41.63 
 
South Korea 
Pohang Iron & Steel Co., Ltd  16.26 
All-Others Rate 16.26 
 
Taiwan 
Yieh United Steel Corporation 8.02 
YUSCO/Ta Chen 10.20 
All-Others Rate 7.39 
 
--------------------------------------------------------------------------------------------------------------------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s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d notify the ITC of our determination. 
 
 
Agree_________    Disagree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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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30, 2010 
 
MEMORANDUM TO: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FROM:   Susan H. Kuhbach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SUBJECT: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Summary 
 
We have analyzed th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ing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Korea), and Taiw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describ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the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History of the Orders 
 
The petitioners in all of the orders are:  AK Steel Corporation; Allegheny Ludlum Corporation;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the United Steel, Paper and Forestry, Rubber, Manufacturing, Energy, 
Allied Industrial Servic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United Auto Workers Local 3303; and 
United Auto Workers Local 4104 (collectively, “petitioners” or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2 

 
Germany 
 
Less-Than-Fair Value Inves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n June 8, 1999,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LTFV”)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1  On July 27, 1999, the Department amended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2 The Department applied parti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gainst 
Krupp Thyssen Nirosta GmbH (“KTN”) and assigned a weighted-average margin of 25.72 
percent to KTN and to the all-others rate.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the German Antidumping 
Order, Thyssen Krupp Nirosta GmbH (“TKN”), formerly KTN, and Krupp Hoesch Steel 
Products, Inc. (“KHSP”), a wholly-owned U.S. subsidiary of KTN, filed a lawsuit with the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IT”) challenging certain aspects of the Department’s findings in the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s a result of this litigation, we amended our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for KTN based on our recalculation of KTN’s rates pursuant 
to the remand.3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weighted average margin for KTN was 13.48 
percent.  As a result of these changes, the “all others” rate also changed to 13.48 percen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six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ith respect to TKN.   In thos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dumping weighted average margins with respect to TKN of 2.61 percent, 4.74 percent, 3.72 
percent, 7.03 percent, 9.50 percent, and 2.45 percent, respectively.4

   In the seven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5, through June 30, 2006, TKN withdrew 
its request and the Department rescinde 5 d the review.

                                                

 
 
 

 
1 Se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64 FR 30710 (June 8, 1999). 
2 See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64 FR 40557 (July 27, 1999) (“German Antidumping 
Order”). 
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67 FR 15178 (March 29, 2002).   
4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7668 (February 20, 2002);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6716 (February 10, 2003), amended by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68 FR 14193 (March 24, 2003);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6262 (February 10, 2004), amended by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69 FR 18872 (April 9, 2004);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75930 (December 20, 2004);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0 FR 73729 (December 13, 2005);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74897 (December 13, 2006). 
5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61021 (October 1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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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The Department completed two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regarding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first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revoked the order, in part, with regard to permanent magnet iron-chromium-cobalt stainless steel 
strips, currently supplied under the trade name Semi Vac 90.6  The second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determined that TKN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KTN and that TKN 
should retain the deposit rate assigned to KTN.7 
 
Scope Rulings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two scope ruling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n August 15, 
2005,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uspension foil, other than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exclusion language, is subject to the German Antidumping Order.8  On October 10, 
2008, the Department also determined that TriClad nickel-clad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is 
within the scop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9   

 
Duty Absorption Finding 
 
The Department has made one duty absorption finding to date concerning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In the four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2, through June 
30, 2003,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TKN had absorbed antidumping duties for all U.S. 
sales through its unaffiliated importers.10 
 
Sunset Reviews 
 
On June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of 
the German Antidumping Order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11   On November 22,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its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12    On July 18, 2005,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13   On August 4, 

                                                 
6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66 FR 50173 (October 2, 2001). 
7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and Coils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61319 (September 30, 2002). 
8   See Final Recommendation Memorandum – Scope Ruling Request by Hutchinson Technology Inc. on whether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uspension Foil is Subject to the Scope of th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Subject Counties, dated August 15, 2005 (“Suspension Foil Scope 
Memorandum”). 
9 See Notice of Scope Rulings, 74 FR 14521 (March 31, 2009). 
10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75930 (December 20, 2004). 
11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9 FR 30874 (June 1, 2004). 
12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9 FR 67896 (November 22, 2004). 
13 See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Korea, Mexico,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70 FR 41236 (July 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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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14 
 
On June 2, 2010,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instant sunset review of the German Antidumping 
Order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15   
 
On June 17, 201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1)(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Petitioners claimed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s 771(9)(C) and (D)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and certified unions representing workers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processing 
SSSS in coils.   
 
On July 2, 2010, we received a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under section 351.218(d)(3)(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section 351.218(e)(1)(ii)(C)(2)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 of 
this order. 
 
Japan 
 
Less-Than-Fair Value Inves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n June 8, 1999,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TFV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16  On July 27, 1999, 
the Department amend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17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margins were as follows: 
 
Kawasaki Steel Corporation 40.18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57.87 
Nisshin Steel Co., Ltd. 57.87 
Nippon Yakin Kogyo 57.87 
Nippon Metal Industries 57.87 
All-Others Rate           40.18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several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first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ed the period of review January 4, 

                                                 
14 Se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Mexico and Taiwan,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Ital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70 FR 44886 (August 4, 2005). 
15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5 FR 30777 (June 2, 2010).  
16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64 FR 30574 (June 8, 1999).    
17 See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64 FR 40565 (July 2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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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June 30, 2000, and one respondent, Kawasaki Steel Corporation (“Kawasaki”).18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a dumping margin of 1.92 percent for Kawasaki.19    No parties reques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second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0 – June 30, 2001, or for the 
third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1 – June 30, 2002.  Pursuant to a request by the petitioner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fourth review period, July 1, 2002 – June 
30, 2003, which covered one respondent, Kawasaki.  However, the review was rescinded based 
on the Department’s finding that there were no entrie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from Kawasaki.20  Pursuant to a request by the petitioners,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fifth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3 – June 
30, 2004, which covered one respondent, Kawasaki and its alleged successor-in-interest, JFE 
Steel Corporation (“JFE”).  Because neither Kawasaki nor JFE participated in that review,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Kawasaki and JFE a dumping margin of 57.87 based up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21   
 
Pursuant to a request by the petitioner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sixth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4 – June 30, 2005, which covered Kawaski and JFE.  
However, the review was rescinded based on the Department’s finding that there were no entrie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from Kawasaki and 
JFE.22  No parties reques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of the seventh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5 – June 30, 2006, or the eighth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6 – June 30, 2007.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ninth period of review, July 1, 2007 – 
June 30, 2008, determining dumping margins of 0.00 percent for Hitachi Cable, Ltd., and 0.54 
percent for Nippon Kinzoku Company, Ltd.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5 FR 6631, 6633 (February 
10, 2010).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and Scope Ruling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four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tidumping duty reviews  
regarding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23     Pursuant to 
these changed circumstance reviews, the order was revoked in part with regard to:  stainless steel 

                                                 
18 See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67 FR 6495 (February 12, 2002).   
19 Id. 
20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18536 (April 8, 2004). 
21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0 FR 37759 (June 30, 2005).   
22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26041, 26043 (May 3, 2006).   
2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 Antidumping 
Duty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17856 (April 5, 2000);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 Antidumping Duty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54841 (September 11, 2000);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 Antidumping Duty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64423 (October 27, 2000);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 Antidumping Duty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To Revoke Order in Part, 65 FR 77578 (December 1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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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ing electrode strips; stainless steel razor blade steel, medical surgical blade steel, and 
industrial blade steel;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lithographic sheet; and nickel-clad SSSS in coils.24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one scope ruling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n August 15, 
2005,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uspension foil, other than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exclusion language, is subject to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25   
 
Sunset Review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one prior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On June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26

   On October 25,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its expedited sunset review.27  On July 18
2005, the Commission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 

he 
 coils 

n.  

                                                

28  On August 4, 2005, t
Department published notic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from Japa 29 

 
On June 2, 2010,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instant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30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1)(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petitioners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s 771(9)(C) and (D)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and certified unions 
representing workers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processing SSSS in coils.  On July 2, 2010, we 
received a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3)(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section 351.218(e)(1)(ii)(C)(2)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 of this order. 
 
 
 
 
 
 
 

 
24 Id. 
25   See Suspension Foil Scope Memorandum. 
26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9 FR 30874 (June 1, 2004). 
27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9 FR 62250 (October 25, 2004).   
28  See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Korea, Mexico,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70 FR 41236 (July 18, 2005).  
29 Se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Mexico, and Taiwan,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Ital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70 FR 44886 (August 4, 2005). 
30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5 FR 30777 (June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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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Less-Than-Fair Value Inves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n June 8, 1999,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was being or was 
likely to be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TFV.31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was April 1, 1997, 
through March 31, 1998.  On July 19, 1999, the Commission notified the Department of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735(b)(1)(A)(i) of the Act that a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materially injured by reason of LTFV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On the basis of its 
affirmative finding of sales at LTFV, and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the Department issued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32   

 
Thereafter, the Department amend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port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addressing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epartment’s final determination.33  
Accordingly,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s are as follows:  Pohang Iron & Steel Co., Ltd. 
(“POSCO”) was changed to 2.49 percent, Inchon Iron & Steel Co., Ltd. (“Inchon”) remained 
0.00 percent, Taihan Electric Wire Co., Ltd. (“Taihan”) remained 58.79 percent, and the “All-
Others” rate was changed to 2.49 percen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first review covered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POSCO, 
Samwon Precision Metals Co., Ltd. (“Samwon”), Daiyang Metal Co. Ltd. (“DMC”), and Sammi 
Steel Co. and its affiliates or any successor or surviving company (“Sammi”) during the period 
January 4, 1999, through June 30, 2000.  In this review,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of 0.03 percent for POSCO, 7.88 percent for Samwon, 2.74 percent for DMC, and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Sammi based on a finding that Sammi did not ship subject merchandise 
during the POR.34  Sammi’s cash deposit rate was the “All Others” rate of 2.49 percent 
established in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See 67 FR at 2196.  The second review covered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POSCO, Samwon, and Daiyang du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0, through June 30, 2001.  In this review,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of 0.92 
percent for POSCO, 5.44 percent for DMC, and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Samwon.35  

                                                 
31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64 FR 30664 (June 8, 1999). 
32 See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United Kingdom, Taiwan 
and South Korea, 64 FR 40555 (July 27, 1999). 
33 See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s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66 FR 45279 
(August 28, 2001).   
34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6 FR 64950 (December 17, 2001), amended by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67 
FR 2194 (January 16, 2002) (correcting the “All-Others” rate from 12.12 percent ad valorem to 2.49 percent ad 
valorem). 
35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6713 (February 10, 2003), amended by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12039 (March 13, 2003).   



8 

The Department rescinded the third and fourth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vering the periods July 
1, 2001, through June 30, 2002, and, July 1, 2002, through June 30, 2003, respectively.36 
 
There was no fif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3, through June 30, 
2004.  During the six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4, through June 30, 
2005,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eight of the thirteen companies did not have any 
shipmen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and 
consequently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ose eight companies.37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five remaining producers/exporters:  58.79 percent 
for Boorim Corporation, 58.79 percent for Dae Kyung Corporation, 3.77 percent for DMC, 58.79 
percent for Dine Trading Co., Ltd., and 58.79 percent for Dosko Co., Ltd.38 The margins for all 
of the remaining respondents, except DMC, were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because 
those companies failed to respond to the Department’s questionnaire.39  There was no seven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5, through June 30, 2006.  On August 20, 
2007,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eigh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6, 
through June 30, 2007, at the request of DMC.40  Subsequently, DMC withdrew its request for 
review and, as a result, the Department rescinded the review.41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and Scope Rulings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two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of this order.  In the first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INI Steel Company (“INI”)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Inchon for purposes of antidumping duty liability and that INI’s 
acquisition of 68.42 percent of Sammi’s equity did not change the status of either company as 
separate legal entities.42 43  In the second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Hyundai Steel Company (“Hyundai”)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INI, 
formerly Inchon and, therefore, INI’s exclusion from the order applied to Hyundai.44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one scope ruling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n August 15, 
2005,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uspension foil, other than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exclusion language, is subject to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45   

                                                 
36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68989 (November 14, 2002), and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56622 (October 1, 2003).  
37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and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in Part, 72 FR 4486 (January 31, 2007).   
38 Id. at 4490.   
39 Id.   
40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72 FR 48613 (August 24, 2007).   
41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2 FR 54239 (September 24, 2007). 
42 Inchon was exclud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4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43583 (June 28, 2002). 
44 See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71 FR 37906 (July 3, 2006). 
45 See Suspension Foil Scope 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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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et Reviews 
 
On June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46  

On November 22,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its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47  All of the petitioners participated in that sunset review.  
Based on the substantive comments provided by the petitioners and the inadequate responses, 
i.e., no responses, by all of the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48  On July 18, 2005, the Commission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49  Thus, on 
August 4, 2005,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50  On June 2,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instant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51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1)(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Petitioners claimed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s 771(9)(C) and (D)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and certified unions representing workers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processing SSSS in coils.   
 
On July 2, 2010, we received a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 from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3)(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inadequate responses, i.e., no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section 351.218(e)(1)(ii)(C)(2)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 of 
this order. 
 
Taiwan  
 
Less-Than-Fair Value Inves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n June 8, 1999,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was being or was 
likely to be sold at LTFV in the United States.52  The Department investigated four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Yieh United Steel Corporation (“YUSCO”), Tung Mung Development 
Co., Ltd. (“Tung Mung”), Chang Mien Industries Co., Ltd. (“Chang Mien”), and Yieh Mau 

                                                 
46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9 FR 30874 (June 1, 2004).    
47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Five 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69 FR 67892 (November 22, 
2004).   
48 Id.   
49 See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Korea, Mexico,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70 FR 41236 (July 18, 2005).   
50 Id. 
51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5 FR 30777 (June 2, 2010). 
52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64 FR 30592 (June 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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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oration (“Yieh Mau”), as well as one middleman of both YUSCO’s and Tung Mung’s 
product, Ta Chen Stainless Pipe Co., Ltd., and its affiliated U.S. subsidiary, Ta Chen 
International (CA) Corp.  (collectively “Ta Chen”).53  The Department concluded that Ta Chen 
had engaged in middleman dump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and calculated a single,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rate for Ta Chen’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SSSS in coils 
produced by YUSCO and Tung Mung,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ffirmative finding, the 
Commission examined whether the unfairly traded imports had materially injured a U.S. 
industry, and concluded that they had.54   

 
On July 27, 1999, the Department issu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overing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establishing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as follows:  Tung Mung/Ta Chen 
14.95 percent, Tung Mung 14.95 percent, Chang Mien (Excluded), YUSCO/Ta Chen 34.95 
percent, YUSCO 34.95 percent, and All-Others Rate 12.61 percent.55  Respondents Tung Mung 
and YUSCO contest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including the 
Department’s application of single weighted-average rates to merchandise produced by Tung 
Mung and YUSCO.  On July 3, 2001, the CIT remanded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on this 
issue and instructed the Department to “either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nd substantial 
evidence for its change in practice, or…apply a combination rate, consistent with its prior 
practice.”56   

 
On remand, the Department reconsidered its use of a single, weighted-average rate in this case 
and opted to assign combination cash deposit rates:  YUSCO/Ta Chen 36.44 percent, YUSCO 
21.10 percent, Tung Mung/Ta Chen 15.40 percent, and Tung Mung 0.00 percent.  Because it 
received a 0.00 percent margin, Tung Mung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57   On August 22, 
2002, the CIT sustained the Department’s remand determination.58  The petitioners subsequently 
appealed the CIT’s deci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  On January 15, 2004, the CAFC affirmed the CIT’s decision.59  On November 17, 
2004,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notice amending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s decision, and the Department excluded Tung Mung from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60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nin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the tenth is currently ongoing.  In the first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period January 4, 1999 to June 30, 2000,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of zero 
for YUSCO, zero for Tung Mung, 21.10 percent for Chia Far Industries Co., Ltd. (“Chia Far”), 

                                                 
53 Id.   
54 See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Mexico,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64 FR 40896 (July 28, 1999). 
55 See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From United Kingdom, Taiwan 
and South Korea, 64 FR 40555 (July 27, 1999). 
56 See Tung Mung Dev. Co., Ltd. v. United States, 25 C.I.T. 752, 773 (July 3, 2001).  
57 See Final Results of Re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Court Remand:  Tung Mung Dev. Co., Ltd. v. United States, 
Consol. Ct. No. 99-07-00457 (November 28, 2001).   
58 See Tung Mung Dev. Co. v. United States, 219 F. Supp. 2d 1333, 1342-43 (CIT 2002).   
59 See Tung Mung Dev. Co., Ltd. v. United States, 354 F.3d 1371 (Fed. Cir. 2004). 
60 See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urt Decis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69 FR 67311 (November 17, 2004) and 
Notice of Correction to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urt Decision in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70 FR 17658 (April 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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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2.61 percent for “All Others.”61  The petitioners and Chia Far contest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epartment’s first administrative review.  On appeal, the CIT affirmed the Department’s 
final results.62  In the second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period July 1, 2000 to June 30, 2001,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of zero for YUSCO, 1.11 percent for Chia Far, and 
21.10 percent for Tung Mung.63   

 
In the third administrative review, the Department found dumping margins of 1.96 percent for 
YUSCO, 0.98 percent for Chia Far, and 21.10 percent for Tung Mung.64  The four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ed thirteen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July 1, 2002, through 
June 30, 2003.65  On February 15, 2005,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of this 
review.66  In its final result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Yieh Mau Corporation, Ta Chen, Chain 
Chon Industrial Co., Ltd. (“Chain Chon”), Tung Mung67, and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China 
Steel”) did not export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sequently rescinded the review for those companies.68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following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remaining companies:69 

 
YUSCO           1.92 
Chia Far           1.10 
Chien Shing Stainless Steel Company, Ltd.   21.10 
(“Chien Shing”)      
Goang Jau Shing Enterprise Co., Ltd.    21.10 
(“Goang Jau”) 
PFP Taiwan Co. Ltd (“PFP Taiwan”)    21.10 
Tang Eng Iron Works Company, Ltd. (“Tang Eng”)  21.10 
Yieh Loong Enterprise Company, Ltd.    21.10 
(“Yieh Loong”) 
Yieh Trading Corporation     21.10 
 (“Yieh Trading”) 

                                                 
61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6682, 6684 (February 13, 2002).   
62 See Chia Far Industrial Factory Co., Ltd. v. United States, 343 F. Supp. 2d 1344 (CIT 2004). 
6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7 FR 76721 (December 13, 2002).  
64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5960 (February 9, 2004). 
65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68 FR 50750 (August 22, 2003).   
66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0 FR 7715 (February 15, 2005).   
67 Tung Mung was later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based on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See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urt Decis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69 FR 67311 (November 17, 2004).  
Therefore, though Tung Mung was a respondent in later reviews, the rates from these reviews are moot as Tung 
Mung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effective June 8, 1999.  See Notice of Correction to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urt Decision in the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70 FR 17658 (April 7, 2005).   
68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0 FR 7519, 7520-21 (February 15, 2005).  .   
69 Id. and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9 FR 48212, 48221-22 (August 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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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bruary 13, 2006,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of the fif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sixteen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of July 1, 2003, through June 30, 
200470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Ta Chen, Yieh Mau, Chain Chon, Tung Mung71, Tang 
Eng, Yieh Loong, and China Steel did not ship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and thus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ese companies.72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following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remaining companies:  YUSCO 
0.00 percent, Chia Far 1.36 percent, and Goang Jau, PFP Taiwan, Yieh Trading, and Chieng 
Shing all were each assigned a rate of 21.10 percent. 

 
On December 15, 2006,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of its six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fifteen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of July 1, 2004, through June 30, 
2005.73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Ta Chen, YUSCO, Yieh Mau, Chain Chon, Yieh 
Loong, and China Steel did not ship SSSS in coils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and thus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ese companies.74  The Department also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Emerdex Stainless Flat-Rolled Products, Inc., Emerdex 
Stainless Steel, Inc., and the Emerdex Group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Emerdex companies”) 
because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these companies were not identified as Taiwanese 
exporters or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75,76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following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remaining companies:  Chia Far 0.79 percent.  Goang Jau, PFP Taiwan, 
Yieh Trading, Chieng Shing, and Tang Eng were each assigned a rate of 21.10 percent.77   

 
On February 6, 200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of its seven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fifteen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of July 1, 2005, through June 30, 
2006.78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nine of the companies:  Chain Chon, Chien Shing, 
China Steel, Goang Jau, Ta Chen, Tang Eng, Yieh Loong, Yieh Mau, and YUSCO did not ship 
SSSS in coils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OR, and thus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ese companies.79  The Department also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e Emerdex 
companies because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be U.S. entities.80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following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remaining companies:  Chia Far 1.41 percent, PFP Taiwan, 
and Yieh Trading Corporation/Yieh Corp. 21.10 percent, respectively.81   
                                                 
70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7519 (February 13, 2006).   
71  See footnote 68, 
72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7520-21 (February 13, 2006).   
7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75504 (December 15, 2006).   
74 Id. at 75505.   
75 Id., and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45521, 45524 (August 9, 2006).   
76 Id. and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45521, 45524- 45525 (Aug. 9, 2006) (unchanged 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75504 (Dec. 15, 2006)). 
77 See 71 FR at 75506. 
78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6932 (February 6, 2008).   
79 Id. at 6933.   
80 Id., 73 FR at 6933-34. 
81 Id. at 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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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igh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initiated covered fifteen producers/exporters and the period 
July 1, 2006, through June 30, 2007.82   Petitioners withdrew their request for review for twelve 
of the companies.83 On December 9, 200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of this 
review.84  In its final results,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Ta Chen and YUSCO did not export 
SSSS in coil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and consequently rescinded the 
review for those companies..   85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sole remaining respondent, Chia 
Far, a dumping margin of 2.71 percent. 

 
At the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s,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its nin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wenty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of July 1, 2007, through June 30, 2008.86  
Petitioners withdrew their request for review of seventeen of the companies.  As a result the 
Department rescinded the review of those companies.87  On February 5,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results as to respondent Chia Far and also rescinded the review of two 
respondents, Ta Chen and YUSCO, based on finding that they did not ship subject merchandis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OR.88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the sole remaining 
respondent, Chia Far, a dumping margin of 4.30 percent.   

 
At the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s and Chia Far,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its ten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wenty-three producers/exporters for the period of July 1, 2008, through June 
30, 2009.89  On August 13, 2010,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preliminary results for this 
review.90   

 

Scope Rulings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one scope ruling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n August 15, 
2005,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suspension foil, other than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exclusion language, is subject to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91  
 
 
                                                 
82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72 FR 48613 (August 24, 2007).   
83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Notice of Extension of Time Limits for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16264 (March 27, 2008).   
84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74704 (December 9, 2008).   
85 Id. at 74706.   
86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73 FR 50308, 50309 (August 26, 
2008).   
87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39055, 39057 (August 5, 2009).   
88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5 FR 5947, 5949 (February 5, 2010).   
89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74 FR 42873 (August 25, 2009).   
90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5 FR 49467 (August 13, 2010). 
91 See Suspension Foil Scope Memorandum. 



14 

Duty Absorption Finding 
 
The Department has made one duty absorption finding to date concerning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In the four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2, through June 30, 
2003,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Chia Far had absorbed antidumping duties for all U.S. 
sales through its affiliated importer.92 

 
Sunset Reviews 

 
On June 1,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93

   On November 22, 2004,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its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94  The petitioners participated in that 
sunset review.  Based on the substantive comments provided by petitioners and the inadequate 
response of the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95  On July 18, 
2005, the Commission determine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96  On August 4, 2005,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notic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97   
 
On June 2, 2010,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the instant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98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section 351.218(d)(1)(i)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petitioners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s 771(9)(C) and (D) of the Act, as U.S. producers of SSSS in 
coils and certified unions representing workers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producing SSSS in coils. 
 
On July 2, 2010, we received a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 from the petitioners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under section 351.218(d)(3)(i).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section 351.218(e)(1)(ii)(C)(2) of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n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 of 
this order.   
   
                                                 
92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Adminstrative Duty Review, 70 FR 7715, 7717 (February 15, 2005). 
93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69 FR 30874 (June 1, 2004). 
94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Five 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69 FR 67892 (November 22, 
2004).    
95 Id. at 67899.   
96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from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Korea, Mexico,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70 FR 41236 (July 18, 2005).  
97 Se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Mexico, and Taiwan,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Ital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70 FR 44886 (August 4, 2005). 
98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5 FR 30777 (June 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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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s before and the period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In add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Commission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s were revoked.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Germany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believ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manufacturers/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Se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Germany (July 2, 2010) (“Germany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4.  Noting the margins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such margin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Id.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im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oi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has forced German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Germany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5-16.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reveal that the foreign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have continued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TFV.  Id. at 16.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Sunset Policy Bulletin,99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lude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dumping of SSSS in coils by producers,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from Germany,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to be revoked. 
 
Jap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manufacturers/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99 See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Policy Bulletin, 63 FR 18871 (April 16, 1998) (“Sunset Policy Bulletin”). 



16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See Petitioners’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Japan (July 2, 2010)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im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oi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has forced Japanese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Id. at 14.  Noting the antidumping margins assigned to the 
Japanese compan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ies led to a dramatic reduction in the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Japan with an overall drop of 89 percent during the post-order period.  Id. at 14, 15.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reveal that the foreign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have relied upon continued dumping 
to sustain their access to the U.S. market, and that “the Japanese cannot export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volu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such dumping is neutralized by antidumping duties.”  
Id. at 16.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lude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dumping of SSSS in coils by producers,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from Japan,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s were to be revoked. 
 
Korea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believ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manufacturers/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Se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Korea (July 2, 2010)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4.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im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has had a depressing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oint to the record history of the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has forced Korean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6.  Noting 
the antidumping margins assigned to the Korean compan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ies led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Korea with an overall volume of roughly one 
third of the pre-order volume during the current sunset post-order period.  Id at 17.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reveal that the foreign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have continued to rely on dumping, 
and that these trends are “… evidence of the impact of the antidumping duties, and the inability 
of POSCO and other Korean producers to ex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pre-order volumes 
without dumping the produ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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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lso note that in each of the comple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Korean producers were found to be dumping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Id.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lude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event of 
revocation, Korean producers would continue dumping, and would resume exports of substantial 
volumes of SSSS in coils to the United States.  Id. at 18. 
 
Taiw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believ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Taiwanese producers/exporters needing “to continue to unfairly price their SSSS 
shipments in order to sell them in the reduced quantities now shipped, and would have to 
increase unfair pricing to sell in higher volumes.”  See substantive response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for Taiwan (July 2, 2010)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8, 19.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im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has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Taiw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point to the record history of the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has forced Taiwanese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0.  
Noting the antidumping margins assigned to the Taiwanese compan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ies led to a  
reduction in the volume of subject imports from Taiwan with an overall drop of thirty-four 
percent of the pre-order volume during the current sunset post-order period.  Id at 21.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clude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becaus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in each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for certain respondents.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event of revocation, 
Taiwanese producers would continue dumping, and would resume exports of substantial volumes 
of SSSS in coils to the United States.  Id. at 22. 
 
Department’s Posi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specifically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H. Doc. No. 103-316, vol. 1 (1994),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s of likelihood of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ill be 
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B) of the A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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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considers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Germany: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subsequent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have decreased.  See Germany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5-16.  The Department 
confirmed the data using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the Commission.  See 
Import Volumes for th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dated September 30, 2010.  
The Department notes that in the full year100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e., 1997, the 
import volume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was 13,218 metric tons.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During the 2005-2009 period, imports of SSSSC in coils from Germany 
averaged 3,076 metric tons, indicating an overall decline in imports from the pre-order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proceeding indicated that 
German producers have continued to dump when selling their product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the post-order perio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general decline in subject imports from Germany as a result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Japan: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petitioner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decreased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5.  The Department confirmed the data using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the Commission.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The 
Department notes that in the full year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e., 1997, the import 
volume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was 53,356 metric tons.  Id.  During the 2005-2009 period,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averaged 11,612 metric tons, indicating an overall decline in 
imports from the pre-order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proceeding demonstrate that 
Jap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have continued to dump when selling their product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the post-order perio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subject imports from Japan as a result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Korea: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decreased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See Korea Substantive 

                                                 
100  When comparing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five-year sunset review period,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is to look at the full year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s opposed to prior to issuance of the order).  
See, e.g., Stainless Steel Bar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the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2 
FR 56985 (October 5, 2007)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Furfuryl Alcohol 
From Thailand;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1 FR 62583 
(October 26, 2006)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unchanged in Furfuryl 
Alcohol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72 FR 9729 (March 5, 2007)); Certain Large Diameter Carbon and Alloy Seamless Standard, Line 
and Pressure Pipe from Japan and Mexico;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0 FR 53159 (September 7, 2005)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http://ia.ita.doc.gov/frn/2007/0710frn/E7-19710.txt
http://ia.ita.doc.gov/frn/2006/0610frn/E6-17979.txt
http://ia.ita.doc.gov/frn/2006/0610frn/E6-17979.txt
http://ia.ita.doc.gov/frn/2005/0509frn/E5-4847.txt
http://ia.ita.doc.gov/frn/2005/0509frn/E5-4847.txt
http://ia.ita.doc.gov/frn/2005/0509frn/E5-48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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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at 16.  The Department confirmed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by using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the Commission.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The 
Department notes that in the full year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e., 1997, the import 
volume of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was 29,673 metric tons.  Id.  During the 2005-2009 period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Korea averaged 10,697 metric tons, indicating an overall decline 
in imports from the pre-order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proceeding indicated that 
Korean producers have continued to dump when selling their product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the post-order perio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subject imports from Korea as a result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aiwan: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data for the relevant periods which show that imports of 
SSSS in coils from Taiwan decreased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0.  The Department confirmed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by using tariff and trade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the Commission.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dated.  The 
Department notes that in the full year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e. 1997, the import 
volume of SSSSC in coils from Taiwan was 27,786 metric tons.  Id.  During the 2005-2009 
period imports of SSSSC in coils from Taiwan averaged 14,020 metric tons, indicating an overall 
decline in imports from the pre-order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proceeding indicate that 
Taiwanese producers have continued to dump when selling their product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the post-order period.  For each of the completed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Department 
has calculated dumping margins above de minimis.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subject imports from Taiwan as a 
result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Germany:  Citing to the SAA and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selects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See Germany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18.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erefore request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th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as amended, 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determination.  These rates are set for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s” section, above. 
 
Japan:  Citing to the SAA and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reports to the Commission the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however, that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indicates that the Department 
may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rate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rate 
originally calculated where a company has chosen to increase dump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market share.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8 (citing Sunset Policy Bulletin,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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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at 18873).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in this case,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ly on the margins for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amended, for all companies except 
Kawasaki/JFE, for which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e Department should use the 57.87 
percent assigned to Kawasaki/JFE in the fif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3, to June 30, 2004.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9.  
 
Korea:  Citing to the SAA and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selects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ee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8.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however, that the 
Policy Bulletin indicates that the Department may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rate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rate originally calculated where a company has chosen to 
increase dump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market share.  See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9 citing Sunset Policy Bulletin, 63 FR  at 18873. 
 
With respect to POSCO, Taihan and the all-others rate,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all upon 
the Department to reply upon the margi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With respect to DMC, 
which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that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a rate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all-others rate for DMC in the second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0, through June 30, 2001.101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in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the Department found it appropriate to rely on 
the higher rate for DMC because it determined that DMC’s import volumes and dumping 
margins increased and that the ‘increasing import volumes coupled with increasing dumping 
margins provide sufficient cause for the Department to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a rate other 
than calculated in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See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9-20 
citing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Issues and Decisions Memorandum at 8. 
 
Taiwan:  Citing to the SAA and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selects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2-3.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erefore request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th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that were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s 
amended, 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determination.  These rates are set for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s” section, above. 
 
Department’s Position: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provide to the Commission the company-specific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102  For companies not investigated specifically,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a margin based on the “All-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103  The 

                                                 
101 See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6713 (February 10, 2003), amended by Stainless Steel Sheet and 
Strip in Coil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68 FR 12039 (March 13, 2003).   
102 See Eveready Battery Co., Inc.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IT 1999). 
103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ia, 
Indonesia, Kazakhstan, Romania, South Afric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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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s p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104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to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See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105   
 
We find i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and Taiwan because these margins 
bes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producers/exporters of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and Taiwan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With respect to Korea, the Department agrees with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at it should report the r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amended, and that it should report the rate of 5.44 percent for DMC, based upon the precedent 
set in the first sunset review, and noting that no argument has been placed on the record of this 
review as to why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part from its decision to utilize the 5.44 percent for 
DMC in this sunset review. 
 
With respect to Japan, the Department agrees with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ly upon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Nisshin Steel Co., Ltd., Nippon Yakin Kogyo, Nippon Metal Industries, and the all-others rate.  
However, the Department disagrees with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that it should report the 
57.87 percent assigned to Kawasaki/JFE in the fif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3, to June 30, 2004.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the higher rate for 
Kawasaki/JFE provides a reasonable reflection of Kawasaki/JFE’s likely dumping.  Citing to a 
number of case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06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at such cases endorse the view that the fifth administrative review rate should be reported 
because it is higher than the rate assigned during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However, as set forth 
in the Department’s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epartment may report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margin for a particular company where a company has increased dumping to increase 
market share.  107    
 
In the instant case, unlike Paint Brushe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have not provided 
information to the Department to demonstrate that Kawaski/JFE has increased its im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market share.  They have only argued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has 
caused total import volumes to decrease.108 
 
Indeed,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establishes that the onus is on the party requesting more recent 
rates to be reported to the Commission to provide the Department with the necessary data, and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70506 (December 5, 2006) (“Hot-Rolled”),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104 See Hot-Rolled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105 See also Final Results of Full Sunset Review: Aramid Fiber Formed of Poly Para-Phenylene Terephthalamide 
From the Netherlands, 65 FR 65294 (November 1, 2000),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3. 
106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8, citing, e.g., Natural Bristle Paint Brushes and Brush Head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5 FR 
13489 (March 22, 2010) (“Paint Brushes”)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107 Sunset Policy Bulletin, 63 FR at 18873. 
108 Se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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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uch evidence has been placed on the record of this proceeding.109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has no reason to depart from its normal practice of reporting the r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or all companies.  Thus,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n SSSS in coils from 
Japan, the Department will report the rates for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s 
amended, to the Commission. 
 
The Department notes that although administrative reviews have been conducted, exports from 
Germany, Japan, Korea, and Taiwan a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rders have imposed a discipline on exports.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Japan, 
Korea, and Taiwan, while imports have decreased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s, the 
existence of continued dumping margins throughout the life of the orders demonstrates that if the 
orders were revoked, it is likely that the German, Japa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producers/exporters would continue dumping and selling in significant volumes.  Thus, with the 
exceptions noted above, the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rate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e Department will therefore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the margins lis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section, below.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We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SS in coils from Germany, 
Japan, Korea,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percentage margins: 
 
------------------------------------------------------------------------------------------------------------------- 
Manufacturers/Exporters     Weighted-Average Margin (percent) 
-------------------------------------------------------------------------------------------------------------------- 
 
Germany 
 
TKN 13.48   
All-Others Rate 13.48 
 
Japan 
 
Kawasaki Steel Corporation/JFE Steel Corporation 40.18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57.87 
Nisshin Steel Co., Ltd. 57.87 
Nippon Yakin Kogyo 57.87 
Nippon Metal Industries 57.87 
All-Others Rate 40.18 
 

                                                 
109 See Wooden Bedroom Furnitur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5 FR 19364 (April 14, 2010) )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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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POSCO 2.49 
Taihan 58.79 
DMC 5.44 
All-Others Rate 2.49 
 
Taiwan 
 
Tung Mung/TaChen 15.40 
Tung Mung Excluded 
YUSCO/Ta Chen 36.44 
YUSCO 21.10 
All-Others Rate 12.61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se final results of thes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gree_________    Disagree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nald K. Lorentz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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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March 5, 2013 
 
MEMORANDUM TO: Paul Piquado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mport Administration 
 
FROM:   Christian Marsh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SUBJECT: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Summary 
 
We have analyzed th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ing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we develop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are the issue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comment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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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Orders 
 
In 2001,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its 
final affirmative determinations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with respect to imports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Manufacturer/Producer/Exporter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perc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dia1

 

Ispat Industries Ltd.  (Ispat)      44.40 
 

Essar Steel Ltd. (Essar)      36.53 
 

All Others         38.72 
 
Indonesia2 
 PT Krakatau Steel Corporation (Krakatau)    47.86 
 

 All Others        47.86 
 
PRC3

 

Angang Group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New Iron & 
Steel Co., Ltd., and Angang Group Hong Kong Co., Ltd. 
(Angang)         69.85 
 

Shanghai Baosteel Group Corporation, 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and Baosteel Group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Baosteel)         64.20 
 
 

Benxi Iron & Steel Gro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rade  
Co., Ltd., Bengang Steel Plates Co., Ltd., and Benxi Iron &  

                                                 
1 See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Antidumping Dut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66 FR 60194 (December 3, 2001) (Indi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Order). 
2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onesia, 66 FR 49628 (September 28, 2001) (Indonesia Final Determination). 
3 Se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6 FR 49632 (September 28, 2001)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Angang, Baosteel, 
and Benxi appealed the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As a result of that appeal, the Department amended the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to reflect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remand determination, in which the Department recalculated 
margins of 31.09 percent, 12.39 percent, and 57.19 percent for Angang, Baosteel, and Benxi, respectively.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Court Decision, 70 FR 69734 (November 17, 2005) (PRC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R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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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Group Co., Ltd. (Benxi)      90.83 
 

Panzhihua Iron and Steel (Group) Co. (Panzhihua)   65.59 
 

Wu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Wuhan)   65.59 
 

PRC-Wide         90.83 
 
Taiwan4 

 An Feng Steel Co., Ltd. (An Feng)     29.14 
 

 China Steel Corporation/Yieh Loong (China Steel/Yieh Loong) 29.14 
 

 All Others        20.28 
 
Thailand5 

 Sahaviriya Steel Industries Public Co., Ltd. (SSI)      4.44 
 

 Siam Strip Mill Public Co., Ltd. (SSM)     20.30 
 

 All Others          4.44  
 
Ukraine6 

 Ukraine-Wide        90.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reafter,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ndividual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7 
 
In 2006,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the first sunset review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and found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8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determined,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4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aiwan, 66 FR 49618 (September 28, 2001) (Taiwan Final Determination). 
5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66 FR 49622 (September 28, 2001) (Thailand Final Determination). 
6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Ukraine, 66 FR 50401 (October 3, 2001) (Ukraine Final Determination). 
7 See Indi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Order;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onesia, 66 FR 60192 (December 3, 2001);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
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6 FR 59561 (November 29, 2001);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aiwan, 66 FR 59563 
(November 29, 2001);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66 
FR 59562 (November 29, 2001);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Ukraine, 66 FR 59559 (November 29, 2001). 
8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ia, 
Indonesia, Kazakhstan, Romania, South Afric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1 FR 70506 (December 5, 2006) (First Sunset Review). 



 

4 

recurrence of material injury to a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reasonably foreseeable 
time.9  As a result,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continu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10   
 
The case history for each order since the first sunset reviews is provided below.  Except as noted 
below for the Thai order, there have not been any duty absorption findings, scope clarifications, 
circumvention determinations, or changed circumstances determinations.    
 
India –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For the period 
December 1, 2005 through November 30, 2006,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zero or de minimis 
margins for three respondents and a 5.22 percent margin for one respondent, Essar.11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st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2005-2006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upon remand,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a margin of 9.01 percent for Essar.12  For the period December 1, 2006 
through November 30, 2007,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a 5.01 percent margin for Essar and 
rescinded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ree respondents.13  Finally, for the period 
December 1, 2007 through November 30, 2008,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 margin of 28.25 percent for Essar, and rescinded the review for three 
other respondents.14  The Department also rescinded four administrative reviews.15  The 
Department recently initia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period December 1, 2011 through 
November 30, 2012.16  
  
Indonesia –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9 See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From Argentina, China, India, Indonesia, Kazakhstan, Romania, South Afric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72 FR 61676 (October 31, 2007). 
10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72 FR 
73316 (December 27, 2007). 
11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31961 (June 5, 2008). 
12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Notice of Court Decision Not in Harmony With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Notice of Amende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7 FR 41374 (July 13, 2012). 
13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17951 (April 20, 2009) and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Notice of Rescission, in Part,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65291 (November 3, 
2008). 
14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Rescission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 in Part, 75 FR 27297 (May 14, 2010). 
15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Notice of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60689 (October 16, 2006);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6 FR 42679 (July 19, 2011);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Final Results of 2009-2010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6 
FR 62039 (October 6, 2011); and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7 FR 25404 (April 30, 2012).  
16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78 FR 6291 (January 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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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C – The Department completed one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November 1, 
2010 through October 31, 2011.  In that review, one respondent, Angang, lost its separate rate 
status and became part of the PRC-wide entity, to which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a margin of 
90.83 percent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17  The Department also rescinded the 2010-
2011 administrativ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one respondent and rescinded five other 
administrative reviews.18  The Department recently initiated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the 
period November 1, 2011 through October 31, 2012.19      
 
Taiwan –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mple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rescinded one administrative review.20 
 
Thailand – The Department has completed thre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For the 
period November 1, 2004 through October 31, 2005,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a margin of 8.23 
percent for Nakornthai Strip Mill Public Co., Ltd. (NSM) and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G Stee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G Steel).21  For the period November 1, 2005 through 
October 31, 2006, the Department calculated a 6.40 percent margin for G Steel and rescinded the 
review with regard to NSM.22  For the period November 1, 2007 through October 31, 2008,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G J Stee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G J Steel) was the successor-in-
interest to NSM and that G Steel and G J Steel should be collapsed and treated as a single entity, 
and applied a margin of 20.30 percent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to G Steel/G J 
Steel.23  The Department also rescinded one administrative review.24  Additionally, the 
Department completed on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covering the period July 1, 2006 

                                                 
17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and Final 
No Shipments Determin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2010-2011, 77 FR 69790 (November 21, 
2012). 
18 See PRC 2010-2011 Administrative Review;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1 FR 41769 (July 24, 2006);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2 FR 41710 (July 31, 2007);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3 FR 33988 (June 
16, 2008);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40165 (August 11, 2009); and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6 FR 66901 (October 28, 2011). 
19 Se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n 
Part, 77 FR 77017 (December 31, 2012). 
20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aiwan: Notice of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7 FR 14341 (March 9, 2012). 
21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2 FR 27802 (May 
17, 2007). 
22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3 FR 33396 (June 
12, 2008). 
23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4 FR 65518 (December 10, 2009). 
24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Notice of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73 FR 28101 (May 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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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June 30, 2007 in which it reinstated the order with respect to SSI and calculated a 
margin of 9.04 percent for SSI.25    
 
Ukraine –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On November 5, 2012,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secon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Act.26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the following domestic 
parties: ArcelorMittal USA, LLC, Gallatin Steel, Nucor Corporation, SSAB Americas, Steel 
Dynamics, Inc., and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collectively,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1)(i).  Each of these parties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 771(9)(C) of the Act as a manufacturer, producer, or 
wholesa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 domestic like product. 
 
On December 5, 2012,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dequate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3)(i).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no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ed by these sunset reviews.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3)(B) of the Act and 19 CFR 351.218(e)(1)(ii)(C)(2),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n addition,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The Department recently announced it was modifying its practice in sunset reviews such that i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ology 
found to b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inconsistent, i.e., zeroing/the denial of offsets.27  
                                                 
25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and Reinstatement in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4 FR 22885 (May 15, 2009) 
(Thailand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26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 77 FR 66439 (November 5, 2012). 
27 See Antidumping Proceedings: Calculation of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and Assessment Rate in 
Certain Antidumping Duty Proceedings; Final Modification, 77 FR 8101 (February 14, 2012)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stated that “only i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would it rely on margins other than those calculated and published in prior 
determinations.28  The Department further stated that apart from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t would “limit its reliance to margins determined or applied during the five-year 
sunset period that were not determined in a manner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and that it 
“may also rely on past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such as dumping margins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Section 129 proceedings,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use of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umping 
margins where no offsets were denied because all comparison results were positive.”29   
 
Below we address the comment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at where dumping has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since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finds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likely would lead to continued dumping.30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the Department 
recently modified its practice in sunset reviews such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t no longer relies upon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omputed in a WTO-inconsistent manner.31  In addit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revoke an order where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hav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32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dumping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has continued.33  They also contend import volumes from all six countries have 
declined substantially.34  As such,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orders 

                                                 
28 Id., 77 FR at 8103.   
29 Id.  
30 Se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India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Indonesia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the PRC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Taiwan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Thailand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11; and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December 5, 2012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Ukraine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31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9, citing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7, 
citing id.;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6, citing id.;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12, citing id.;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9-10, citing id.;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7, citing id. 
32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33 See generally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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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likely lead to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35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make the following claims regarding each of the orders:        
 
India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at even relying only on margins based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in light o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dumping has clearly continued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sinc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36  In particular,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Essar a dumping margin of 28.25 percent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in the 2007-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37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in 2000, the year prior to the order going into effec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were 
749,300 metric tons, but subsequent to the order being imposed, annual import volumes have 
ranged from just zero to 7.1 percent of that amount.38   
 
Indonesia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re still in effect 
since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have ever been conducted.39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can 
rely on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ey were based on parti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40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ell drastically 
during the first administrative review period and have remained well below pre-petition levels, 
with no recorded imports during the period 2006-2011.41         
 
PRC – In light o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at 
even relying just on dumping margins based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dumping has clearly 
persisted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sinc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42  Specifically,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Angang a margin of 90.83 percent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in the 2010-2011 administrative review.43  In addit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ver,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margins computed for Angang, Benxi, 
and the PRC-wide entity were based on partial or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the rates for 
the separate rate applicants (i.e., Panzhihua and Wuhan) were based partially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since they were based on the mandatory respondents’ rates (i.e., the rates for Angang, 
Benxi and Baosteel).44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import volumes skyrocketed from 
100,421 short tons in 1998 to 487,709 short tons in 2000, plummeted to 66 and 28 short tons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and while the volumes fluctuated in subsequent years, averaged just 
15,755 short tons annually during the 2006-2011 sunset review period.45     
 

                                                 
35 Id.  
36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37 Id. 
38 Id. at 11-12, citing import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see http://dataweb.usitc.gov).   
39 See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40 Id. 
41 Id. at 9.  
42 See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 
43 Id.   
44 Id.   
45 Id. at 8-9, citing import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see http://dataweb.usit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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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note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have ever been 
conducted and thus the rat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continue to be in effect.46  Since the 
investigation margins were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e Department may rely on these rat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ed dumping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47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more than tripled from 
224,248 short tons in 1998 to 725,286 short tons in 2000 and then dropped significantly to a 
fraction of these levels after the order was imposed, amounting to an average of just 7,827 short 
tons per year during the 2006-2011 sunset review period.48         
 
Thailand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in keeping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may rely on margins calculated based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to 
establish whether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and such margins exist for 
the order.49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e Department assigned a margin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to SSM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nd to G Steel/G J Steel in the 2007-
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50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equaled 212,067 metric tons in 2000, the year prior to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but 
dropped to 14,376 metric tons in 2001, and while they rose to 141,362 metric tons in 2006, have 
been very low since then.51       
 
Ukraine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at since n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f the order have 
ever been conducted, the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remains in effect.52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e Department can rely on 
this margin to determine wheth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because this margin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53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taled 209,793 net tons in the period November 1999 
through October 2000 (i.e.,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declined to 45,132 net tons during 
the subsequent twelve-month period, and have since persisted at levels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pre-petition levels, with no recorded imports during the period 2006-2011 except for 162 net tons 
in 2008.54  
 
Department’s Pos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 specifically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SAA), 
H.R. Doc. 103-316, vol. 1 (1994),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46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for Taiwan at 12. 
47 Id. at 13. 
48 Id. at 14-15, citing import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see http://dataweb.usitc.gov).    
49 See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 
50 Id. 
51 Id. at 12, citing import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see http://dataweb.usitc.gov).   
52 See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8. 
53 Id. 
54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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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s of likelihood will be made on an order-wide basis.55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re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an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56  With respect to the level of dumping, as noted abo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In 
considering import volumes,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B)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will 
consider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order.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each order is explained below.   
 
India –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the margin assigned to Essar in the 2007-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 which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serves as a basis for 
finding that dumping would likely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As stated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i}f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a manner not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in these disputes indicate that dumping continu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place, those dumping margins alone can form the basis for a determination that dumping 
will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to be revoked.”57  Also, as noted in the SAA,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58  
 
Moreover,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ubstantially from pre-order levels.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period 2006-
2011, imports fluctuated between 167 and 64,974 short tons on an annual basis, compared to 
825,961 short tons in 2000.59   
 
Give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mport volum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Indian order were revoked.     
 
Indonesia –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Indonesia virtually ceased after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In particular, 
the ITC’s DataWeb indicates there were no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during the period 

                                                 
55 See SAA at 879 and House Report at 56. 
56 See SAA at 889 and 890, House Report at 63-64,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57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58 See SAA at 890.   
59 See Memorandum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Import Volumes for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dated March 5, 2013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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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through 2011.60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noted that “if there 
are no dumping margins during the five-year sunset period, decreased volumes may provide 
another basis to determine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s removed.”61  The decreased volumes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declining to enter into some transactions at dumped prices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prior 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and likely would be 
made again if the possibility of antidumping duties were removed.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Indonesian order were revoked. 
 
PRC –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the margin assigned to the PRC-wide entity in the 2010-
2011 administrative review, which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serves as a basis 
for finding that dumping would likely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As stated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i}f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a manner not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in these disputes indicate that dumping continu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place, those dumping margins alone can form the basis for a 
determination that dumping will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to be revoked.”62  Also, as 
noted in the SAA,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63  
 
Furthermore,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have diminished significantly from pre-order levels.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period 2006-2010, imports fluctuated between 5,788 and 13,758 short tons annually and, 
despite rising to 46,236 short tons in 2011, these volumes represent a substantial decrease from 
the 487,708 short tons imported in 2000.64   
 
Give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mport volum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PRC order were revoked.     
 
Taiwan –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Taiwan declined substantially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the ITC’s DataWeb show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ranged from 4,867 to 9,510 short 
tons on an annual basis during the period 2006-2011, in contrast to 725,285 short tons in 2000.65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noted that “if there are no dumping 
margins during the five-year sunset period, decreased volumes may provide another basis to 
determine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s removed.”66  
The decreased volumes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declining to enter into some transactions at dumped prices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prior 
                                                 
60 Id.  
61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62 Id.   
63 See SAA at 890.   
64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65 Id.  
66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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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and likely would be made again if the 
possibility of antidumping duties were removed.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conclud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Taiwanese order were revoked. 
 
Thailand –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the margin assigned to G Steel/G J Steel in the 2007-
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 which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serves as a basis 
for finding that dumping would likely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As stated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i}f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a manner not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in these disputes indicate that dumping continu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place, those dumping margins alone can form the basis for a 
determination that dumping will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to be revoked.”67  Also, as 
noted in the SAA,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68  
 
Moreover,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from pre-order levels.  Specifically, while imports totaled 
155,826 short tons in 2006, they equaled just 2,171 short tons in 2007, 5,632 short tons in 2008, 
and 738 short tons in 2011, with no imports in 2009 and 2010.69  In general, these import 
volumes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decline from the 233,764 short tons imported in 2000.70  
 
Give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nd the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mport volum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Thai order were revoked.     
 
Ukraine – Our review of statistics from the ITC’s DataWeb demonstrates that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from Ukraine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order was imposed.  Specifically, the 
ITC’s DataWeb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162 short tons in 2008, there were no 
import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during the period 2006-2011.71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noted that “if there are no dumping margins during the five-year sunset 
period, decreased volumes may provide another basis to determine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s removed.”72  The decreased volumes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are declining to enter into some 
transactions at dumped prices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prior 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and likely would be made again if the possibility of antidumping duties were 
removed.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Ukrainian order were revoked. 
 
 

                                                 
67 Id.    
68 See SAA at 890.   
69 See Import Volumes Memorandum. 
70 Id.  
71 Id.  
72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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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at the Department’s general practice in sunset reviews is to 
report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ITC as the magnitude of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n the absence of the order.73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at althoug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states the Department will no longer rely on margins computed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in determining the likelihood of dumping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t does not state the Department is changing its practice with respect to the margins 
reported to the ITC as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in the absence of an order.74  However,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even i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were relevant in 
this context, the Department indicated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at it would 
continue relying on margins that were not WTO-inconsistent, including those based on facts 
available or calculated without the use of zeroing.75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make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magnitude of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for each order:   
 
India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ssar, Ispat, and all others.76  Even i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applied in this context,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no evidence is available to 
them showing that zeroing was utilized in calculating the investigation margins.77  However, if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report the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o the ITC,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mainta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he 28.25 percent margin from the 
2007-2008 administrative review for Essar since it i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is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78    
 
Indonesia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he margins for 
Krakatau and all other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ITC.79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at even i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were relevant here, the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73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2-13;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9-10;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9-20;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5-16;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9.   
74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 citing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citing id.;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1, citing id.;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6, citing id.;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5, citing id.;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9-10, citing id.  
75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4, citing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1, citing id.;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2, citing id.;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7, citing id.;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6, citing id.; and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citing id.  
76 See Ind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 
77 Id. at 14. 
78 Id. at 14-15. 
79 See Indonesia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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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were computed using parti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thu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80        
 
PRC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or Panzhihua, Wuhan, and the PRC-wide entity and the margins 
calculated upon remand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of 31.09 percent, 12.39 percent, and 57.19 
percent for Angang, Baosteel, and Benxi, respectively.81  Even i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were relevant in this context,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all of the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82  
Specifically,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state, the dumping margins for Angang, Benxi, and the 
PRC-wide entity were computed based on partial or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the margins 
for Panzhihua and Wuhan were based partially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s they were based on 
the mandatory respondents’ rates.83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while Baosteel’s 
margin was not based on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no evidence is available to them showing that 
zeroing was utilized in computing Baosteel’s margin.84          
 
Taiwan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ssert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he margins for An 
Feng, China Steel/Yieh Loong, and all other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ITC.85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all of the margin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because they were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86   
    
Thailand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ITC a margin 
of 20.30 percent for G Steel/G J Steel because this was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G Steel/G J 
Steel’s predecessor in the investigation, SSM.87  In addition,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mainta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SSI in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9.04 percent, as this more recent rate is more representative of SSI’s 
behavior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88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laim the Department 
should also report a margin of 9.04 percent for all others, since the all others rate of 4.44 percent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was based on SSI’s margin.89  If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were to apply in this context,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 determined for SSM in the investigation, 20.30 percent, as it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later applied to G Steel/G J Steel as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90                
 

                                                 
80 Id. at 11.   
81 See PRC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20. 
82 Id. at 22.   
83 Id.   
84 Id.   
85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6.   
86 Id. at 17-18.   
87 See Thailand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3-15.   
88 Id.    
89 Id. 
90 Id.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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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e Department should report the margin for all 
Ukrainian exporters/producer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ITC.91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contend this margin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therefore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92   
 
Department’s Position: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company-specific, weighted-averag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for each company.93  For companies not 
investigated specifically, or for companies that did not begin shipping until after the order was 
issued,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will provide a margin based on the all others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94  However, for the PRC, which the Department considers to be a non-market 
economy under section 771(18)(A)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have an all others rate.  
Thus, in non-market economy cases, instead of an all others rate, the Department uses an 
established country-wide rate, which it applies to all imports from exporters that have not 
established their eligibility for a separate rate.95

 

 
The Department’s p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96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 margin to report to the ITC, 
such as a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was modified pursuant to remand.97   
 
As noted above,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the Department has relied upon weighted-averag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that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i.e., 
zeroing, addressed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 regarding the margins to report to the ITC for each of the orders 
is enumerated below.   
 
India – The final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denial of offsets.  Specifically, the margins calculated for Essar and 
Ispat were margins where no offsets were denied because all comparison results were positive,98 

                                                 
91 See Ukraine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10.   
92 Id.    
93 See Eveready Battery Co., Inc.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IT 1999) (Eveready Battery). 
94 See First Sunset Review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95 See Bristol Metals L.P. v. United States, 703 F. Supp. 2d 1370, 1378 (CIT 2010) (citation omitted); see also 
Amanda Foods (Vietnam) Ltd. v. United States, 647 F. Supp. 2d 1368, 1379 (CIT 2009) (citation omitted). 
96 See Eveready Battery, 77 F. Supp. 2d at 1333; see also SAA at 890. 
97 See Corrosion-Resistant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German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Final Results of 
Full Sunset Reviews, 77 FR 72827 (December 6, 2012)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98 See Memoranda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SAS Log and Output for Essar from Original 



 

16 

and the all others rate was based on the weighted-average margins calculated for Essar and 
Ispat.99  Thus,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r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se are the only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Ind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ndonesia – The final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compu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denial of offsets.  In particular,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Krakatau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 because all comparison results were positive.100  That margin 
also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the all others rate.101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se are the only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Indones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PRC – Following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three mandatory respondents in that proceeding, 
Angang, Baosteel, and Benxi, challenged the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As noted abov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Department may report to the ITC a margin calculated subsequent to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uch as a rat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was modified pursuant to 
remand.  In this case, we find that the margins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remand for Angang, 
Benxi, and Baosteel are more predictive measures of these parties’ future behavior than the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us, for Angang and Benxi,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calculated upon remand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se margins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denial of offsets because all comparison 
results were positive and thus no offsets were denied.102  With respect to Baosteel, since the rate 
calculated upon remand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resulted in the denial of offsets,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i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rgin from the remand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recalculated without the denial of offsets.103      

                                                                                                                                                             
Investigation,” and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SAS Log and 
Output for Ispat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dated March 5, 2013.  
99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Postpone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66 FR 22157, 22163 (May 3, 2001), 
unchanged in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66 FR 50406 (October 3, 2001) and Indi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Order. 
100 See Memorandum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onesia; SAS Log and Output for 
Krakatau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dated March 5, 2013.  
101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onesia, 66 FR 22163, 22168 (May 3, 2001), unchanged in Indonesia Final Determination. 
102 See Memoranda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S Log and 
Output for Angang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nd Second Remand Determination” (Angang Memorandum) and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S Log 
and Output for Benxi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nd Second Remand Determination” (Benxi Memorandum), dated 
March 5, 2013.  
103 See Memorandum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S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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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 dumping margins for the separate rate respondents, Panzhihua and Wuhan, were based 
on the rates calculated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or Angang, Baosteel, and Benxi, and did not 
change as a result of the remand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104  These margins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denial of offsets because all of the comparison results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three mandatory respondents were positive and hence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105  The Department thus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for 
Panzhihua and Wuha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inally,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final dumping margin for the PRC-wide entity was 
based on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  Additionally, this 
rate did not change as a result of the remand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106  As a result,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i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rgi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PRC-wide entity.   
 
In sum,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as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those margins described above, which are the only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PRC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aiwan –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final dumping margins for An Feng and China 
Steel/Yieh Loong were based upon the use of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107  For the all others rate, the Department applied the average of the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in the antidumping duty petition as recalculated by the Department and this 
rate also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108  As such,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r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since 
these are the only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ailand – In 2006,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SSI, one of the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had not sold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and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revoked the order with respect to SSI.109  Subsequently,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and reinstated the antidumping duty 

                                                                                                                                                             
and Output for Baosteel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Second Remand Determination and Revised Calculation” dated 
March 5, 2013 (Baosteel Memorandum).   
104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6 FR 22183, 22193 (May 3, 2001), unchanged in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PRC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Remand. 
105 See Angang Memorandum, Baosteel Memorandum, and Benxi Memorandum.   
106 See PRC Final Determination, 66 FR at 49633 and PRC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Remand. 
107 For An Feng,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aiwan, 66 FR 22204, 22206 (May 3, 2001) (Taiwan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unchanged in Taiwan Final Determination; for China Steel/Yieh Loong, see Taiwan Final 
Determination, 66 FR at 49622. 
108 See Taiwan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66 FR at 22208, unchanged in Taiwan Final Determination. 
109 Se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Final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Partial Revoc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nd Partial Rescission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 71 FR 28659 (May 1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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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with respect to SSI.110  As stated abov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Department may 
report to the ITC a margin calculated subsequent to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SSI’s margin from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is a more 
predictive measure of future behavior than SSI’s margi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because 
it is a more recent indicator of SSI’s behavior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Thus,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o the ITC SSI’s rate from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but revised to eliminate the denial of offsets, since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SSI in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resulted in offsets being denied.111   
 
In addition,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e final dumping margin 
for SSM112 on the basis of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113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SSM’s margin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inally,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based the all others rate on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SSI.114  The all others rate did not change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conducted for SSI.  As such, the Department finds the all others rate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to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all other Thai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Since the all others rate (i.e., the margin 
calculated for SSI)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involved the denial of offsets, we determine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all others rate 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recalculated 
to eliminate the denial of offsets.115  
 
In conclusion,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as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those margins described above, which are the only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Thai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Ukraine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d the final dumping margin for 
the Ukraine-wide entity116 on the basis of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117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finds it appropri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the rate 

                                                 
110 See Thailand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111 See Memorandum from Deborah Scott, Case Analyst, through Robert James, Program Manager, to the File, 
“Sunset Review of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SAS Log and Output for SSI from 
Original Investigation,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and Revised Calculations,” dated March 5, 2013 (SSI 
Memorandum).  
112 The Department has never made a formal determination in an administrative review or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that G Steel (which was later collapsed with G J Steel) i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SSM.  
113 See Thailand Final Determination, 66 FR at 49624. 
114 See Notice of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ailand, 66 FR 22199, 22204 (May 3, 2001), unchanged in Thailand Final Determination. 
115 See SSI Memorandum. 
116 As of February 1, 2006, Ukraine graduated to market economy status.  See Final Results of Inquiry Into 
Ukraine'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71 FR 9520 (February 24, 2006).  As a result, the Ukraine-
wide rate is the all others rate. 
117 See Ukraine Final Determination, 66 FR at 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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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Ukrainian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 
 
We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 Indonesia, the PRC, Taiwan, Thailand, and Ukraine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t the following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Manufacturer/Producer/Exporter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perc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dia 

Ispat Industries Ltd.         44.40 
 

Essar Steel Ltd.        36.53 
 

All Others         38.72 
 
Indonesia 
 PT Krakatau Steel Corporation      47.86 
 

 All Others        47.86 
 
PRC 

Angang Group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New Iron & 
Steel Co., Ltd., and Angang Group Hong Kong Co., Ltd.  31.09 
 

Shanghai Baosteel Group Corporation, 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and Baosteel Group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12.34 
 

Benxi Iron & Steel Gro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rade  
Co., Ltd., Bengang Steel Plates Co., Ltd., and Benxi Iron &  
Steel Group Co., Ltd.         57.19 
 

Panzhihua Iron and Steel (Group) Co.     65.59 
 

Wu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65.59 
 

PRC-Wide         90.83 
 
Taiwan 

 An Feng Steel Co., Ltd.       29.14 
 

 China Steel Corporation/Yieh Loong     29.14 
 

 All Others        20.28 



Thailand 
Sahaviriya Steel Industries Public Co., Ltd. 

Siam Strip Mill Public Co., Ltd. 

All Others 

Ukraine 
All Others 

Recommendation 

7.35 

20.30 

4.41 

90.33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substantiv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se sunset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d notify the lTC of our findings. 

AGREE /' DISAGREE 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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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Indian Order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strength low-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by way of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lloy hot-rolled carbon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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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Ball bearings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United States Steel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U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urrently classifiable in the HTSU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strength low-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and 7226.99.00.00.1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customs purposes, the 
Department’s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dispositive. 

                                                 
1 Effective January 2007, HTSUS number 7226.99.01.80 replaced HTSUS number 7226.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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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Indonesian Order  
 
 For purposes of the order, the products covered ar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0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 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by way of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lloy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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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Ball bearing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U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lassified in the HTSU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and 7226.99.00.00.1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U.S.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dispositive. 
 
 
 
 
 
 
 
 
  

                                                 
1 Effective January 2007, HTSUS number 7226.99.01.80 replaced HTSUS number 7226.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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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PRC Order  
 
 The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ar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
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0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 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for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 Alloy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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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Ball bearing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U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lassified in the HTSU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7226.99.00.00, and 7226.99.0180.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U.S.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is dis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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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Taiwanese Order 
 
 The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ar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0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 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by way of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lloy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viii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Ball bearing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U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lassified in the HTSU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and 7226.99.01.80.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U.S.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is dis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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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Thai Order 
 
 For purposes of the order, the products covered ar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0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 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by way of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lloy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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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Ball bearings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lassified in the HT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fla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and 7226.99.01.80.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U.S.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under the order is dis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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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the Ukrainian Order 
 
 For purposes of the order, the products covered are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of a rectangular shape, of a width of 0.5 inch or greater, neither clad, plated, nor coated 
with metal and whether or not painted, varnished, or coated with plastics or other non-metallic 
substances, in coils (whether or not in successively superimposed layers),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in straight lengths of a thickness of less than 4.75 mm and of a width measuring at 
least 10 times the thickness.  Universal mill plate (i.e., flat-rolled products rolled on four faces or 
in a closed box pass, of a width exceeding 150 mm, but not exceeding 1250 mm, and of a 
thickness of not less than 4.0 mm, not in coils and without patterns in relief) of a thickness not 
less than 4.0 mm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Specifically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are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interstitial-free (IF)) steels,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HSLA) steels,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IF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low carbon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titanium or niobium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olumbium), or both, added to stabilize carbon and nitrogen elements. HSLA steels are 
recognized as steels with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mium, copper, niobium, 
vanadium, and molybdenum.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s contains micro-alloying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silicon and aluminum. 
 Steel produ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definitions in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re products in which: (i)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ii)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iii)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1.8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2.25 percent of silicon, or 
 1.00 percent of copper, or 
 0.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1.25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or 
 0.1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or 
 0.15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15 percent of zirconium. 
 All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scription provided above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rder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by way of example, 
are outside 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 
 - Alloy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in which at least on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exceeds 
those listed above (including, e.g.,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pecifications A543, A387, A514, A517, A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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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American Iron & Steel Institute (AISI) grades 
of series 2300 and higher. 
 - Ball bearing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 Tool steels,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 Silico-manganese (as defined in the HTSUS) or silicon electrical steel with a silicon 
level exceeding 2.25 percent. 
 - ASTM specifications A710 and A736. 
 - USS abrasion-resistant steels (USS AR 400, USS AR 500). 
 - All products (proprietary or otherwise) based on an alloy ASTM specification (sample 
specifications: ASTM A506, A507). 
 - Non-rectangular shapes, not in coil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having been processed by 
cutting or stamping and which hav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rticles or products classified 
outside chapter 72 of the HTSUS. 
 The merchandise subject to the order is classified in the HTSUS at subheadings: 
7208.10.15.00, 7208.10.30.00, 7208.10.60.00, 7208.25.30.00, 7208.25.60.00, 7208.26.00.30, 
7208.26.00.60, 7208.27.00.30, 7208.27.00.60, 7208.36.00.30, 7208.36.00.60, 7208.37.00.30, 
7208.37.00.60, 7208.38.00.15, 7208.38.00.30, 7208.38.00.90, 7208.39.00.15, 7208.39.00.30, 
7208.39.00.90, 7208.40.60.30, 7208.40.60.60, 7208.53.00.00, 7208.54.00.00, 7208.90.00.00, 
7211.14.00.90, 7211.19.15.00, 7211.19.20.00, 7211.19.30.00, 7211.19.45.00, 7211.19.60.00, 
7211.19.75.30, 7211.19.75.60, and 7211.19.75.90.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order, including: Vacuum degassed fully stabilized; high strength low alloy; and 
the substrate for motor lamination steel may also enter under the following tariff numbers: 
7225.11.00.00, 7225.19.00.00, 7225.30.30.50, 7225.30.70.00, 7225.40.70.00, 7225.99.00.90, 
7226.11.10.00, 7226.11.90.30, 7226.11.90.60, 7226.19.10.00, 7226.19.90.00, 7226.91.50.00, 
7226.91.70.00, 7226.91.80.00, and 7226.99.00.00.1  Subject merchandise may also enter under 
7210.70.30.00, 7210.90.90.00, 7211.14.00.30, 7212.40.10.00, 7212.40.50.00, and 7212.50.00.00.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U.S.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merchandise is dispositive. 
 
 
 
 
 
 

                                                 
1 Effective January 2007, HTSUS number 7226.99.01.80 replaced HTSUS number 7226.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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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20230 

A-475-820 
A-588-843 
A-580-829 
A-469-807 
A-583-828 
Sunset Reviews 
Public Document 
ADCVD/II: SMB 

fo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perations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pain, and Taiwan 

We have analyzed the responses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covering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SSWR) from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Korea), Spain, and Taiw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approve the positions 
describ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sec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elow is the complete 
list of the issues in these sunset reviews for which we received substantive responses: 

1. Likelihood of the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Background 

On May 1, 2015,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pursuant to section 751(c)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s amended (the 
Act). 1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a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from Carpent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arpenter), a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within the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1 See Initiation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80 FR 24900 (May I ,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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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18(d)(1)(i).2  Carpenter claimed interested party status under section 771(9)(C) of the Act, 
as a manufacturer of a domestic-like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complete substantive responses to the notice of initiation fro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within the 30-day deadline specified in 19 CFR 351.218(d)(3)(i).3  We 
received no substantive responses from respondent interested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orders covered by these sunset reviews, nor was a hearing requested.  As a result, pursuant to 19 
CFR 351.218(e)(1)(ii)(C)(2),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expedited (120-day)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The orders on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companies, which received zero or de minimis rates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s a result were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on Italy, Japan, and Taiwan, respectively4:  Acciaierie Valbruna 
S.r.l./Acciaierie di Bolzano S.p.A.;5 Hitachi Metals, Ltd.; and Yieh Hsing Enterprise Corp., Ltd. 
 
Scope of the Orders 
 
The merchandise covered by these orders is SSWR, which comprises products that are hot-rolled 
or hot-rolled annealed and/or pickled and/or descaled rounds, squares, octagons, hexagons or 
other shapes, in coils, that may also be coated with a lubricant containing copper, lime, or 
oxalate. SSWR is made of alloy steels containing, by weight, 1.2 percent or less of carbon and 
10.5 percent or more of chromium, with or without other elements. These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only by hot-rolling or hot-rolling, annealing, and/or pickling and/or descaling, are 
normally sold in coiled form, and are of solid cross-section. The majority of SSWR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round in cross-sectional shape, annealed and pickled, and later cold-finished into 
stainless steel wire or small-diameter bar. 
 
The most common size for such products is 5.5 millimeters or 0.217 inches in diameter, which 
represents the smallest size that normally is produced on a rolling mill and is the size that most 
wire-drawing machines are set up to draw. The range of SSWR sizes normally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between 0.20 inches and 1.312 inches diameter. Two stainless steel grades, SF20T and 

                                                 
2  See May 15, 2015, letter regarding “Five-Year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Spain, and Taiwan - Notice of Intent to Participate.” 
3  See June 1, 2015, letters from the petitioners regarding “Five-Year (3r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Spain, and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Italy Substantive Response, Japan Substantive Response, South Korea Substantive 
Response, Spain Substantive Response, and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respectively). 

4  See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63 FR 49327 (September 
15, 1998);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Japan, 63 FR 49328 (Sept. 15, 1998); 
and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Taiwan, 63 FR 49332 (September 15, 1998). 

5  In 2006,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Acciaierie Valbruna S.p.A was the successor in interest to Acciaierie 
Valbruna S.r.l.  Se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tidumping Duty Review, 71 FR 24643 (April 26, 2006) (SSWR Italy 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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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35FL, ar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orders. The chemical makeup for the excluded 
grades is as follows: 
 
------------------------------------------------------------------------------ 
                        SF20T 
------------------------------------------------------------------------------ 
Carbon..............................................            0.05 max 
Chromium............................................          19.00/21.00 
Manganese...........................................             2.00 max 
Molybdenum..........................................            1.50/2.50 
Phosphorous.........................................             0.05 max 
Lead................................................     added (0.10/0.30) 
Sulfur..............................................             0.15 max 
Tellurium...........................................     added (0.03 min) 
Silicon.............................................             1.00 max 
------------------------------------------------------------------------------- 
 
 
------------------------------------------------------------------------------- 
                       K-M35FL 
------------------------------------------------------------------------------- 
Carbon..............................................            0.015 max 
Nickel..............................................             0.30 max 
Silicon.............................................            0.70/1.00 
Chromium............................................             12.50/14.00 
Manganese...........................................             0.40 max 
Lead................................................                  0.10/0.30 
Phosphorous.........................................             0.04 max 
Aluminum............................................             0.20/0.35 
Sulfur..............................................                   0.03 max 
------------------------------------------------------------------------ 
 
The products subject to these orders are currently classifiable under subheadings 7221.00.0005, 
7221.00.0015, 7221.00.0030, 7221.00.0045, and 7221.00.0075 of the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  Although the HTSUS subheading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and customs purpos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scope of these orders is 
dis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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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Orders 
 
Italy 
 
On July 29,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WR from Italy.6  On September 15,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Italy.7  For Italy,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Acciaierie Valbruna S.r.l./Acciaierie di Bolzano S.p.A. 1.27 (excluded) 
Cogne Acciai Speciali S.r.l. 11.258 
All-Others Rate 11.259 
 
The Department has twice continued the order as a result of prior sunset reviews.10  Since the 
most recent continuation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review of the order.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Italy other than Valbruna,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6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63 FR 40422 (July 29, 1998). 
7  See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63 FR 49327 (Sept. 15, 

1998). 
8  As a result of Section 129 proceedings to imple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Panel in US-Zeroing (EC), the margin changed from 12.73 percent to 11.25 percent.  Se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dings of the WTO Panel in US--Zeroing (EC): Notice of Determinations Under Section 129 of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and Revocations and Partial Revocations of Certain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2 FR 
25261, 25263 (May 4, 2007) (Section 129 Notice). 

9  Id. 

 10  Se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8 FR 68862 (December 10, 2003);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Japan;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8 FR 68864 (December 10, 2003);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South Korea;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8 FR 68863 (December 10, 
2003);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Spain;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8 FR 68866 (December 10, 2003); and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68 FR 68865 (December 10, 2003) (First Sunset Finals);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Sweden, and Taiwan, 69 
FR 50167 (August 13, 2004)(2004 Continuation Notic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pain, and Taiwan: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4 
FR 56179 (October 30, 2009) (Second Sunset Final); and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Italy,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pain, and Taiwan: Continu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5 FR 34424 (June 17, 2010)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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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On July 29,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WR from Japan.11  On September 15,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Japan.12  For Japan,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Daido Steel Co., Ltd. 34.21 
Hitachi Metals, Ltd. 0.00 (excluded) 
Nippon Steel Corp. 21.18 
Sanyo Special Steel Co., Ltd. 34.21 
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 Ltd. 34.21 
All-Others Rate 25.26 
 
The Department has twice continued the order as a result of prior sunset reviews.13  Since the 
most recent continuation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review of the order.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Japan other than Hitachi Metals, 
Ltd.,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Korea 
 
On July 29,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WR from Korea.14  On September 15,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Korea.15  On August 8, 2001,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a court decision on SSWR from Korea.16  For Korea,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Dongbang Special Steel Co., Ltd./Changwon Specialty  5.77 
  Steel Co., Ltd./Pohang Iron and Steel Co., Ltd. 
Sammi Steel Co., Ltd. 28.44 
All-Others Rate 5.77 
 
                                                 

11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Japan, 63 FR 40434 (July 29, 1998). 

12  Notice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Japan, 63 FR 49328 (September 15, 
1998). 

13  See First Sunset Final; 2004 Continuation Notice; Second Sunset Final; and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14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Korea, 63 FR 40404 (July 29, 1998). 
15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Korea, 63 FR 49331 (September 15, 1998) (LTFV Investigation Korea). 
16  Id., as amended by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Korea: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Pursuant to Court Decision, 66 FR 41550 (August 8, 2001), corrected at 66 FR 46066 
(January 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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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has twice continued the order as a result of prior sunset reviews.17  Since the 
most recent continuation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review of the order.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Korea. 
 
Spain 
 
On July 29,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WR from Spain.18  On September 15,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Spain.19  For Spain,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Roldan S.A. 2.7120 
All-Others Rate 2.7121 
 
The Department has twice continued the order as a result of prior sunset reviews.22  Since the 
most recent continuation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review of the order.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Spain. 
 
Taiwan 
 
On July 29,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its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of 
SSWR from Taiwan.23  On September 15, 1998, the Department published an amended final 
determination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Taiwan.24  For Taiwan, the 
Department found the following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Walsin Cartech Specialty Steel Corp. 8.29 
Yieh Hsing Enterprise Corp., Ltd. 0.02 (excluded) 
All-Others Rate 8.29 
 

                                                 
17  See First Sunset Final; 2004 Continuation Notice; Second Sunset Final; and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18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Spain, 63 FR 40391 (July 29, 1998). 
19  See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Spain, 63 FR 49330 (September 15, 1998). 
20  As a result of Section 129 proceedings to imple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WTO Panel in US-Zeroing (EC), 

the margin changed from 4.76 percent to 2.71 percent.  See Section 129 Notice, 72 FR at 25263 (May 4, 2007). 
21  Id. 
22  See First Sunset Final; 2004 Continuation Notice; Second Sunset Final; and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23  See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Taiwan, 63 FR 40461 (July 29, 1998). 
24  See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Taiwan, 63 FR 49332 (September 1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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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has twice continued the order as a result of prior sunset reviews.25  Since the 
most recent continuation of the order, the Department has not conducted any review of the order.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Taiwan other than Yieh Hsing 
Enterprise Corp., Ltd.,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Duty Absorption,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s, and Scope Inquiries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scope inquiry with respect to SSWR from Italy, Japan, Spain, and 
Taiwan, in which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certain stainless steel bar that is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rom SSWR imported from multiple subject countries is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26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conducted a changed 
circumstances review with respect to SSWR from Italy, where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Acciaierie Valbruna S.p.A. was the successor-in-interest to Acciaierie Valbruna S.r.l., a company 
excluded from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on SSWR from Italy.27  There have been no duty 
absorption findings concerning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Legal Framework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51(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is conducting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determine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the Act provide 
that, i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Department shall consider both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s before and the period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accompanying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specifically the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H.R. Doc. 103-316, 
vol. 1 (1994) (SAA), the House Report, H. Rep. No. 103-826, pt. 1 (1994) (House Report), and 
the Senate Report, S. Rep. No. 103-412 (1994) (Senate Report), the Department’s determinations 
of likelihood will be made on an order-wide, rather than company-specific, basis.28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normally determines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when, among other scenarios:  (a)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b)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ceased after issuance of the order; or (c) dumping was eliminate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and import volumes for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declined significantly.29   

                                                 
25  See First Sunset Final; 2004 Continuation Notice; Second Sunset Final; and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26  See Notice of Scope Rulings, 70 FR 41374, 41375 (July 19, 2005). 
27  See SSWR Italy CCR, 71 FR 24643. 
28  See SAA at 879 and House Report at 56.   
29  See SAA at 889-90, House Report at 63-64,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See also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Five-Year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s; Policy Bulletin 98.3, 
63 FR 18871, 18872 (April 16, 1998) (Sunset Policy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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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as a base period of import volume comparison, it is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to use 
the one-year period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the level 
of pre-order import volumes, as the initi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may dampen import volumes 
and, thus, skew the comparison.30  Also, when analyzing import volumes for second and 
subsequent sunset reviews,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is to compare import volumes during the 
year preceding initiation of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to import volum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last continuation notice.31 
 
Further,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stat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Generally, the Department selects the dumping margins from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as these rates are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s tha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32  However,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more recently calculated rate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e.g., “if dumping 
margins have declined over the life of an order and imports have remained steady or increased, 
{the Department} may conclude that exporter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dumping at the lower rates 
found in a more recent review.”).33    
 
In February 2012, the Department announced it was modifying its practice in sunset reviews 
such that i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ology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i.e., zeroing/the denial of offsets).34  In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stated that “only i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would it rely on margins other than those calculated and published in prior 
determinations.35  The Department further stated that apart from the “mos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t would “limit its reliance to margins determined or applied during the five-year 
sunset period that were not determined in a manner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 and that it 
“may also rely on past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such as dumping margins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Section 129 proceedings, 

                                                 
30  See, e.g., Stainless Steel Bar from Germany; Final Results of the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2 FR 56985 (October 5, 2007),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31  See Ferrovanadium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s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79 FR 14216 (March 13, 2014)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32  See SAA at 890; see also Persulfat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11868 (March 5, 2008),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33  See SAA at 890-91. 
34  See Antidumping Proceedings: Calculation of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and Assessment 

Rate in Certain Antidumping Duty Proceedings; Final Modification, 77 FR 8101, 8103 (February 14, 2012)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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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use of total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dumping 
margins where no offsets were denied because all comparison results were positive.”36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4)(A) of the Act, a dumping margin of zero or de minimis shall not by 
itself require the Department to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D order would not be likely to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sales at LTFV.37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1.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believes that revocation of thes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by the manufacturers/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as well as material injury to the U.S. industry.  See the 
June 1, 2015, substantive responses of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for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June 1 responses) at page 2. 
 
With respect to volume of expor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sserts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orders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SSWR from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points to record history of the order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s has forced foreign producers of subject merchandis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volume of sal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the June 1 responses at pages 
11-16.  Nonetheles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stat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reveal that the subject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have continued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TFV.  See the June 1 responses at pages 13-17. 
 
Citing to the Department’s Sunset Policy Bulleti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concludes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an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s inappropriate 
where dumping continued at any level above de minimi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38  In 
sum,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argues that record evidence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dumping of SSWR by producers,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s were to be revoked. 
 
Department’s Position: 
 
As explained in the Legal Framework section above,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revocation of 
the order would be likely to lead to continuation of dumping, sections 752(c)(1)(A) and (B) of 
                                                 

36  Id. 
37  See Folding Gift Box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 Results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2 FR 16765 (April 5, 2007),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1. 

38  Se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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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instruct the Department to consider:  (1)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bsequent reviews; and (2) the volume of imports of the 
subject merchandise for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AD order.  According to 
the SAA,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order “is highly probative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If companies continue to dump with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dumping would continue if the discipline were 
removed.  If imports cease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exporters 
could not s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dumping and that, to reenter the U.S. market, they 
would have to resume dumping.”39  In addition, “declining import volumes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dumping margins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order may provid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absent an order, dumping would be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the evidence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exporter needs to dump to sell at pre-order volumes.”40   
 
Alternatively,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provides that declining (or no) dumping margins 
accompanied by steady or increasing imports may indicate that foreign companies do not have to 
dump to maintain market sh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dumping is less likely to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41 
 
As noted above, when analyzing import volumes for second and subsequent sunset reviews, the 
Department’s practice is to compare import volumes during the year preceding initiation of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i.e., 1997 for these sunset reviews) to import volum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last continuation notice.  The last continuation notice for these sunset reviews 
was issued in June 2010.42  Therefore, for these sunset reviews we examined import volumes in 
1998 as compared to import volumes during the sunset review period (i.e., 2010-2014).43  

Furthermore,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in effect to 
determine whether dumping continued at above de minimis levels during the sunset review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did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a WTO-inconsistent methodology 
for any country except Taiwan as noted below. 
 
Italy: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web statistic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which shows 
that imports of SSWR from Italy fluctuated between 566,517 kilograms and 661,895 kilogram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9.44  During this sunset review period, import 
volumes from Italy declined rapidly and a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45  The 
                                                 

39  See SAA at 890. 
40  Id. at 889, the House Report at 63, and the Senate Report at 52. 
41  See SAA at 889-90, House Report at 63, and Senate Report at 52.  

 42  See 2010 Continuation Notice. 
43  See the July 30, 2015, memorandum to the file from Stephen Bailey entitled, “Placing Data from the 

ITC Trade Dataweb on the Record of the Expedited Sunset Reviews of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ITC Dataweb Memo).   

44  See ITC Dataweb Memo. 
4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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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remain in effect for the investigated 
companies except for Valbruna,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Further, we note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margin for the sole remaining individual respondent with an affirmative 
margin covered by the order is WTO-consistent.  That is, the calculation of such margin was not 
affected by zeroing because it was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a Section 129 proceeding.46  
Moreover, this margin was also assigned as the All-Others rate.  Accordingly,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recur if the order is 
revoked. 
 
Japan: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web statistic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which 
shows that imports of SSWR from Japan fluctuated between 53,104 kilograms and 97,972 
kilogram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9.47  Subsequent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mports from Japan steadily declined and are significantly below 
pre-order volumes.48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remain in effect 
for the investigated companies except for Hitachi Metals, Ltd.,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Further, we note that we recalculated the highest of these margins without the denial of 
offsets for non-dumped sales, and the revised margin is still above de minimis.49  Because this 
recalculated margin is not affected by zeroing, it is WTO-consistent.  Accordingly,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recur if the 
order is revoked. 
   
Korea: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9, imports from Korea virtually 
ceased.50  The near complete withdrawal by Korean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the U.S. market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not able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any significant volume in the U.S. 
market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addition, we note that the margins establish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Korean producers/exporters.  Further, we note that 
the highest of these margins is based on the highest rate in the petition as adverse facts available 
and, as such,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  Accordingly,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dumping would likely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is revoked,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Spain:  Subsequent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 imports from Spain declined 
rapidly and never resumed.51  The complete withdrawal by Spanish producers/exporters from the 
U.S. market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not able to sell subject merchandise in any volumes in the 
U.S. market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In addition, we note that the margins establish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remain in effect for all Spanish producers/exporters.  Further, we note 
                                                 

46  See Section 129 Notice. 
47  See ITC Dataweb Memo. 
48  Id.   
49  See Memorandum from Stephen Bailey, Senior Analyst, to Melissa Skinner, Director, Office II, “WTO-

Consistent Margin Calculation for SSWR from Japan,” dated August 29, 2015 (Japan Memo).   
50  See ITC Dataweb Memo. 
5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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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calculations of these margins are WTO-consistent.  That is, the calculation was not 
affected by zeroing because the final LTFV margins were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a Section 129 
proceeding.52  Moreover, this margin was also assigned as the All-Others rate.  Accordingly,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dumping is likely to 
recur if the order is revoked. 
 
Taiwan:  The Department examined the ITC Dataweb statistics for the relevant period which 
shows that imports of SSWR from Taiwan fluctuated between 7,432,151 kilograms and 
12,135,568 kilogram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nset review in 2009.53  Although import 
volumes increased over the sunset review period, they still were below pre-order levels.54  
Further, we note that th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for all Taiwanese producers/exporters of SSWR 
with the exception of Yieh Hsing Enterprise Corp., Ltd.,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der.  
Further, we note that we revised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from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without the denial of offsets for non-dumped sales by relying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output from the SAS program, and based on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value of the offset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vised margin is still above de minimis.55  
Given that dumping margins continued to exist at levels above de minimis since the last sunset 
review and imports are below pre-order levels, the Department finds that dumping would likely 
continue or recur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1) of the Act. 
 

2.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nterested Party Comments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y requests that the Department report to the ITC the antidumping 
duty margins that were determ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s amended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nset Policy Bulletin, as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findings were revoked.  These rates are set for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s” section, above.  
With regard to Taiwan, the domestic interested parties argue that, because there is no record 
evidence that zeroing was used in calculating the LTFV dumping margins, these margins are 
WTO-consistent.56 
 

                                                 
52  See Section 129 Notice. 
53  See ITC Dataweb Memo. 
54  Id.   
55  Memorandum from Stephen Bailey, Senior Analyst, to Melissa Skinner, Director, Office II, “WTO-

Consistent Margin Calculation for SSWR from Taiwan,” dated August 29, 2015 (Taiwan Memo). 
56  See Taiwan Substantive Response at pag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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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s Posi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752(c)(3) of the Act, th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shall provide to the ITC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that is likely to prevail if the order were revoked.  
Norm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select a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o report to the ITC.57  The Department’s preference is to select a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 because it is the only calculated rate tha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th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or suspension 
agreement in place.58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Department may select a more 
recent rate to report to the ITC.  Finally, as explained abo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rely on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rgins 
that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ology found to be WTO-inconsistent.59  
 
As indicated in the “Legal Framework” section above, the Department’s current practice is to not 
rely on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calculated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Instead, we may rely on other rates that may be 
available, or we may recalculat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s using our current offsetting 
methodology i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60   
 
Italy and Spain:  After considering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we find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s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se margins bes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As noted above, the margin calculations involving Italy and Spain were not affected by 
zeroing because the final LTFV margins for these countries were recalculated pursuant to 
Section 129 proceedings.61  As a result, we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s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lis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 section below.   
 
Japan:  After considering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we find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recalculated, WTO-consistent margins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se margins bes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As noted above, the LTFV margin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Therefore, the Department has determined that these rates should be recalculated without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Upon recalculating the rates without zeroing, the Department found 

                                                 
57  See SAA at 890; see also, e.g., Persulfat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f Final Results 

of Expedited Second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rder, 73 FR 11868 (March 5, 2008), and accompanying 
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at Comment 2. 

58  See Eveready Battery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77 F. Supp. 2d 1327, 1333 (CIT 1999); see also SAA 
at 890. 

59  See 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 77 FR at 8103. 
60  Id. 
61  See Section 129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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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de minimis margins up to 33.58 percent.62  As a result, we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lis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 section below.  
 
Korea:  After considering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administrative reviews, we find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the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ese margins best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Specifically, the highest margin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for Korea is based on the margin from the petition and did not involve the 
denial of offsets.  As a result, we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lis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Sunset Reviews” section below.     
 
Taiwan:  After considering the dumping margins determined in the LTFV investig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administrative review, we find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ovide the ITC with the 
recalculated, WTO-consistent margin from the LTFV investigation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likely to prevail because this margin best reflects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ithout the discipline of an order in place.  As noted above, the single 
remaining LTFV margin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The Department has 
determined that this margin should be recalculated without using the zeroing methodology.  The 
record contains a printout of the SAS program log and output from the amended original 
investigation used to determine the LTFV margin.63  The information therein confirms that there 
were sales with negative comparison results and, therefore, we are revising the weighted-average 
dumping margin from the underlying investigation by relying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output from the SAS program, and based on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value of the 
offset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Specifically, we have assumed that, for all U.S. sales with 
negative comparison results, that the normal value is zero.  As such, the maximum possible value 
of offsets is the total value of U.S. sales with negative comparison results.  When this estimated 
value of offsets is applie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dumping foun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Department determines that the estimated magnitude of dumping using a method found to be 
WTO-consistent would be at least 2.22 percent for Walsin Cartech Specialty Steel Corp., and for 
all other Taiwanes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SSWR.64  
 
Accordingly, based on our review of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we determined that LTFV 
margins would have been above de minimis even without zeroing negative margins (i.e., 
applying a WTO consistent methodology).65  As a result, we will report to the ITC the margin of 
dumping likely to prevail listed in the “Final Results of Sunset Reviews” section below. 
 

                                                 
62  See Japan Memo.    

 63  See Notice of Amendment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and Antidumping 
Duty Order: Stainless Steel Wire Rod From Taiwan, 63 FR 49332 (September 15, 1998).    

64  See Taiwan Memo.  
65  Id.  



Final Results of Sunset Reviews 

We determine that revoc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orders on SSWR from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and Taiwan would likely lead to continuation or recurrence of dumping, and that the 
magnitude of the dumping margins likely to prevail would be weighted-average margins up to 
the following percentages: 

Country 
Italy 
Japan 
Korea 
Spain 
Taiwan 

Recommendation 

Weighted-Average Margin (percent) 
11.25 
33.58 
28.44 

2.71 
2.22 

Based on our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we recommend adopting all of the above 
positions. If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accepted, we will publish these final results of reviews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gree _ __:_/ __ 

Paul Piquado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Date 

Disagree 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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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发布

【发布时间:2013年01月22日 】 【来源：产业司】 【字体：大 中 小】

工信部联产业〔201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局）、国土资源厅（局）、商务厅（局）、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国资委（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工商部门、银监局、证监局：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是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大企业大集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

发〔2010〕27号）、《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国发〔2011〕47号）提出，要以汽车、钢铁、水

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等行业为重点，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现就

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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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规

模效益显著的行业为重点，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

配置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重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二）基本要求

　　    ——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准则，尊重

企业意愿，由企业通过平等协商，自愿自主地开展兼并重组。

　　——完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完善相关行业规划和政策措施，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

环境。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服务管理体系，努力消除制约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机制障碍，规范行政行为。

　　——推动体制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完善治理结构，增强技术优势，开展管理创新，加

强品牌建设，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国际竞争力，推进转型升级。

　　——实行分类指导，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结合行业自身特点和企业实际情况实行分类指导，促进各种所

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形成结构合理、有效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格局。

　　——加强统筹兼顾，维护企业、社会和谐稳定。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兼顾国家、地方、企业和

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和企业职工等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和改善内部管理，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完善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要以产业政策为引导、以产业发展的重点关键领域为切入点，鼓励大型骨干企业

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延伸产业链，组成战略联盟；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

全球资源整合与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汽车行业。到2015年，前10家整车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90%，形成3－5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

业集团。

　　推动整车企业横向兼并重组。鼓励汽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方式整合要素资源，优化产品系列，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产能利用率，大力推动自主品牌发展，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推动零部件企业兼并重组。支持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与整车生产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发展战略联盟，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化生产。

　　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向服务领域延伸。完善汽车行业服务体系，以品牌营销为主体，大力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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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采购、现代物流、汽车金融、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支持参与全球资源整合与经营。鼓励汽车企业“走出去”，把握时机开展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

置，发展并完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钢铁行业。到2015年，前10家钢铁企业集团产业集中度达到60%左右，形成3－5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

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集团，6－7家具有较强区域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重点支持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积极支持区域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大幅减少

企业数量，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支持重组后的钢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市场

竞争力。鼓励钢铁企业参与国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

　　鼓励钢铁企业延伸产业链。重点支持钢铁企业参与国内现有矿山资源、焦化企业的整合，鼓励钢铁企业重组符

合环保要求的国内废钢加工配送企业。

　　（三）水泥行业。到2015年，前10家水泥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35%，形成3－4家熟料产能1亿吨以上，矿山、骨

料、商品混凝土、水泥基材料制品等产业链完整，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强的建材企业集团。

　　重点支持优势骨干水泥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坚持集约化发展的原则，鼓励企业通过合并、股

权收购、资产收购、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实施强强联合、兼并改造困难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产能合

理布局。

　　鼓励水泥企业延伸产业链。鼓励水泥企业在做强做大主业的基础上兼并重组上下游关联企业，优化物流配送，

整合发展预拌砂浆、商品混凝土及建筑预制构件产业。鼓励具有科技研发优势的建材企业集团，以并购、产业联盟

等多种方式整合资源，融合咨询、测试、科研、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工程承包等业务，促进运营服务

及生产一体化发展。

　　支持重组企业整合内部资源，走以内涵为主的发展之路。鼓励将企业兼并重组与改组、改制、技术改造、加强

管理相结合。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发展电子商务。

　　（四）船舶行业。到2015年，前10家造船企业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进入世界造船前10强企业超

过5家。形成5－6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工程装备总承包商和一批专业化分包商。形成若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品牌修船企业。

　　积极推进以大型骨干造船企业为龙头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拥有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优势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高端产品制造能力。鼓励上下游企业

组成战略联盟，进行产业链整合。推进骨干企业开展境外并购。鼓励中小型造船企业面向细分市场实施差异化竞

争，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在优势领域形成特色和品牌。引导船用低中速柴油机和甲板机械等配套企

业以资本、产品为纽带，加大专业化重组力度。

　　（五）电解铝行业。到2015年，形成若干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电解铝企业集团，前10家企业的冶

炼产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90%。支持具有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企业兼并重组落后企业，支持开展跨地区、跨行

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积极推进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鼓励“煤（水）－电－

铝”及“矿山－冶炼－加工－应用”一体化经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培育3－5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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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稀土行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2号）有关

要求，支持大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方式，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大幅度减少稀土开采和冶炼

分离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行业格局。

　　（七）电子信息行业。到2015年，形成5－8家销售收入过1000亿元的大型骨干企业，努力培育销售收入过5000

亿元的大企业。以资本为纽带推进资源整合及产业融合，加快发展和形成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突出、

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大公司。

　　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并购，大力推动产业链整合，提高产业链管理及运作水平，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积

极推进制造业向服务延伸，推动产品制造与软件和信息服务融合、制造业与运营业融合，大量催生新产品、新业

态，鼓励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引导并加快产业链垂直整合进程，促进资源优化重组。

　　（八）医药行业。到2015年，前100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50%以上，基本药物主要品种销量前20家企业

所占市场份额达到80%，实现基本药物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鼓励研发和生产、原料药和制剂、中药材和中成药

企业之间的上下游整合，完善产业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鼓励同类产品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企业兼并其他企业，

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对行业发

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大型企业集团。

　　（九）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

号），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打造

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一批

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集群，培育壮大区域主导产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三、积极引导企业稳妥开展兼并重组

　　（一）科学制定方案。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规划，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确定兼并重组目标企业。选

择目标企业要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协同效应。结合宏观经济状况和行业、企

业情况，做好尽职调查，认真调研、反复讨论，科学制定兼并重组方案。

　　（二）加强风险防控。企业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兼并重组，深入研究兼并重组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高

度重视企业兼并重组中面临的市场、财务、职工安置等方面的风险，以及跨国并购中的风险。加强风险管理，识别

风险因素，评估风险强度，妥善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和措施，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三）加强重组后整合。企业要高度重视重组后各种要素资源的整合，加强人员、文化、管理的融合。以兼并

重组为契机，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实际，在人事、

财务、采购、销售、生产、研发等环节开展业务流程再造，优化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配置，创新管

理模式，实现优势互补、深度融合。

　　（四）加强组织协调。各地区要根据实际建立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企业兼并重组的组织领导，

统筹协调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商务、人民银行、国资、税务、工商、银监、证监等部门的配合，协调解决兼并重组企业

面临的实际问题，积极推动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努力解决企业兼并重组

中的问题，及时反映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各地反映

的问题。各地区可根据实际，选择本地区优先支持的企业兼并重组重点行业，研究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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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落实政策措施。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以及在财政、税收、

金融服务、债权债务、职工安置、土地、矿产资源配置等方面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开展兼并重

组。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商务、国资、工商等部门要结合本地区

实际，研究出台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具体措施，优先支持兼并重组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加强和创新管理，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对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中央财政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给予重点支持，加大

奖励力度。

　　（六）营造良好环境。坚持市场化运作，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引导和激励企业自愿自主

开展兼并重组。认真清理、修订、废止各种不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规定和做法，尤其要坚决取消各地自行出

台的限制外地企业对本地区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的规定。积极探索跨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地区间利益共享机制。在不违

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地区间可根据企业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签订企业兼并重组后的财税利益分成协

议，妥善解决企业兼并重组后增加值等统计数据的归属问题，实现企业兼并重组成果共享。

　　（七）做好管理服务。各地区有关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兼并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范操

作程序，加强信息披露，防控内幕交易，防范道德风险。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

并重组，加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维护国家安全。对达到经营者集中法定申报标准的企业兼并重组，要依

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各地区要加强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服务，研究制定推动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实施

意见，把兼并重组与企业改制、管理创新、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等结合起来。拓宽企业兼并重组信息交流渠道，建

立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中介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重点引进和培养熟悉企业

并购业务，特别是跨国并购业务的专门人才，积极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战略咨询、法律顾问、财务顾问、土地估

价、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融资中介、独立审计和企业管理等中介服务。认真做好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工作，加强

宣传引导。

【打印】 【关闭】

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址: 中国北京西长安街13号 邮编: 100804

工业和信息化部 版权所有 京ICP备 04000001号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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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  水泥熟料产能百强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错峰生产 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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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阅读来源：网易财经 刘宝兴 发布日期：2014-02-26

中国水泥协会日前联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印发了《水泥行业推进兼并
重组的实施意见》，提出目标，到“十二五”末，我国水泥行业市场集
中度指标应有快速提高，其中，国内前十大水泥生产企业（集团）的水
泥产品的市场集中度达到45%以上。 

中国水泥协会日前联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印发了《水泥行业推进
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目标，到“十二五”
末，我国水泥行业市场集中度指标应有快速提高，其中，国内前十大水
泥生产企业（集团）的水泥产品的市场集中度达到45%以上。

《意见》还提出，到“十二五”末，全国培育出5-10家产能过亿吨，
矿山、骨料、商品混凝土、水泥基材料制品等产业链完整，核心竞争力
和国际影响力强的企业集团；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区内的前4家大水泥
企业的区域市场集中度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全国的前十家企业（集
团）的市场集中度达到80%左右。

据了解，前述目标较去年多个部委联合发文提出的目标，出现明显
加码。去年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
重组的指导意见》对水泥行业提出目标，“到2015年，前10家水泥企业
产业集中度达到35%，形成3－4家熟料产能1亿吨以上，矿山、骨料、
商品混凝土、水泥基材料制品等产业链完整，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强的建材企业集团”。

水泥行业分析师卢宁对此表示，《意见》是在部委文件的基础上做
了进一步细化。近年来水泥行业兼并重组速度加快，2012年前十家水泥
企业熟料产能的市场占有率达50.8%，2013年则上升为51.6%，“熟料作
为水泥最重要的原料，控制熟料意味着在水泥市场的话语权也会加大”。

更多>>

更多>>
福州零点自动化设备有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亚峰建材化工有限
河南省航发塑业有限公司
天津伯纳德执行器有限
张家港保税区卓正贸易

更多>>

塔牌汽轮发电机组大修招标 01-07
浙江绍兴地区部分水泥价格松动走低 01-07
3家水泥企业入建材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 01-07
工信部公布85个国家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 01-07
葛洲坝五家单位被评为湖北省安全生产标 01-07

看价格 

上海 江苏 浙江 四川 北京

天津 河北 内蒙古 山东 山西

安徽 广西 广东 福建 海南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云南 贵州 重庆

水泥宝会员产品展示

最新信息 

当前位置: 水泥网 > 信息首页 > 信息中心 > 行业动态 > 正文 

水泥业兼并重组加码 前十企业2015年集中度达45%

您好，欢迎来到  中国水泥网 [会员登录] [免费注册] 会员说明 联系我们  0571－85999833  水泥现货 水泥备件 AP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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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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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宁指出，按照目前企业兼并重组以及国家淘汰落后的进程，《意
见》提出到“十二五”末前十大水泥企业水泥产品市场集中度达到45%的
目标，“实现难度不大”。

《意见》指出，我国水泥行业目前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能严重
过剩，相当一部分企业节能减排不达标，相当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低于
银行利率。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规模以上水泥生产企业3491家，平均产能规模
约90万吨；而美国有39家水泥公司，平均规模为210万吨。

《意见》表示，通过推进兼并重组，促进一批大企业集团有效兼并
重组一大批中小企业，在自身规模壮大的同时，使产业集中度有明显的
大幅度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提速，现有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显
著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高。

卢宁指出，去年水泥行业利润创下历史第二高位，利润的提升除了
需求增长外，去年三季度至年底的价格上涨是主要因素，而价格上涨正
与企业话语权加大有密切关系。

数据显示，去年水泥行业实现利润766亿元，同比增长16.43%，仅
次于2011年，为历史第二高位年。

值得说明的是，《意见》提出，水泥行业兼并重组要突破体制障
碍，用市场机制牵引兼并重组，如“积极配合和推动政府消除跨地区兼并
重组的政策障碍，争取取消地区性封锁的种种限制性的政策规定，确保
所有的企业同样受到经济法律保护、同等承担社会责任、同等使用和享
用生产要素和政策，用公平的法则鼓励企业竞争。尤其要推动清理废除
地方政府制定的在土地、资源、税收、电价等方面有损公平竞争的地方
性政策规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兼并重组 产业链 产能过剩 延伸阅读
·[行业动态]产能过剩行业应尽快兼并重组 [12-31]
·[相关产业]住建部：明年楼市重点去库存 促房企兼并重组 [12-29]
·[行业新闻][工信部]化解产能过剩，水泥等八大行业“僵尸”国企逐步退出 [12-28]

·[企业情况]金圆股份拟出售两房地产公司股权 专注发展水泥业务 [12-30]
·[相关产业]发达国家建筑垃圾资源产业化启示：资源化处置需构建畅通产业链 [10-29]
·[行业新闻]商品混凝土出厂价格随水泥价格同幅下滑 [10-13]

·[行业动态]化解产能过剩不能完全交由市场 [01-07]
·[行业动态]耐火保温材料行业如何挣脱“产能过剩”这道牢笼 [01-06]
·[宏观经济]陈锡康：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因是产能过剩 [01-06]

专题：CCPA轻骨料及轻骨料混凝土分会 01-07
山东山水印章账簿遭前董事扣留 01-07
摩根大通减持金隅股份104万股 套现541 01-07
[行情综述]12月：江浙沪领跌 北方全面停 01-07
李稻葵：2016年经济增长将前低后高 01-07
习近平：经济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01-07

[行业动态]水泥界“琅琊榜”——2015年 12-31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再发公告：前董事连 12-31
[企业情况]打破山水水泥僵局 还需中央出 12-31
[行业动态][原创]2015水泥行业好剧不断 12-31
[行业动态]诸葛文达：一位水泥从业人员 01-01
[价格行情][原创]2015年全国水泥行情印 12-31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称子公司所发债券无 12-31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称山东总部有暴力事 01-03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已接管超过100间工 01-04
[企业情况]“武侠片”之后 山水水泥还能 01-05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获天瑞集团6100万元 01-05

人物 会展 企业 产品 热点

更多>>

2016上海砂石行业年会暨创申重装中国 01-06
朱兴良：矿山行业如何赶趟“中国制造 12-09
浙江义乌副市长致辞“2015中国选矿科 12-08
2016南京水泥展：你参观，我买单 服务 11-28
2016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同 11-27
[原创]建材行业两化融合大会在京召开， 11-21
[专题]2015第五届中国水泥行业百强供应 11-24
2015第四届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大会 11-11

11-06

大家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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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表情 

更多>>

·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水泥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 网络工程师 矿山经理
·吉林省元方企业管理有限 混凝土公 混凝土企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 耐火材料 回转窑煅
·茂名石化胜利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磨工 电气主管

·江苏八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采矿技术员 电气工程师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 土建工程师
·北京斯拓高科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广州市得佐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员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水泥行业

网友留言(共0条留言)

评论
登录  发言 





水泥人才

谭智军：水泥将成国际交流平台和沟通桥 10-20

更多>>

水泥匠人郭文叁：左手责任 右手环保 11-27
2015第五届中国水泥行业百强供应商评 11-24
2015年10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1-17
清盘！山水“年度大剧”落幕？ 11-13
水泥行业新一轮 “并购重组潮”来袭？ 11-12
2015年中国水泥助磨剂高峰论坛暨水泥 11-03
2015年9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0-23
2015年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0-19
排污费和排污权的区别在哪里？ 09-30

最新专题

2015年水泥熟料产能百强榜
2015年度中国水泥熟料产能百强榜
由中国水泥网独家统计发布，进一步
推出省内水泥熟料产能[详情]

杭州总部：0571-85300321

编辑运营：0571-85871525

投稿电邮：news@ccement.com

商务合作：0571-85871587

品牌推广：0571-85871612

会员中心：0571-85871558

水泥现货：0571-85871636

研 究 院：0571-85871670

意见或建议：huiyuan@ccement.com

 服务专线：0571-85871558 

 400-8888-870 

 24小时热线：0571-85999833 

©1997-2015 中国水泥网版权所有 | 浙ICP备13000593号 | 经营许可证编号：浙B2-20130066 | 法律顾问：哲鼎律师事务所 

中国水泥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水泥网www.Ccement.com"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为"中国水泥网 www.Ccement.com"独家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在转载使用
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水泥网www.Ccement.com"。违反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 
② 本网转载并注明其他来源的稿件，是本着为读者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使用时，必须保留本网
注明的稿件来源，禁止擅自篡改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违反者本网也将依法追究责任。 
③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一周内来电或来函联系。

联系我们 - 水泥行业新闻 - 水泥价格 - 企业平台 - 地区频道 - 在建项目 - 中国水泥人才网 - 水泥指数 - 水泥现货 - 水泥备件 - 搜索热词

请输入关键词 水泥搜

3 / 3业 组 码 业2015 达45%- 国

2016/1/7http://www.ccement.com/news/content/4467268454240.html



 

附 件 34 號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 Company Limited *

(Stock Code: 3323)

2015 Interim
 R

eport中
期
報
告

中期報告中期報告

20152015
ReportReport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323 )

Interim Interim

僅供識別   For identification only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報告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財務、業務數據摘要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長率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990 10,291 74.8%
總資產 337,783 316,482 6.7%
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權益 40,563 40,573 -0.02%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增長率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48,339 55,781 -13.3%
稅後盈利 1,567 2,878 -45.6%
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 792 1,798 -56.0%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 3,693 7,487 -50.7%    

水泥熟料銷量（千噸） 132,052 133,883 -1.4%
－中聯水泥 29,035 30,987 -6.3%
－南方水泥 54,009 55,043 -1.9%
－北方水泥 7,534 8,449 -10.8%
－西南水泥 40,829 38,729 5.4%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33,560 41,407 -19.0%
－中聯水泥 12,811 16,734 -23.4%
－南方水泥 18,609 22,480 -17.2%
－北方水泥 1,071 575 86.3%
－西南水泥 484 669 -27.7%

石膏板（百萬平方米） 660 641 2.9%
工程服務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120 2,983 4.6%
風機葉片（片） 2,868 1,584 81.1%
玻璃纖維紗（千噸） 532 472 12.7%

銷售單價
中聯水泥水泥（元╱噸） 208.0 261.9 -20.6%
中聯水泥熟料（元╱噸） 185.8 236.7 -21.5%
中聯水泥商品混凝土（元╱立方米） 282.6 313.4 -9.8%
南方水泥水泥（元╱噸） 219.5 254.1 -13.6%
南方水泥熟料（元╱噸） 182.5 230.7 -20.9%
南方水泥商品混凝土（元╱立方米） 336.1 330.1 1.8%
北方水泥水泥（元╱噸） 288.3 324.6 -11.2%
北方水泥熟料（元╱噸） 217.1 263.4 -17.6%
北方水泥商品混凝土（元╱立方米） 318.8 372.1 -14.3%
西南水泥水泥（元╱噸） 229.2 257.4 -11.0%
西南水泥熟料（元╱噸） 193.1 245.5 -21.3%
西南水泥商品混凝土（元╱立方米） 280.8 304.4 -7.8%

石膏板
－北新建材（元╱平方米） 6.47 6.79 -4.7%
－泰山石膏（元╱平方米） 4.46 4.63 -3.7%

風機葉片（元╱片） 371,215 401,5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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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報告的中、英文版本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cnbm.wsfg.hk（「本公司網站」）。已選擇或被視為同意透過

本公司網站收取本公司的公司通訊（「公司通訊」）的股東，如因任何理由在收取或下載於本公司網站登載的公司通

訊有任何困難，只要提出要求，均可立刻獲免費發送公司通訊的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更改收取公司通訊的方式的選擇（即收取公司通訊的印刷本，或透過本公司網站取得公司通訊）。

股東可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22樓，或以電郵致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電郵地址為cnbm3323-ecom@hk.tricorglobal.com）提出收取本

中期報告的印刷本的要求及╱或更改收取公司通訊的方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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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執行董事

宋志平（董事局主席）

曹江林（總裁）

彭 壽（副總裁）

崔星太（副總裁）

常張利（副總裁）

非執行董事

郭朝民

黃安中

陶 錚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方 勳

湯雲為

趙立華

吳聯生

孫燕軍

戰略決策委員會

宋志平（主席）

孫燕軍

曹江林

提名委員會

湯雲為（主席）

趙立華

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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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方 勳（主席）

趙立華

宋志平

審核委員會

吳聯生（主席）

湯雲為

孫燕軍

監事：

武吉偉（監事會主席）

周國萍

吳維庫（獨立監事）

劉劍文（獨立監事）

崔淑紅（職工監事）

劉志平（職工監事）

公司董事會秘書 ： 常張利

聯席公司秘書 ： 常張利

盧綺霞(FCS, FCIS)

授權代表 ： 宋志平

常張利

替任授權代表 ： 盧綺霞(FCS, FCIS)

（李美儀(FCS, FCIS)，替任盧綺霞）

合資格會計師 ： 裴鴻雁(FCCA)

註冊地址 ： 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17號

國海廣場2號樓（B座）

辦公及通訊地址 ： 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17號

國海廣場2號樓21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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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郵政編碼 ： 100036

香港代表處地址 ：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法律顧問 ：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中國北京朝陽區建國路77號華茂中心3號寫字樓34層

香港法律顧問 ： 司力達律師樓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1號怡和大廈47樓

國際審計師 ：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625號2樓

國內審計師 ： 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中國北京海澱區車公莊西路19號外文文化創意園12號樓

香港H股過戶登記處 ：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股份代號 ： 3323

公司網站： ： http://cnbm.wsfg.hk

www.cnbm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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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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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中報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應具有以下涵義：

「白山水泥」 指 金剛（集團）白山水泥有限公司

「北京凱盛」 指 北京凱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蚌埠凱盛」 指 蚌埠凱盛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賓州水泥」 指 黑龍江省賓州水泥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 指 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集團」 指 北新建材集團有限公司

「北新綠色住宅」 指 北新綠色住宅有限公司

「中建投巴新」 指 中建投巴新公司

「太倉北新」 指 太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北新科技」 指 北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建材總院」 指 中國建築材料科學研究總院

「中國複材」 指 中國複合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巨石」 指 中國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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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續）

「中國建材工程」 指 中國建材國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中聯水泥」 指 中國聯合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重慶西南」 指 重慶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信達」 指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投資」 指 中建材投資有限公司

「中建投物流」 指 中建投物流有限公司

「中建投商貿」 指 中建投商貿有限公司

「中建材進出口」 指 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

「本公司」、「公司」或

 「中國建材」

指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德全汪清」 指 吉林德全集團汪清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德州中聯」 指 德州中聯大壩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以人民幣認購

「八大工法」 指 「五集中」、KPI管理、零庫存、輔導員制、對標優化、價本利、核心利潤

區、市場競合

「工程總承包」 指 包括設計、採購及施工的總承包項目服務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報告7

釋義（續）

「環保研究院」 指 江蘇中建材環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五集中』」 指 市場營銷集中、採購集中、財務集中、技術集中、投資決策集中

「四抓四控」 指 抓改革、抓創新、抓市場、抓管理，控開支、控負債、控成本、控風險

「四增四減」 指 增銷量、增品種、增價格、增效益，減層級、減機構、減冗員、減公車

「GDP」 指 國內生產總值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包括其所有附屬公司

「廣安北新」 指 廣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廣西南方」 指 廣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貴州西南」 指 貴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並以港元認購及買賣

「杭州南方」 指 杭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

「湖北北新」 指 湖北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淮海中聯」 指 淮海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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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續）

「湖南南方」 指 湖南南方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浚鑫科技」 指 中建材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北方」 指 佳木斯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江西南方」 指 江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金剛集團」 指 遼源金剛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巨石集團」 指 巨石集團有限公司

「KPI」 指 關鍵業績指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以不時經修訂者為准

「魯南中聯」 指 魯南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增節降工作法』」 指 增加收入、節約支出、降低能耗

「工信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南京凱盛」 指 南京凱盛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國家統計局」 指 中國國家統計局

「國家發改委」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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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續）

「北方水泥」 指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母公司」 指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母公司集團」 指 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團）的統稱

「『PCP』」 指 價本利，即價格－成本－利潤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早、細、精、實」 指 提前部署生產經營，儘早落實計劃、完成目標；細分目標、細化措施，針對

市場和自身特點制定具體策略；推進管理提升，精心組織、精細管理，提高

質量效益；扎實工作、腳踏實地，進一步夯實發展基礎，強基固本

「發起人」 指 本公司的最初發起人，即母公司、北新集團、信達、建材總院及中建材進出

口

「青州中聯」 指 青州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曲阜中聯」 指 曲阜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報告期」 指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之期間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的法定貨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上海南方」 指 上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山水水泥」 指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包括內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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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續）

「深圳凱盛」 指 深圳市凱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西南」 指 四川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四川嘉華」 指 四川嘉華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六星企業」 指 業績良好、管理精細、環保一流、品牌知名、先進簡約、安全穩定

「南方水泥」 指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西南水泥」 指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國家」或「中國政府」 指 中國政府，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包括省、市及其他地區或地方政府機關）及其

分支部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會的成員

「泰山中聯」 指 泰山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 指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

「三定」 指 定職能、定機構、定編製

「三不四千」 指 不辭辛苦、不怕委屈、不畏挫折，千方百計、千言萬語、千山萬水、千辛萬

苦

「凱盛節能」 指 上海凱盛節能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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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續）

「渭津金剛」 指 遼源渭津金剛水泥有限公司

「烏蘭察布中聯」 指 烏蘭察布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徐州中聯」 指 徐州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伊春北方」 指 伊春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雲南西南」 指 雲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棗莊中聯」 指 棗莊中聯水泥有限公司

「浙江南方」 指 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複連眾」 指 連雲港中複連眾複合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中複麗寶第」 指 常州中複麗寶第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中複神鷹」 指 中複神鷹碳纖維有限公司

「資中西南」 指 四川資中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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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集團的簡略架構如下：

其他公司

100% 100% 100% 89.51%100%

其他公司

100% 100% 100% 100%100%

母公司

本公司

中聯水泥

（水泥）

南方水泥

（水泥）

北方水泥

（水泥）

北新集團 中建材進出口 建材總院 信達 公眾投資者

100%100%

100%

80%

賓州水泥德全汪清 渭津金剛 伊春北方 白山水泥 其他公司

100% 80% 100%

佳木斯北方

100%100%100%

中國建材工程

（工程服務）

其他公司北新綠色住宅

其他公司南京凱盛

51.15%

深圳凱盛

100%

浚鑫科技

55﹪

北京凱盛

50%

凱盛節能

66.7%

環保研究院

92%

80.34% 80.88% 100% 100% 100% 95.68% 85% 90% 89.81%

70%

70%

45.2%

33.82%

100%

91%

100%

29.96%
70.04%

27.52% 4.22% 12.35% 0.02% 2.56% 53.33%

西南水泥

（水泥）

中國複材

（複合材料）

中複西港 中複神鷹 其他公司中複連眾

62.96% 51% 27.12%

北新建材

（輕質建材）

湖北北新泰山石膏 廣安北新

65% 100%

太倉北新

100%

中複麗寶第

75%

100% 100%

四川嘉華重慶西南四川西南 雲南西南

廣西南方江西南方上海南方 浙江南方

中國巨石

（玻璃纖維）

北新科技 其他公司巨石集團

100%

100% 100%

100%

中建材投資

（投資）

中建投商貿 中建投物流 其他公司中建投巴新

100%

魯南中聯 淮海中聯 棗莊中聯 青州中聯 徐州中聯 泰山中聯 德州中聯 曲阜中聯 其他公司
烏蘭察布

中聯

100%

蚌埠凱盛

湖南南方

貴州西南

註：

• 上述百分比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

• 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該等持股百分比的總和與總數或會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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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2015年6月30日及2014年6月30日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8,339,127 55,780,666

毛利 11,888,516 14,897,740

稅後盈利 1,567,224 2,878,453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 791,604 1,797,833

向本公司權益持有者作出的分派 890,839 863,844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1) 0.147 0.333
   

註：

(1) 基本每股盈利乃根據各期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及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數
5,399,026,262股股份和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數5,399,026,262股股份計算。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資產總額 337,783,241 316,481,826

負債總額 270,749,371 249,504,595

淨資產 67,033,870 66,977,231

非控制性權益 21,328,480 21,404,205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權益 40,562,993 40,572,901

每股淨資產－加權平均（人民幣）(1) 7.51 7.51

資產債務比例(2) 56.3% 55.9%

淨債務比例(3) 256.7% 248.9%
   

註：

(1) 每股加權平均淨資產乃根據各期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權益於2014年的加權平均數5,399,026,262股股份和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加權平均數5,399,026,262股股份計算。

(2) 資產債務比例=借款總額╱總資產x100%。

(3) 淨債務比例=（借款總額－銀行結餘和現金）╱淨資產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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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分部截至2015年6月30日及2014年6月30日主要業務數據摘要如下：

水泥分部

中聯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21,920 23,970

熟料產量（千噸） 23,680 26,210

水泥銷量（千噸） 19,853 21,080

熟料銷量（千噸） 9,182 9,907

水泥單價（元╱噸） 208.0 261.9

熟料單價（元╱噸） 185.8 236.7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12,811 16,734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282.6 313.4
   

南方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43,137 43,360

熟料產量（千噸） 41,529 42,608

水泥銷量（千噸） 42,057 41,464

熟料銷量（千噸） 11,952 13,579

水泥單價（元╱噸） 219.5 254.1

熟料單價（元╱噸） 182.5 230.7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18,609 22,480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336.1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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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摘要（續）

水泥分部（續）

北方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6,514 5,675

熟料產量（千噸） 5,512 7,135

水泥銷量（千噸） 6,798 5,518

熟料銷量（千噸） 736 2,931

水泥單價（元╱噸） 288.3 324.6

熟料單價（元╱噸） 217.1 263.4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1,071 575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318.8 372.1
   

西南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39,235 36,400

熟料產量（千噸） 28,605 28,286

水泥銷量（千噸） 39,202 37,268

熟料銷量（千噸） 1,627 1,461

水泥單價（元╱噸） 229.2 257.4

熟料單價（元╱噸） 193.1 245.5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484 669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280.8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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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摘要（續）

輕質建材分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北新建材石膏板

產量（百萬平方米） 104.7 105.3

銷量（百萬平方米） 101.9 109.4

平均單價（元╱平方米） 6.47 6.79

泰山石膏石膏板

產量（百萬平方米） 553.4 539.5

銷量（百萬平方米） 557.9 532.0

平均單價（元╱平方米） 4.46 4.63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風機葉片

產量（片） 3,056 1,646

銷量（片） 2,868 1,584

平均單價（元╱片） 371,215 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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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經營水泥、輕質建材、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以及工程服務業務。目前，就市場地位而言（以2015年6月30

日產能計），本集團：

• 是全球最大的水泥生產商；

• 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混凝土生產商；

• 是全球最大的石膏板生產商；

• 是中國最大的風機葉片生產商；

• 通過中國巨石（本公司的聯營公司）成為世界領先的玻璃纖維生產商；

• 是中國提供玻璃、水泥生產線及太陽能電站設計及工程總承包服務的國際工程公司，引領和主導國內高端玻

璃及中國出口高端玻璃工程技術市場。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

2015年上半年，國內經濟形勢異常複雜，下行壓力不斷加大。中央政府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國民經濟呈現

緩中趨穩的發展態勢。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分別增長11.4%和4.6%，增

速較往年下滑；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19.1%，政府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但項目啟動較為緩慢。上半

年建材行業需求下滑，產能過剩，建材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回落，水泥價格持續下滑，經濟效益大幅下降。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積極應對經濟形勢錯綜複雜、需求增速放緩、行業產能過剩等諸多挑戰，緊緊圍繞「整合優

化、增效降債」、「早、細、精、實」、「四抓四控、四增四減」、「穩價、降本、收款、壓庫」四項經營原則，著力踐

行「八大工法」，全力打造「六星企業」，全面推進生產經營、管理整合、轉型升級等各項工作。上半年，本集團水泥

熟料銷量132.1百萬噸，同比下降1.4%；商品混凝土銷量33.6百萬立方米，同比下降19.0%，石膏板銷量660百萬平

方米，同比增長2.9%；風機葉片銷量2,868片，同比增長81.1%；營業收入48,339.1百萬元，同比下降13.3%；本集

團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791.6百萬元，同比下降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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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水泥分部

2015年上半年中國水泥行業回顧

2015年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投資開發增速持續下滑，尤其受基建項目進展遲緩、房地產新開工項目

減少及部分地區降雨頻繁等因素影響，水泥需求疲軟態勢進一步加劇，全國水泥總產量10.8億噸，同比下降5.3%，

為1990年以後25年來首次下降，產品價格持續下滑，行業利潤同比大幅下降。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水泥行業產能過剩治理，堅決遏制新增產能；依據強制性的污染物排放、單位產品能耗限額等

標準加大淘汰力度，優化存量；支持企業兼併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通過推行錯峰生產等模式，推動企業節能

減排、減量發展。2015年上半年，全國新增熟料產能2,093萬噸，同比下降40%；水泥投資持續下滑，同比下降

12.3%。（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工信部、中國水泥協會）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水泥分部業務回顧

本集團水泥板塊積極應對水泥需求下滑及產能過剩的挑戰，堅持「PCP」經營理念，積極倡導行業自律和市場競合，

圍繞核心利潤區，開展立體競合和精細競合；按照「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加大「四減」力度，全面推進組織機

構整合與優化；深入推進「五集中」管理、精益生產、精細管理、對標優化，全面實施成本費用節約計劃；不斷強化

應收賬款管理和庫存管理，提高回款率和資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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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水泥分部（續）

中聯水泥

中聯水泥堅持「PCP」經營理念，大力推動行業自律減排，在「冬季錯峰生產」的基礎上，推進「夏季錯峰生產」，努力

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全面推行「片區經營一體化」的管理新模式，積極調整產品結構，提升市場銷售份額；堅持以

商品混凝土銷售帶動水泥銷售，增強對終端市場的控制力和話語權。

繼續推進深度管理整合，完善對標管理，優化對標體系，逐步提升運行質量；深入實施「四減」工作，通過精簡機構

和人員提高工作效率，通過推進公車改革促進降費增效；加大降本力度，嚴格執行成本費用節約計劃，通過總部集

中採購有效降低採購成本；制定「增節降」方案，明確目標、層層分解、責任到人、措施到位，並強化監督落實；進

一步強化應收賬款管理和庫存管理，完善回款和清收機制。

推進產業鏈延伸，拓展骨料業務，優化商品混凝土佈局，夯實核心利潤區。

南方水泥

南方水泥圍繞「PCP」經營理念，堅定推進熟料限產及資源對接，努力穩價保價；有序推進市場細分和小區域市場整

合優化，做精做細區域市場，穩步提升核心市場份額。

深入推進管理整合和管理創新，以對標優化為重點，積極推行「八大工法」，不斷提升運營效率；按照「機構精簡、

人員精幹」原則，持續推進成員企業的合併管理和組織優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強化商品混凝土業務組織優

化、機制創新、市場開發和成本管控；深化採購集中管理，與大型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推行區域協同採購，

降低原燃材料採購價格；構建商品混凝土營銷信用風險管控體系，加強應收賬款清理催收；強化庫存物資定額管

理，著重做好備品備件庫存管理。

圍繞核心利潤區的鞏固與完善，推進礦山資源和物流資源的整合，企業競爭力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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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水泥分部（續）

北方水泥

北方水泥面對東北地區極為嚴峻的市場形勢，堅持「PCP」經營理念不動搖，發揚「三不四千」精神，積極開展立體和

精細競合，大力推動錯峰生產，全力維護區域市場平穩運行；以市場為導向，靈活調整銷售策略，狠抓市場份額，

實現量價平衡；商品混凝土集中統一管理初見成效。

加大推進深度管理整合，深入開展精益生產、精細管理，強化對標管理，充分發揮窯磨對接優勢，不斷提升運營效

率；按照「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全面開展「四減」工作，最大限度的減少管理區數量和管理費用，提升整體競

爭力；深入開展「五集中」管理，不斷完善集中採購制度，原燃材料採購價格大幅降低；進一步強化應收賬款管理和

「零庫存」管理，減少資金佔用。

不斷延伸產業鏈，加大礦山、熟料物流的整合力度，進一步夯實核心利潤區，提升市場話語權。

西南水泥

西南水泥堅定不移推行「PCP」經營理念，優化營銷架構，緊盯重點工程和重點市場不放鬆，同時緊抓市場開發、客

戶維護和渠道建設，穩步提升市場份額。

全面推進深度管理整合，推動營銷組織機構整合和小區域產供銷財一體化試點；按照「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

優化「三定」工作，進一步精簡機構人員、優化工序和崗位設置；強化對標管理，全面推進集中採購，有效降低能耗

和成本；實施資金集中統籌調配，不斷創新融資模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嚴控應收賬款管理，明確目標和責任，

加強對標和考核；通過降低原燃材料庫存、推進「零庫存」採購和合理組織生產，減少資金佔用。

不斷完善核心利潤區建設，優化產業佈局，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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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輕質建材分部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業務回顧

北新建材優化業務經營，進一步加強市場營銷，推進石膏板「功能化、特種化、複合化、輕板化、厚板化」的產品策

略，繼續通過渠道分銷和客戶推廣鞏固和發展傳統優勢市場，同時加強和拓展家裝零售和創新市場。

大力推進深度管理整合，進一步聚焦優化，降低成本；聚焦區域實現經營陣地前移，做精做細市場，優化組織機

構，實現運行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的穩步提高；全面落實「四減」工作，成本費用進一步降低。

穩步推進25億平方米石膏板全國產業佈局規劃，著力做好產品創新，「淨醛」石膏板等節能環保新產品獲得市場廣泛

認可，石膏板複合牆體等內裝工業化產品技術體系的研發和推廣力度不斷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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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複合材料分部業務回顧

中國複材抓住風電市場持續回暖的契機，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加快開發新客戶群體，努力開拓國際市場，鞏固並提

升行業領導地位；深挖生產核心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建立並發展面向客戶的產品體系；

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在基本完成兆瓦級風機葉片全國佈局基礎上，開發多款適用於低風速區的細長型和適用於海上

風區的大功率葉片新品，搶佔技術制高點，國內首只擁有核心知識產權、全球技術領先的大功率風機葉片 – 68米6

兆瓦葉片成功下線，為海上風機葉片國產化奠定基礎。

積極推進深度管理整合，著力降低備品備件、能源消耗，有效實現提質增效；進一步加強應收賬款管理，減少資金

佔用。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玻璃纖維分部業務回顧

中國巨石以結構調整為出發點，著力調整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不斷提升高端產品比重，保持差異化、特質化產品

生產，進一步提升企業競爭力；持續提高銷售服務水平，在維護原有市場和客戶基礎上，積極拓展新市場和新客

戶，盈利水平大幅提高；以質量提升為抓手，強化精細管理，切實推進「統一銷售、統一財務、統一採購」工作，實

現機構精簡、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資源共享；持續推進「增節降工作法」，以技術與管理創新推動生產效率提高，

進一步確立行業中成本比較優勢，以節能技術推廣促進節能減排，實現降本增效。

堅定貫徹「走出去」戰略，優化全球產能佈局，進一步推進埃及二期年產八萬噸玻纖池窯拉絲生產線建設，投產後將

進一步增加產品種類，滿足歐盟市場需求；埃及玻璃纖維項目被列為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重點支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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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業發展概要及業務回顧（續）

工程服務分部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業務回顧

中國建材工程圍繞「一帶一路」戰略加速水泥、玻璃、光伏新能源業務的卡點佈局，積極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哈薩克

斯坦水泥及光伏電站項目、印尼工業園項目均被列為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重點支持項目；大力推動企業轉型升

級，加快普通浮法玻璃向高端玻璃轉型，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工程業務，建立從太陽能模組到分布式電站、地面電站

工程總承包的全產業鏈，已成長為國內及中國出口高端玻璃工程技術市場領導者及國際新能源工程總承包行業排頭

兵；持續加強科技創新，開發的超薄玻璃示範線生產的0.2mm超薄玻璃基板創世界最薄記錄；全面推動成本費用節

約計劃，積極拓寬融資渠道，切實做好「四減」工作。

下半年展望

下半年，國內外經濟環境依然錯綜複雜，我國經濟「三期疊加」影響仍在延續。國家推出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

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及四大板塊以及中國制造2025等國家戰略的加快實施，將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注入新的

動力源。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央政府將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

幣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及時進行預調微調；保持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

險綜合平衡；不斷簡政放權，放鬆地方政府融資限制，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基礎設施、保障房等重點項目建設的

提速，以及取消低標號水泥政策和節能環保措施的逐步落實，將推動水泥供需關係明顯改善。

本集團繼續堅持「整合優化、增效降債」、「早、細、精、實」、「四抓四控、四增四減」、「穩價、降本、收款、壓庫」

四項經營原則，加強市場競合，推行錯峰生產和節能限產，維護市場健康發展；持續開展深度管理整合，落實成本

費用節約計劃；加快轉型升級，加大資本運作力度，繼續探索新融資模式，切實降低資產負債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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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下半年展望（續）

水泥分部

本集團水泥板塊繼續堅持「PCP」經營理念，積極開展立體競合和精細競合，做市場競合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持續

推進深度管理整合，按照「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繼續優化組織結構；加大「五集中」管理、技術改造、資源整

合，切實降本；加強應收賬款管理，逐步完善清收體系；堅持「零庫存」理念，確保庫存下降；積極採用合資、租

賃、託管等重組模式，不斷鞏固核心利潤區市場份額。

中聯水泥

堅持「PCP」經營理念，持續推動行業自律，繼續優化產品銷售結構，圍繞「增水泥、控熟料」實現效益提升；繼續

加強對標管理和輔導員制，加大集中採購範圍，全面實現降本增效；繼續推進組織機構優化，提升管理效率；加強

應收賬款的回收力度，建立備品備件共享機制；加快智能化工廠建設，積極引領行業轉型升級；加快骨料生產線建

設，發揮產業鏈優勢。

南方水泥

繼續堅持「PCP」經營理念，積極推進區域限產、市場整合和熟料資源管控，維護區域市場穩定；強化小區域市場組

織建設，加大重點工程開發和服務力度，提高核心市場佔有率；強化採購集中、財務集中、物流管理及對標管理，

努力降本增效；繼續加強庫存管理，完善商品混凝土應收賬款營銷全程信用風險管控；圍繞核心利潤區推進礦山資

源整合和骨料基地建設，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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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下半年展望（續）

水泥分部（續）

北方水泥

堅持「PCP」經營理念，不斷加大市場開發力度，拓展鄉鎮市場、遠東市場及商品混凝土市場；加強「五集中」管理和

精細管理，強化對標優化和集中採購，努力實現區域市場效益最大化；加強應收賬款管理，推進「零庫存」管理；採

用參股、租賃、託管等重組模式，開展商品混凝土產業「一體化」，推動產業鏈延伸。

西南水泥

堅決貫徹「PCP」經營理念，推進片區集中營銷和立體營銷，加強重點工程服務和保供工作，努力提升重點工程份

額；推進深度管理整合，重點加強煤炭供應管理，繼續加強應收賬款管理，積極推行「零庫存」，提高資金使用效

率；優化核心利潤區建設，探索聯合營銷等新模式，不斷提升區域市場份額。

輕質建材分部

緊抓市場，深化聚焦戰略，大力發展主業，全面加強營銷能力；緊抓管理提升，深化管理整合，進一步降本增效；

緊抓創新，加快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增強業務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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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下半年展望（續）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複合材料業務

緊盯大工程、大項目，著力維護大客戶，積極開發新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穩步提升盈利能力；推進管理提升，強

化應收賬款管理，加大催收力度；全面落實成本費用節約計劃，實現降本增效。

玻璃纖維業務

推進產品結構調整，加強產銷協調；提升直銷比例，緊抓重要市場、重要客戶、重要產品；推進技術與管理創新，

加快自動化進度，提升生產效率；繼續推動增節降工作，不斷降本增效。

工程服務分部

圍繞「一帶一路」戰略，加大市場開拓力度，積極融入新產業；加強深度管理整合，深入開展「四減」工作；加強科技

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財務回顧

本集團未經審計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5,780.7百萬元減少到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48,339.1百萬元，下降13.3%，未經審計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797.8百萬元減少到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1.6百萬元，下降56.0%。

收入

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5,780.7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8,339.1百萬元，降幅為13.3%。主要原因是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3,654.3百萬元，南方水泥的收入減

少人民幣3,421.8百萬元，西南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716.8百萬元，北方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316.3百萬元，輕質

建材分部的收入減少人民幣151.9百萬元，但部分被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收入增加人民幣458.0百萬元，工程

服務分部的收入增加人民幣137.1百萬元而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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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0,882.9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6,450.6百萬元，降幅為10.8%。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2,514.1百萬元，中聯水泥的銷

售成本減少人民幣2,107.6百萬元，西南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376.7百萬元，輕質建材分部的銷售成本減少人

民幣97.0百萬元，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37.4百萬元，但部分被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增加

人民幣357.9百萬元，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增加人民幣119.7百萬元而抵銷。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52.6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3,694.1百萬元，增幅為123.5%，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淨收益由截

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4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29.0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004.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3,165.1百萬元，增幅為5.4%，主要原因是運輸費增加人民幣136.4百萬元，包裝費增加人民幣57.6百萬元。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29.0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711.6百萬元，增幅為6.4%，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增加人民幣58.6百萬元，研究與開發費增加

人民幣41.5百萬元，稅金增加人民幣40.2百萬元（主要包括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397.0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251.9百萬元，降幅為2.7%，原因是本集團借款的平均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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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2.3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95.7百萬元，降幅為71.2%，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水泥分部的聯營公司利潤下降。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74.2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82.4百萬元，降幅為16.3%。主要是由於除稅前利潤的下降。

非控制性權益

非控制性權益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80.6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633.3百萬元，降幅為41.4%，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水泥分部、輕質建材分部、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利潤均有所下降。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97.8百萬元減少到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791.6百萬元，降幅為56.0%，淨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2%下降至截至2015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1.6%。

中聯水泥

收入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110.0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9,455.8百萬元，降幅為27.9%，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以及銷量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515.8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7,408.2百萬元，降幅為22.1%，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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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中聯水泥（續）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94.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2,047.6百萬元，降幅為43.0%，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7.4%下降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7%，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煤價下降所

抵銷。

營業利潤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27.5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1,556.9百萬元，降幅為26.8%，本集團中聯水泥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6.2%上

升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6.5%，主要原因是由於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淨收益及

增值稅退稅增加所致，但部分被毛利率下降所抵銷。

南方水泥

收入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088.3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17,666.5百萬元，降幅為16.2%，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的平均售價降低以及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銷

量減少所致，但部分被商品混凝土的售價上升所抵銷。

銷售成本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981.0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13,466.9百萬元，降幅為15.7%。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07.3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4,199.6百萬元，降幅為17.8%，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2%下降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3.8%，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的平均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商品混凝土的售價上升以

及煤價下降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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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南方水泥（續）

營業利潤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61.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2,244.5百萬元，降幅為24.2%，本集團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0%下

降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2.7%，主要原因是由於毛利率下降以及包裝費增加所致。

北方水泥

收購子公司

本集團北方水泥於2014年6月30日後收購22家子公司，該22家公司的經營業績已計入本集團北方水泥截至2015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業績，但並無計入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業績內。

下表載列上述22家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的收入、銷售成本、毛利及經營業績，以及有關各項於本

集團北方水泥所佔份額。

佔北方水泥
百分比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352.1 14.3

銷售成本 280.6 15.8

毛利 71.5 10.5

營業利潤 1.7 0.2
   

除下文所述原因外，本集團北方水泥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業績相對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變化，亦因計入上述新收購子公司的經營業績所致。

收入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777.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2,460.9百萬元，降幅為11.4%，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以及水泥產品的銷量減

少所致，但部分被商品混凝土的銷量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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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北方水泥（續）

銷售成本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16.1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1,778.7百萬元，降幅為2.1%，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但部分被商品混

凝土的銷量增加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61.1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682.2百萬元，降幅為29.0%，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4.6%下降至2015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7.7%，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煤價下降所抵

銷。

營業利潤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40.1百萬元增加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962.6百萬元，增幅為78.2%，本集團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9.4%上升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9.1%，主要原因是由於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淨收益增加所

致，但部分被毛利率下降所抵銷。

西南水泥

收入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153.3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9,436.4百萬元，降幅為7.1%，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以及商品混凝土的銷

量減少所致，但部分被水泥產品的銷量增加所抵銷。

銷售成本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051.6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6,674.8百萬元，降幅為5.3%。主要原因是由於商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但部分被水泥

產品的銷量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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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西南水泥（續）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01.7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2,761.6百萬元，降幅為11.0%，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30.5%下降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9.3%，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及商品混凝土的平均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煤價下降所

抵銷。

營業利潤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04.5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1,564.7百萬元，降幅為25.7%，本集團西南水泥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7%下

降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6.6%，主要原因是由於包裝費增加以及毛利率下降所致。

輕質建材分部

收入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44.9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3,393.0百萬元，降幅為4.3%，主要原因是由於石膏板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主產品石膏板的銷售量增

加所抵銷。

銷售成本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76.1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2,579.1百萬元，降幅為3.6%，主要原因是由於煤價下降所致，但部分被主產品石膏板的銷售量增加

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68.8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813.9百萬元，降幅為6.3%。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5%下降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0%，主要原因是由於石膏板售價降低所致，但部分被煤價下降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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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輕質建材分部（續）

營業利潤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61.3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681.5百萬元，降幅為10.5%，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1.5%下降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1%，主要是由於研究與開發費增加以及毛利率下降所致。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收入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46.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04.2百萬元，增幅為43.8%。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的玻璃鋼管、罐業務及風機葉片收入增

加人民幣530.7百萬元，船艇業務收入增加人民幣8.7百萬元，但部分被複合地板業務收入減少所抵銷。

銷售成本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80.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38.0百萬元，增幅為45.9%。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的玻璃鋼管、罐業務及風機葉片成

本增加人民幣431.1百萬元，船艇業務成本增加人民幣7.3百萬元，但部分被複合地板業務成本減少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6.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66.2百萬元，增幅為37.6%。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25.4%下降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4.3%。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玻璃鋼管、罐業務及風

機葉片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營業利潤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1.7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7.9百萬元，增幅為77.1%。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10.7%上升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3.2%，營業利潤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運輸費及展覽費的下降，

但部分被毛利率的下降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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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工程服務分部

收入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82.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3,119.6百萬元，增幅為4.6%，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的工程服務量的增加。

銷售成本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17.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37.2百萬元，增幅為5.4%，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的工程服務量的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65.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782.4百萬元，增幅為2.3%。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7%下

降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1%，主要原因是該分部產品組合中，工程承包項目的毛利率下降所致。

營業利潤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利潤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20.9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425.8百萬元，降幅為18.3%，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7.5%下降至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3.6%，營業利潤率下降主要是由於毛利率下降以及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折讓的減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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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尚有未動用的銀行信貸和已註冊尚未發行的債券額度，合共約人民幣112,185.6百萬元。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借款：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貸款 190,089.6 177,023.7

非金融機構的其他無抵押借款 – –   

合計 190,089.6 177,023.7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本集團按到期日劃分的借款：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的借款：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 162,035.5 139,292.6

一年至兩年 19,340.2 24,351.5

兩年至三年 5,577.4 6,719.4

三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827.0 5,019.9

超過五年 309.5 1,640.3   

合計 190,089.6 177,023.7
   

於2015年6月30日，人民幣合共3,703.5百萬元的銀行貸款乃由本集團的總計人民幣17,930.5百萬元的資產抵押。

於2015年6月30日及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債務比率（按本集團的綜合借款除以其總綜合資產計算）分別為

56.3%及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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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匯率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均以人民幣經營，故未面對任何顯著的匯率風險。

或有負債

本集團無因向銀行就獨立第三方動用的銀行信貸提供擔保而招致的或有負債。

資本承擔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資本承擔：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對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等的資本開支（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49.2 166.9

公司對於預付租賃款項的資本開支（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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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資本開支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分部劃分的資本開支：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佔總額百分比

   

水泥 3,534.2 74.1

其中：中聯水泥 1,141.3 24.0

南方水泥 1,259.6 26.4

北方水泥 130.4 2.7

西南水泥 992.4 20.8

商品混凝土 169.6 3.6

其中：中聯水泥 93.3 2.0

南方水泥 61.6 1.3

北方水泥 6.8 0.1

西南水泥 5.4 0.1

輕質建材 504.4 10.6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152.1 3.2

工程服務 116.6 2.4

其他 289.1 6.1   

合計 4,766.0 100.0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3,692.7百萬元。淨現金流入的主要原因

是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為人民幣10,138.9百萬元，應欠關聯方款項增加人民幣6,304.3百萬元，但主要因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增加人民幣11,930.7百萬元而被部分抵銷。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5,184.1百萬元，主要原因是已付按金動用人

民幣7,177.6百萬元，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動用人民幣2,982.5百萬元。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入金額為人民幣9,193.7百萬元，主要原因是籌借新借款

合共人民幣111,118.5百萬元，但部分因償還借款人民幣94,798.5百萬元而被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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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於2015年5月22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本公司宣佈向2015年6月3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的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890,839,333.23元（含稅），每股派付人民幣0.165元

（含稅）。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重大交易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發生重大交易。

關連交易

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方交易之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27。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披露規定。有關該持續關連交易

的具體內容和有關豁免請參閱本公司2013年12月27日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及2013年年度報告、2014年中期報告及

年度報告。

與母公司集團的交易

本集團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就向母公司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而獲得的收益約為人民幣495.2百萬元，約

佔本集團同期總收入的1.0%；就接受母公司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而引起的開支約為人民幣86.0百萬元，約佔本集

團同期總銷售成本的0.2%。

北方水泥與金剛集團產品銷售總協議

由於金剛集團持有北方水泥21.25%有表決權的股權，而北方水泥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故金剛集團依上市規則構成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

本集團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無向金剛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提供的產品（包括超細粉╱礦渣、熟料、水泥）而

獲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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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企業管治守則

除《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第4.2條外，公司於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謹遵《守則》條文之

規定。目前，公司本屆董事會於2011年11月15日最後獲選，按照《守則》第4.2條每位董事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的規

定，須於2014年11月15日輪值退任。公司原董事崔麗君女士、喬龍德先生、李德成先生及馬忠智先生已退任，並

於2014年10月由新董事替任。由於事關整個董事會，須考慮眾多因素以確保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順利延續，故此本

公司並未完成董事會其餘成員的上述程序。

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戰略決策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戰略決策委員會。本公司戰略決策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戰略決策委員會負責研究審議公司經營目標和長期發展戰略、業務及機構發展規劃、重大投資融資方案和其

他影響公司發展的重大事項，在董事會授權下監督、檢查年度經營計劃及投資方案的執行情況，並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本報告期內戰略決策委員會已對公司2014年度經營情況及2015年度工作安排的議案進行審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

員會所採納的職權範圍符合《守則》的規定。提名委員會負責以董事會多元化政策為指導，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

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方面），並就任何為配合公司策略而擬作出的調整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研究董

事、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審核其任職資格和條件等職責。本報告期內提名委員會已對董事會及各專門

委員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性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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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續）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公司已成立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薪

酬與考核委員會所採納的職權範圍符合《守則》的規定。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負責根據董事會制定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

員的薪酬與績效管理政策及架構，建議、審查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特定薪酬待遇與績效。本報告期內薪酬與

考核委員會已對公司2014年度高管人員薪酬進行審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董事組成，包括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具有合適專業資

格，擁有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經驗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所採納的職權範圍符合《守則》的規定。審核委

員會負責監察公司外聘審計機構及其工作、公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工作，制定、檢討公司企業

管治政策及其遵守和披露情況。截至本報告日，審核委員會已對本公司2014年內部審計工作總結及2015年工作計

劃、關於聘任2015年度核數師、釐定2014年度審計費用、本公司2014年度報告及2015年中期業績報告進行審議。

內部監控

為妥善把舵公司戰略方向，細化公司日常管理，擰緊風險閥門，公司持續建設結構性風險管理體系，進一步健全規

範內部監控。在日常業務管理方面，每個部門均有內部控制職能，在最前線建立審核程序，以供識別、確認、管理

及匯報風險，專業部門（法律部等）向各部門提供合規支持，完整風控鏈條；在重大戰略決策方面，董事會通過完善

一系列內控管理制度，依法依章審慎定奪戰略規劃，在有效評估風險的基礎上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平衡，並將具體

決策的實施納入其長期監控和反饋的範疇，長遠提升決策質效。董事會下設審核委員會定期評估和監控公司內控體

系，確保公司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董事就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進行了檢討，其內容涵蓋財務

監控、運作監控及合規監控以及風險管理功能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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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經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于報告

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交易守則》內所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

股本架構

截至2015年6月30日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本的比例
   

內資股 2,519,854,366 46.67%

H股 2,879,171,896 53.33%   

總股本 5,399,026,262 100%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沽售或購回本公司任何證券（「證券」一詞具有《上市

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重大訴訟及仲裁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除以下披露的美國石膏板訴訟外，本集團未發生對生產經營產生重大影響的訴訟、

仲裁事項，本集團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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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重大訴訟及仲裁（續）

茲提述本公司在2014年7月18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2月13日及2015年3月13日發佈的關於美國石膏板訴訟

進展的公告。泰山石膏在美國石膏板訴訟的部分案件中，以美國法院不存在屬人管轄權為由提出的撤銷缺席判決、

撤銷初步缺席判令以及駁回訴訟的動議已被駁回，由於泰山石膏不認同美國法院擁有管轄權，並反對由不具備管轄

權的法院審理實體爭議，決定不再參與美國法院進行的所有針對泰山石膏的美國石膏板訴訟。由於泰山石膏未參加

美國劉易斯安娜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美國地區法院」）進行的判決債務人審查(Judgement Debtor Examination)，

美國地區法院當時判定泰山石膏藐視法庭，並對泰山石膏及其關連公司發出若干禁令（「藐視法庭判令」）。本公司

從北新建材獲悉，泰山石膏已經聘請中國和美國律師在石膏板訴訟案件中代表泰山石膏應訴進行抗辯，以維護泰

山石膏的自身權益。另外，泰山石膏已向美國地區法院申請撤銷藐視法庭判令，由於只有在藐視法庭的判令被撤

銷後泰山石膏方可應訴並進行抗辯，為此泰山石膏向美國地區法院支付了4萬美元藐視法庭罰金，並同意向原告律

師支付1.5萬美元律師費。由於導致美國地區法院作出藐視法庭判令的原因為泰山石膏沒有參加Germano案缺席判

決後的債務人審查會議，因此泰山石膏同意支付Germano案件的缺席判決金額共2,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

月起計算的利息。另外，美國弗吉尼亞州巡迴法院已就Dragas案件對泰山石膏作出缺席判決，判決泰山石膏賠償

4,009,892.43美元，及判決前利息96,806.57美元，及自2013年6月計算的利息。報告期內，泰山石膏與Dragas就此

案達成和解，向其支付了400萬美元和解費用，此案件已終結。泰山石膏申明，其同意支付前述款項並不代表泰山

石膏認可上述案件的缺席判決內容，採取該等措施僅是為了申請撤銷╱避免藐視法庭判令並在撤銷藐視法庭判令後

參與石膏板訴訟案件的應訴及進行抗辯。

美國地區法院已通過中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轉送達至本公司關於Eduardo和Carmen Amorin（「Amorin案」）個人並

代表類似情形的所有人起訴案件的民事訴訟傳票。Amorin案的原告向包括本公司、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在內的多

名被告主張超過15億美元的賠償。鑒於訴訟的發展，本公司及北新建材各自已聘請中國及美國律師並在石膏板訴訟

案件中分別代表本公司及北新建材應訴進行抗辯，以維護本公司及北新建材的各自權益。公司尚難以準確預估美國

石膏板訴訟案可能對本公司造成的影響。有關該訴訟事項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7月18日、2014年8月20日、

2015年2月13日及2015年3月13日的公告內。本公司將繼續跟進美國石膏板訴訟的進展，並將按照監管規定于有需

要時再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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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非重大訴訟

就非重大訴訟事項而言，公司於2014年11月3日發佈的關於完成認購山水水泥股份及法律訴訟的自願性公告、

2015年1月26日發佈關於法律訴訟最新消息的自願性公告，提述：2015年1月23日，China Shanshui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山水水泥之控股股東）的六位個人少數股東，向包括山水水泥、本公司在內的被告提出申索，提

請法院頒佈法令，暫擱本公司與山水水泥於2014年10月27日簽署的《認購協議》及本公司認購山水水泥相關股份。

上述案件於2015年8月12日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後已終結。有關該訴訟事項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11

月3日和2015年1月26日的公告內。

就另一非重大訴訟事項而言，公司於2015年1月29日發佈關於涉及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訴訟的自願性公告，提述：部

分四川省資中縣東方紅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東方紅公司」）債權人向東方紅公司、資中西南、西南水泥及本公司（部

分案件將本公司列為被告）提起訴訟共135宗，涉案總金額約為2.85億元；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根據相關法院的部分

判決已結清判定債項，總額約為人民幣8,000萬元；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已就其中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判決

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並已於2015年1月9日收到該法院的受理通知；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已對東方紅公司

及其股東提起訴訟和仲裁程序，追討因有關訴訟而蒙受的損失。有關訴訟事項的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月29

日的公告內。公司將繼續跟進有關訴訟的進展，並將於有需要時再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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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135,666人。

本公司僱員薪酬福利包括薪金、津貼及相關福利。根據相關的全國和地方勞動和社會福利法律和法規，本公司旗下

每家成員公司每月都必須向各自的相關僱員支付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社會保

險費。本公司員工的薪酬政策主要是實行以崗位職責為基礎，並將獎勵與本公司的整體經濟效益掛鈎考核兌現的崗

位績效工資。

股票增值權計劃

為了向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提供額外的激勵，以及加強高級管理人員表現與股東價值之間的聯繫，本公司於2006年

2月28日採納股票增值權計劃，作為對本集團有重要貢獻的高級管理人員、資深專家及專才的一項長期激勵方案。

該方案中，股票增值權（「股票增值權」）即權利授出日至行使日，收取H股公允市價（如有）升值的等價現金款項的權

利。

授出的股票增值權以單位計算，每單位代表一股H股。自授出日起，所有股票增值權的行使期限為期6年。授出日起

首2年，不得行使股票增值權。授出日後2年及3年內，個人行使股票增值權的總數，分別不得超過彼等獲授股票增

值權總數的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授出日後4年，股票增值權獲全數歸屬。

股票增值權以不同的金額歸屬於獲授者，直至該獲授者完成特定的服務期為止。

在報告期內並無任何尚未行使或尚未歸屬的股票增值權，也並無授出任何股票增值權。

根據國資發分配[2006]第8號《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該等報酬不得高於個人總薪酬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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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

就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所知，截至2015年6月30日，於股本或相關股本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的登記

冊內或已知會本公司的權益或淡倉之股東（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監事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 股份類別

好倉╱淡倉╱

可供借出股份 身份 持有股份數 附註

佔相關類別

股份比例

佔全部股本

比例

(%)1, 6 (%)1, 6

        

母公司 內資股 好倉 實益擁有人 666,962,522

內資股 好倉 受控制法團權益 1,714,459,536 

2,381,422,058 2, 3 94.50 44.10

北新集團 內資股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485,566,956 2 58.95 27.52

中建材進出口 內資股 好倉 實益擁有人 227,719,530 2 9.04 4.22

信達 內資股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38,432,308 3 5.49 2.56

JPMorgan Chase & Co. H股 好倉 實益擁有人 74,738,597

H股 好倉 投資經理 18,706,000

H股 好倉 保管人 107,331,131 

200,775,728 4 6.97 3.71

H股 淡倉 實益擁有人 14,089,922 4 0.48 0.26

H股 可供借出股份 — 107,331,131 4 3.72 1.98

BlackRock, Inc. H股 好倉 受控制法團權益 147,702,217 5 5.13 2.73

H股 淡倉 受控制法團權益 4,404,000 5 0.1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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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續）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續）

附註：

1. 於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總發行股份之數目為5,399,026,262股，包括內資股2,519,854,366股及H股

2,879,171,896股。

2. 該等2,381,422,058股股份中666,962,522股股份由母公司直接持有，餘下1,714,459,536股股份被視為分別

透過北新集團、中建材進出口及建材總院間接持有的公司權益。中建材進出口及建材總院均為母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北新集團為母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100%股權的附屬公司，其中直接持有70.04%股權，及透

過中建材進出口間接持有29.96%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母公司被視為擁有北新集團直接持有的

1,485,566,956股股份、中建材進出口直接持有的227,719,530股股份及建材總院直接持有的1,173,050股股

份的權益。

3. 母公司與信達於2009年12月31日訂立的一份股份轉讓協議，信達同意向母公司轉讓本公司49,000,000股

內資股（「第一次轉讓股份」）。另母公司與信達於2010年12月15日訂立的另一份股份轉讓協議，信達同意

向母公司轉讓本公司12,800,137股內資股（「第二次轉讓股份」）。因公司於2010年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了

按本公司股東每持有十股股份獲發十股紅股之基準發行紅股的議案，母公司與信達於2012年8月31日訂立

了一份上述兩份股權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信達同意向母公司轉讓本公司的61,800,137股內資股調整為

123,600,274股內資股。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母公司被視為擁有2,505,022,332股內資股（相當於

內資股本的99.41%及總股本的46.39%），而信達被視為擁有14,832,034股內資股（相當於內資股本的0.58%

及總股本的0.27%）。截至本報告日，上述股份之交易事項均未完成於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的轉讓股

份變更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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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續）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續）

附註：（續）

4. JPMorgan Chase & Co.因擁有下列持有本公司直接權益的法團的控制權而被視為持有本公司合共

200,775,728股H股（好倉）及14,089,922股H股（淡倉）之權益：

4.1. J.P. Morgan Securities LLC持有本公司155,508股H股（好倉）及23,922股H股（淡倉）。J.P. Morgan 

Securities LLC為JPMorgan Chase & Co. 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2. J.P. Morgan Clearing Corp持有本公司 11,000股H股（好倉）。J.P. Morgan Clearing Corp為

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3. JF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本公司 17,484,000股H股（好倉）。JF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為JP 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4.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持有本公司874,000股H股（好倉）。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為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5. J.P. Morga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持有本公司 56,000股 H股（好倉）。 J.P. Morga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為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6. J.P. Morgan Whitefriars Inc.持有本公司39,284,573股H股（好倉）及4,966,000股H股（淡倉）。J.P. 

Morgan Whitefriars Inc.為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7.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持有本公司35,287,516股H股（好倉）及9,100,000股H股（淡倉）。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0.64%權益為J.P. Morgan Capital Financing Limited所持有，而J.P. Morgan 

Capital Financing Limited 為 JPMorgan Chase & Co. 的 全 資 子 公 司 。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99.36%權益為 J.P. Morgan Chase International Holdings所持有，而 J.P. Morgan Chase 

International Holdings為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4.8. JPMorgan Chase Bank, N.A.持有本公司107,331,131股H股（好倉）。JPMorgan Chase Bank, N.A

為JPMorgan Chase & Co.的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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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續）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續）

附註：（續）

4. JPMorgan Chase & Co.因擁有下列持有本公司直接權益的法團的控制權而被視為持有本公司合共

200,775,728股H股（好倉）及14,089,922股H股（淡倉）之權益：（續）

4.9.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持有本公司292,000股H股（好倉）。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為JPMorgan Chase & Co.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JPMorgan Chase & Co.於本公司所有權益及淡倉中，包括107,331,131股H股可供借出之股份。另外，

12,107,508股H股（好倉）及14,089,922股H股（淡倉）透過以下衍生工具持有：

10,272,000股H股（好倉）及9,100,000股H股（淡倉） － 以實物交收（場內）

3,094,000股H股（淡倉） － 以現金交收（場內）

85,508股H股（好倉）及145,922股H股（淡倉） － 以實物交收（場外）

1,750,000股H股（好倉）及1,750,000股H股（淡倉） – 以現金交收（場外）

5. BlackRock, Inc.因擁有下列持有本公司直接權益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而被視為持有本公司合共

147,702,217股H股（好倉）及4,404,000股H股（淡倉）之權益：

5.1.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C持有本公司1,390,202股H股（好倉）。

5.2. BlackRock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持有本公司230,000股H股（好倉）。

5.3. BlackRock Institutional Trust Company, National Association持有本公司41,879,332股H股（好倉）

及4,326,000股H股（淡倉）。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報告49

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續）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續）

附註：（續）

5. BlackRock, Inc.因擁有下列持有本公司直接權益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而被視為持有本公司合共

147,702,217股H股（好倉）及4,404,000股H股（淡倉）之權益：（續）

5.4. BlackRock Fund Advisors持有本公司38,078,000股H股（好倉）。

5.5. BlackRock Advisors, LLC持有本公司574,000股H股（好倉）及48,000股H股（淡倉）。

5.6. BlackRock Japan Co., Ltd.持有本公司2,998,000股H股（好倉）。

5.7.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Canada Limited持有本公司570,000股H股（好倉）。

5.8.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Australia) Limited持有本公司358,000股H股（好倉）。

5.9.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持有本公司2,060,504股H股（好倉）。

5.10. BlackRock (Netherlands) B.V.持有本公司704,000股H股（好倉）。

5.11. BlackRock Advisors (UK) Limited持有本公司29,357,739股H股（好倉）。

5.12. BlackRock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本公司2,160,000股H股（好倉）。

5.13.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持有本公司15,255,327股H股（好倉）。

5.14. BLACKROCK (Luxembourg) S.A.持有本公司786,000股H股（好倉）及30,000股H股（淡倉）。

5.15.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UK) Limited持有本公司9,984,627股H股（好倉）。

5.16. BlackRock Fund Managers Limited持有本公司1,108,486股H股（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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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續）

主要股東及有關其他人士（包括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權益的披露（續）

一. 主要股東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的人士（續）

附註：（續）

5. BlackRock, Inc.因擁有下列持有本公司直接權益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而被視為持有本公司合共

147,702,217股H股（好倉）及4,404,000股H股（淡倉）之權益：（續）

5.17. BlackRock Life Limited持有本公司194,000股H股（好倉）。

5.18.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Schweiz) AG持有本公司14,000股H股（好倉）。

BlackRock, Inc.於本公司所有權益及淡倉包括448,000股H股（好倉）及88,000股H股（淡倉），乃透過以下衍

生工具持有：

448,000股H股（好倉）及88,000股H股（淡倉） – 以現金交收（場外）

6. 上述百分比按小數點後兩位計算。

除上述所披露外，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概無任何人士曾知會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

內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二. 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5年6月30日，就本公司所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記入該條

文所述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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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亦未被授予購買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

團的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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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載列於第52至100頁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中

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與截

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合併損益表、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和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

定，就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刊發的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合併

中期財務資料。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

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

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

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倘若在執行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

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Andrew David Ross

執業證書號碼P01183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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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5 48,339,127 55,780,666
銷售成本 (36,450,611) (40,882,926)    

毛利 11,888,516 14,897,740
投資及其他收入 6 3,694,121 1,652,6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165,117) (3,004,119)
管理費用 (4,711,645) (4,428,997)
融資成本－淨額 7 (5,251,922) (5,396,9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5,714 332,3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2,549,667 4,052,614
所得稅開支 9 (982,443) (1,174,161)    

期內溢利 1,567,224 2,878,453
    

溢利應佔方：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791,604 1,797,833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142,272 –
 非控制性權益 633,348 1,080,620    

1,567,224 2,878,453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溢利－基本及攤薄 11 0.147 0.333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10 890,839 86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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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567,224 2,878,453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16,992) 12,92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91,138 (158,549)

 於期內對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調整 (11,925)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入╱（費用） 35,010 (1,679)   

期內其他綜合收入╱（費用），扣除稅項 97,231 (147,299)   

期內綜合收益 1,664,455 2,731,154
   

綜合收益應佔方：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882,874 1,647,891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142,272 –

 非控制性權益 639,309 1,083,263   

期內綜合收益 1,664,455 2,731,154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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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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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7,696,133 126,019,321

 預付租賃款 14,281,065 14,107,910

 投資物業 295,945 300,472

 商譽 13 44,625,516 42,847,327

 無形資產 5,748,206 5,336,403

 聯營公司權益 14 10,394,530 10,032,5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 1,893,536 1,301,689

 按金 16 7,177,611 6,584,989

 遞延所得稅資產 3,320,147 3,251,399    

215,432,689 209,782,058    

流動資產

 存貨 16,567,907 16,663,43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7 68,605,829 60,972,479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 18 4,072,533 1,978,704

 應收關聯方款項 27(b) 7,411,473 11,090,42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9 7,702,515 5,704,0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990,295 10,290,653    

122,350,552 106,69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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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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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52,569,357 51,271,781
 應欠關聯方款項 27(b) 8,077,964 1,713,831
 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 21 158,149,218 139,292,634
 融資租賃負債 3,410,399 4,490,609
 當期所得稅負債 1,244,869 1,913,310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745,161 441,789    

224,196,968 199,123,954    

流動負債淨額 (101,846,416) (92,424,1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3,586,273 117,357,872    

非流動負債
 借款－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21 31,940,390 37,731,114
 遞延收入 1,156,289 1,222,202
 融資租賃負債 11,164,784 9,142,563
 財務擔保合同－一年後到期 56,981 56,981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33,959 2,227,781    

46,552,403 50,380,641    

淨資產 67,033,870 66,977,2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 5,399,026 5,399,026
 儲備 35,163,967 35,173,875    

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0,562,993 40,572,901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5,142,397 5,000,125
 非控制性權益 21,328,480 21,404,205    

總權益 67,033,870 66,977,231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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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可供分配予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

儲備基金

公允

價值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永久

資本工具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399,026 4,824,481 300,182 2,195,487 148,987 (147,492) 27,852,230 40,572,901 5,000,125 21,404,205 66,977,231            

本期溢利 – – – – – – 791,604 791,604 142,272 633,348 1,567,224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扣除稅項

 －匯兌差額 – – – – – (19,969) – (19,969) – 2,977 (16,99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 – – – 88,154 – – 88,154 – 2,984 91,138

 －於期內對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重新分類調整 – – – – (11,925) – – (11,925) – – (11,925)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 – – – 139 34,871 – 35,010 – – 35,010            

期內綜合收益 – – – – 76,368 14,902 791,604 882,874 142,272 639,309 1,664,455            

股息（附註10） – – – – – – (890,839) (890,839) – – (890,839)

支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 – – – – – – – – (783,865) (783,865)

因收購附屬公司使非控制性權益增加 

（附註23） – – – – – – – – – 68,113 68,113

因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使非控制性 

權益減少（附註24(a)） – – (3,114) – – – – (3,114) – (5,409) (8,523)

其他 – – 1,171 – – – – 1,171 – 6,127 7,29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399,026 4,824,481 298,239 2,195,487 225,355 (132,590) 27,752,995 40,562,993 5,142,397 21,328,480 67,033,870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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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可供分配予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

儲備基金

公允

價值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399,026 4,824,481 (152,924) 2,161,926 217,641 (42,911) 22,971,184 35,378,423 18,197,476 53,575,899           

本期溢利 – – – – – – 1,797,833 1,797,833 1,080,620 2,878,453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扣除稅項

 －匯兌差額 – – – – – 11,099 – 11,099 1,830 12,92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 – – – (159,362) – – (159,362) 813 (158,549)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費用 – – (1,679) – – – – (1,679) – (1,679)           

期內合計綜合收益╱（費用） – – (1,679) – (159,362) 11,099 1,797,833 1,647,891 1,083,263 2,731,154           

股息（附註10） – – – – – – (863,844) (863,844) – (863,844)

支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 – – – – – – – (810,674) (810,674)

非控制性權益注資 – – – – – – – – 8,314 8,314

因收購附屬公司使非控制性權益增加 – – – – – – – – 332,595 332,595

因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使非控制性權益

減少（附註24(a)） – – (91,001) – – – – (91,001) (141,868) (232,869)

不失去控制權之被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分

權益（附註24(b)） – – (8,248) – – – – (8,248) 34,348 26,100

法定儲備變動 – – – 142 – – (142) – – –

其他 – – 6,685 – – – – 6,685 3,293 9,97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399,026 4,824,481 (247,167) 2,162,068 58,279 (31,812) 23,905,031 36,069,906 18,706,747 54,776,653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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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產生的淨現金 3,692,651 7,486,725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2,982,548) (4,248,703)

 購入無形資產 (581,001) (99,519)

 因收購產生的淨現金（流出）╱流入 (99,255) 419,426

 收購聯營公司權益 (284,974) (10,000)

 已付按金 (7,177,611) (8,870,308)

 其他投資性現金流量淨額 5,941,327 4,995,770   

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5,184,062) (7,813,334)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5,118,476) (5,963,539)

 已付股東股息 (890,839) (863,844)

 已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647,070) (438,607)

 償還借款 (94,798,539) (77,734,121)

 已籌新借款 111,118,463 88,737,906

 其他融資性現金流量淨額 (469,790) 2,662,784   

融資活動所得的淨現金 9,193,749 6,400,5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7,702,338 6,073,97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90,653 8,979,909

匯率變動的影響 (2,696) 588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990,295 15,054,467
   

附註為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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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 一般資料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乃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一間股份有

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地址和營業地址分別為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17號國海廣場2號樓（B座）及中國北京市海淀

區復興路17號國海廣場2號樓21層。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建築材料集團公司（「母公司」），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於一九八四年一月

三日成立的國有企業。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經營水泥、混凝土、輕質建材、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以及工程服務業務。在下文中，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亦是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是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註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須與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中適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保持一

致。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報告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60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用的新訂和經修改準則

以下經修改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為起始日的會計期間強制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員工供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之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經修改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

內所報告的金額及披露沒有重大影響。

(b) 下列是已發出但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新準則和對現有
準則的修改和詮釋，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經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處理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投資者和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出售或投入資產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投資主體：應用合併豁免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披露議案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38號（經修訂） 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法的澄清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單獨財務報表的權益法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41號（經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准許提早採納。

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准許提早採納。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准許提早採納。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用該等修訂、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目前尚未能判斷該等

修訂、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是否將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報告61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3.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須對可能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收入及支出的數額作出判

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在編製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

鍵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報表相同。

4. 財務風險管理

4.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金融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及股權價格風險）、信貸風

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包括年度會計報表要求披露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因此應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報告一併閱讀。

自上年度末，本集團的風險管理部門或風險管理政策沒有任何改變。

4.2 流動資金風險

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會監督及維持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處於管理層認為充足之水平，以撥付

本集團之營運及減低現金流量波動之影響。

4.3 公允價值估計

下表透過估值法分析按公允價值入賬的金融工具。不同層級的定義如下：

• 相同資產或負債的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第一層）

• 除了第一層所包括的報價外，該資產或負債的可觀察的其他輸入，可為直接（即例如價格）或

間接（即源自價格）（第二層）

• 資產或負債並非依靠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輸入（即非可觀察輸入）（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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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4. 財務風險管理（續）

4.3 公允價值估計（續）

下表顯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計量的公允價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 2,761,958 50,575 1,260,000 4,072,53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99,115 – – 1,599,115     

資產總值（未經審核） 4,361,073 50,575 1,260,000 5,671,648
     

負債
財務擔保合同 – – 56,981 56,981     

負債總值（未經審核） – – 56,981 56,981
     

下表顯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量的公允價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 800,379 – 1,178,325 1,978,70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6,782 – – 1,006,782     

資產總值（經審核） 1,807,161 – 1,178,325 2,985,486
     

負債
財務擔保合同 – – 56,981 56,981     

負債總值（經審核） – – 56,981 5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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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4. 財務風險管理（續）

4.3 公允價值估計（續）

於二零一五年期間，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層級之間沒有發生重大的轉撥。

於二零一五年期間，業務或經濟環境沒有發生會對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產生影響

的重大轉變。

於二零一五年期間，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沒有發生重分類。

沒有在活躍市場上買賣之財務工具之公允價值採用估值方法釐定。該等估值方法盡量採用可觀察之市

場數據（如可得到），並盡少倚賴企業特定估計。倘計量工具公允價值所需之所有重要數據可觀察，則

該工具將計入第二級。

倘一個或多個重大輸入數據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釐定，則該項工具會被列入第三級。

財務擔保合同的公允價值是由董事按擔保合同的受保者之財務狀況作出估計及分析，該等財務擔保合

同為第三層。

計量金融工具之具體估值技術包括就同類工具之市場報價或經銷商報價。

第三級別的公允價值計量之資料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估值技術及 不可觀察因素與

金融資產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要因素 公允價值之關係     

結構性存款 於中國內地包含非密切
關聯之嵌入式衍生工具
之銀行存款：人民幣
1,260,000,000元

於中國內地包含非密切
關聯之嵌入式衍生工具
之銀行存款：人民幣
1,178,325,000元

貼現現金流

主要不可觀察因素為：銀行投資貨幣市場
工具及債務工具介乎2.85%至4.00%之預
期收益以及反映銀行信貸風險之貼現率
（附註）

預期收益越高則公允價值越高

貼現率越高則公允價值越低

附註： 管理層認為，由於該存款含短到期日，貨幣市場工具及債務工具之預期收益之波動對於結構性存款
之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確認入損益之溢利或虧損並無分類為第三級別之結構性存款之公允價值變動，

因所涉及的款項並不重大，因此並無呈列第三級公允價值計量之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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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目前分為六個營業部門─水泥、混凝土、輕質建材、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工程服務以

及其他。本集團按此等業務報告作為其主要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水泥 – 生產及銷售水泥

混凝土 – 生產及銷售混凝土

輕質建材 – 生產及銷售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 生產及銷售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 向玻璃及水泥製造商提供工程服務及設備採購

其他 – 商品貿易業務及其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超過90%的集團業務及資產位於中國境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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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續）

(a)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務分部業績如下：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

及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對外銷售 28,800,111 10,544,662 3,393,047 1,504,198 2,753,203 1,343,906 – 48,339,127

分部間銷售（附註） 963,211 41 – – 366,425 347,434 (1,677,111) –         

29,763,322 10,544,703 3,393,047 1,504,198 3,119,628 1,691,340 (1,677,111) 48,339,127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之營運分部溢利（未經審核） 7,992,220 1,873,168 871,759 238,845 521,585 55,837 – 11,553,414
         

折舊及攤銷 (3,040,531) (457,685) (191,880) (41,756) (61,415) (36,134) 19,532 (3,809,869)

不予分配的其他收入 66,557

不予分配的管理費用 (104,22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32,108 – 775 (15,300) (1,398) 79,529 – 95,714

融資成本－淨額 (3,804,915) (880,107) (68,544) (19,804) (152,187) (80,419) – (5,005,976)

不予分配的融資成本－淨額 (245,9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549,667

所得稅開支 (982,443)         

本期溢利（未經審核） 1,567,224
         

附註： 分部間銷售乃參考市場價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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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續）

(a)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分部的業績以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營運分部溢利作披露，即每個分部版塊，在未扣除

折舊及攤銷、其他收入、中央管理費用、淨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所得稅開支。這

是向管理層匯報的方法，從而去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管理層認為以這方法，加上其他的匯報數

據，能夠為管理層提供更佳的認知，而投資者亦能評估分部之營運情況。

(b)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和負債如下：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08,276,561 47,714,527 12,063,053 5,300,987 11,591,406 6,130,934 – 291,077,468
 聯營公司權益 6,498,656 – 104,280 3,190,139 32,521 568,934 – 10,394,530
 不予分配的資產 36,311,243         

合併資產合計（未經審核） 337,783,241
         

負債
 分部負債 162,493,039 16,989,649 4,924,753 3,145,713 12,309,680 6,552,784 – 206,415,618
 不予分配的負債 64,333,753         

合併負債合計（未經審核） 270,749,371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貿易

賬款、借款及銷售活動產生的應計費用及應付票據，惟不包括應付企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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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續）

(c)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務分部業績如下：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對外銷售 34,224,098 13,402,183 3,544,916 1,046,221 2,062,626 1,500,622 – 55,780,666

分部間銷售（附註） 3,436,466 – 47 – 919,899 1,067,572 (5,423,984) –         

37,660,564 13,402,183 3,544,963 1,046,221 2,982,525 2,568,194 (5,423,984) 55,780,666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

 營運分部溢利（未經審核） 8,821,888 2,111,547 923,178 161,805 473,730 148,686 – 12,640,834
         

折舊及攤銷 (2,673,160) (457,336) (164,663) (50,995) (64,628) (18,469) 10,934 (3,418,317)

不予分配的其他費用 (824)

不予分配的管理費用 (104,46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68,295 1,502 (900) 60,748 (41) 2,735 – 332,339

融資成本－淨額 (3,563,957) (924,504) (94,440) (34,210) (160,248) (85,103) (39,062) (4,901,524)

不予分配的融資成本－淨額 (495,4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52,614

所得稅開支 (1,174,161)         

本期溢利（未經審核） 2,878,453
         

附註： 分部間銷售乃參考市場價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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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續）

(c)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分部的業績以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營運分部溢利作披露，即每個分部版塊，在未扣除

折舊及攤銷、其他費用、中央管理費用、淨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所得稅開支。這

是向管理層匯報的方法從而去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管理層認為以這方法，加上其他的匯報數

據，能夠為管理層提供更佳的認知，而投資者亦能評估分部之營運情況。

(d)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和負債如下：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13,167,510 32,898,822 11,037,659 5,220,056 10,601,787 5,321,491 – 278,247,325

 聯營公司權益 6,445,759 – 106,519 3,207,298 32,633 240,339 – 10,032,548

 不予分配的資產 28,201,953         

合併資產合計 316,481,826
         

負債

 分部負債 129,883,194 45,890,016 4,391,092 3,158,478 10,956,936 4,671,960 – 198,951,676

 不予分配的負債 50,552,919         

合併負債合計 249,50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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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5. 分部資料（續）

(e) 融資成本、稅項、折舊與攤銷前溢利之差異調節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與攤銷前之營運分部的溢利 11,497,577 12,492,148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與攤銷前之其他分部的溢利 55,837 148,686   

總分部溢利 11,553,414 12,640,83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3,433,325) (3,098,675)

無形資產攤銷 (188,948) (156,696)

預付租賃款撥回簡明合併損益表 (187,596) (162,946)

總部費用項目 (37,670) (105,285)   

營運利潤 7,705,875 9,117,232

融資成本－淨額 (5,251,922) (5,396,9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5,714 332,3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2,549,667 4,05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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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6. 投資及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之公允價值的變動 1,428,974 (14,425)

政府津貼

增值稅退稅（附註a） 890,198 757,689

政府補貼（附註b） 776,039 402,744

利息補貼 53,754 12,155

淨租金收入 197,425 38,907

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折讓 34,080 188,885

處置其他投資之溢利 551 456

已收索償 27,394 26,330

應付款豁免 32,627 49,666

其他 253,079 190,201   

3,694,121 1,652,608
   

附註：

(a) 中國國務院在一九九六年發出「鼓勵天然資源綜合利用通知」（「該通知」），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及支持企業綜

合利用天然資源。根據該通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局實施多項法規，對若干環保產品，包括使用工業廢料

作部分原材料的產品，以增值稅退稅方式，提供優惠。在該通知和規定下，本集團已繳增值稅而又合資格

的產品，在獲得相關政府部門批准後，即時或日後可獲退稅。

(b) 政府補貼乃地方政府機構給予本集團，主要為了鼓勵本集團發展及為地方經濟發展所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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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7.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3,473,597 4,013,415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7,991 12,039   

3,481,588 4,025,454

債券、其他借款及融資租賃利息 2,175,019 1,888,998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利息 (181,775) (243,204)   

5,474,832 5,671,248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 (168,061) (111,049)

 －應收貸款利息 (54,849) (163,242)   

(222,910) (274,291)   

融資成本－淨額 5,251,922 5,39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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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3,457,975 3,121,199

投資物業的折舊 4,527 4,490

無形資產攤銷 188,948 156,696

預付租賃款撥回簡明合併損益表 187,596 162,946

呆壞賬撥備 198,371 244,78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75

員工成本 4,877,490 4,844,253

匯兌虧損淨額 4,164 5,283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所得稅 1,021,820 1,577,315

遞延所得稅 (39,377) (403,154)   

982,443 1,174,161
   

除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獲豁免或按優惠稅率15%納稅外，中國所得稅乃按有關所得稅率及規例所定，或獲得

由中國稅務局發出之許可之稅率納稅。中國所得稅按根據中國有關稅務細則及條例釐定的，本集團估計應課

稅利潤的25%（二零一四年：25%）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國境外應課稅利潤的所得稅乃根據本集團所屬營運地區的適用

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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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890,839 863,844
   

於期內，本公司已經宣佈派發股息約為人民幣890.84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

民幣863.84百萬元），作為上個財務年度的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未提請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11. 每股溢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者應佔每股基本溢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溢利 791,604 1,797,83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399,026,262 5,399,026,262
   

於這兩個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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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在建工程 土地及樓宇 廠房及機器 汽車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經審核） 7,220,382 59,883,467 54,402,913 4,512,559 126,019,321
添置 3,081,473 351,501 504,424 75,687 4,013,085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3） 102,748 670,414 686,908 158,761 1,618,831
轉撥自在建工程 (3,735,476) 1,627,290 2,106,387 1,799 –
轉撥至用於重建的在建工程 15,296 (1,382) (13,914) – –
處置 (359,770) (10,570) (80,347) (46,442) (497,129)
折舊及減值 – (914,255) (2,190,081) (353,639) (3,457,97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未經審核） 6,324,653 61,606,465 55,416,290 4,348,725 127,696,13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建工程 土地及樓宇 廠房及機器 汽車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經審核） 8,692,209 56,143,200 53,655,656 4,994,955 123,486,020
添置 4,778,337 1,952,978 738,684 121,515 7,591,514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3） 711,195 701,903 779,097 103,822 2,296,017
轉撥自在建工程 (7,823,138) 3,581,003 4,237,781 4,354 –
轉撥至用於重建的在建工程 1,251,327 (592,335) (658,992) – –
轉撥至預付租賃款 – (1,502) – – (1,502)
處置 (5,934) (47,261) (76,969) (23,995) (154,159)
處置附屬公司 (381,999) (123,488) (215,836) (2,649) (723,972)
折舊及減值 (1,615) (1,731,031) (4,056,508) (685,443) (6,474,597)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經審核） 7,220,382 59,883,467 54,402,913 4,512,559 126,0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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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3. 商譽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 42,847,327 42,310,902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附註23） 1,778,189 558,123

處置附屬公司 – (19,441)

期內╱年內確認的減值損失 – (2,257)   

期╱年末 44,625,516 42,847,327
   

商譽乃分配至預期可從業務合併中獲利的現金產生單位。已獲分配的商譽的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水泥 34,680,834 33,928,623

混凝土 9,817,308 8,791,330

輕質建材 92,552 92,552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15,991 15,991

工程服務 62 62

其他 18,769 18,769   

44,625,516 42,84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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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4.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於聯營公司的成本

 －已在中國上市 1,770,356 1,761,562

 －已在香港上市 1,240,038 1,240,038

 －非上市 4,297,380 3,968,046

應佔收購後利潤，扣除已收股息 3,086,756 3,062,902   

10,394,530 10,032,548
   

已上市投資的公允價值 14,148,979 8,850,88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投資於聯營公司的成本包括聯營公司的商譽約為人民幣1,045.83百萬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045.83百萬元）。

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上市權益股（附註） 294,421 294,907

 －於香港上市權益股 1,380,525 733,255

 －於香港境外上市的權益股 218,590 273,527   

1,893,536 1,301,689
   

附註：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乃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入賬，原因是該等投資在投資暢旺的市場上並無市場報價；且

由於預計的合理公允價值的範圍非常重要，管理層認為不能可靠地計量其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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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6. 按金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用於收購附屬公司的投資按金 1,779,270 1,000,280

用於收購聯營公司的投資按金 129,735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3,488,534 3,394,155

購買無形資產支付的按金 1,150,287 1,534,593

就預付租賃款的按金 629,785 655,961   

7,177,611 6,584,989
   

附註： 按金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

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 35,039,097 27,306,027

應收票據 5,248,357 7,718,472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157,064 3,401,529

預付租賃款 353,206 348,24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5,808,105 22,198,207   

68,605,829 60,97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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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續）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六十至一百八十天的賒賬期。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兩個月內 12,348,554 8,752,842

兩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16,452,131 14,209,370

一年至兩年 4,869,295 3,475,323

兩年至三年 1,081,060 550,969

超過三年 288,057 317,523   

35,039,097 27,306,02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應收票據賬齡為六個月內。

18.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作買賣用途的投資，按市值：

 －於香港境外上市的有報價投資基金 137 499

 －於香港境外上市的有報價上市股份 2,761,821 799,880   

2,761,958 800,379

結構性存款（附註） 1,260,000 1,178,325

債券 50,575 –   

4,072,533 1,97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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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18.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續）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結構性存款包括由中國內地銀行發行以人民幣列值之存款。結構性存款按預計
年利率2.85厘至4.00厘計息，視乎銀行所投資相關貨幣市場工具及債務工具之市價而定，並須於到期時支
付，到期日為自購買日起計介乎90至91日。由於結構性存款包含非密切關聯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因此於初
步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管理層認為，參考附註4.3所述貼現現金流方式而計量
之結構性存款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9.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7,702.52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5,704.07百萬元）以取得一年內到期的銀行貸款及獲批出短期銀行信貸額度。已抵押

銀行存款將於相關銀行借貸結算後撥回。

已抵押銀行存款按每年0.35%至3.5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5%至2.85%）的市場利率計息。

2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兩個月內 6,178,763 7,046,574
兩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7,190,093 7,893,131
一年至兩年 2,314,310 2,540,645
兩年至三年 596,590 759,596
超過三年 728,685 436,910   

貿易應付賬款 17,008,441 18,676,856
應付票據 14,984,975 11,782,823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28,848 347,864
其他應付款項 20,047,093 20,464,238   

52,569,357 51,271,78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應付票據賬齡在六個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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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1. 借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

 －有抵押 3,703,503 3,988,855

 －無抵押 107,675,668 114,634,893   

111,379,171 118,623,748

債券 78,710,437 58,400,000   

190,089,608 177,023,748
   

為報告之用分析如下：

  

非流動 31,940,390 37,731,114

流動 158,149,218 139,292,634   

  

190,089,608 177,023,748
   

期內借款利率範圍介乎每年2%至6.6%之間（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2%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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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1. 借款（續）

借款的變動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計） 177,023,748
本期增加 111,118,46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3） 38,000
償還借款 (98,090,603)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未經審計） 190,089,608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計） 170,208,248
本期增加 88,737,906
收購附屬公司 960,989
償還借款 (79,806,469)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未經審計） 180,100,674
  

於期末報告日，本集團所獲信貸由以下資產進行抵押，其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8,804,686 10,881,614
預付租賃款 464,885 531,758
投資物業 – 198,482
採礦權 6,320 –
已抵押銀行存款（附註19） 7,702,515 5,704,068
應收賬款 810,639 1,333,957
應收票據 141,481 149,342   

17,930,526 18,7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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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2. 股本

內資股（附註(a)） H股（附註(b)）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總股本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人民幣1.0元的註冊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519,854,366 2,519,854 2,879,171,896 2,879,172 5,399,02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沒有股權變動。

附註：

(a) 內資股為只供中國政府及╱或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以人民幣認購並全數繳付的普通股。

(b) H股為只供除中國政府及╱或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以外的人士，以人民幣認購並全數繳付的普通股。

除附註(a)及(b)所載對股份持有人的特定要求外，以上所述的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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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

於期內，本集團收購了25間附屬公司。被收購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水泥、混凝土及輕質建材的生產及銷售。

該等收購使用購買法入賬。

期╱年內，於交易中購入的淨資產及所產生的商譽總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所購入的淨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附註12） 1,618,831 2,296,017
 無形資產 28,834 61,767
 聯營公司權益 – 16,518
 預付租賃款 226,524 378,34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5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2,781 24,070
 存貨 339,338 280,6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218,525 1,451,801
 應收關聯方款項 42,612 37,702
 已抵押銀行存款 – 405,8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876 180,9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836,503) (2,169,392)

 （應交）╱可退回之當期所得稅 (13,861) 457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164,464) (46,730)
 應付關聯方款項 (205,543) (32,400)
 借款（附註21） (38,000) (1,548,989)
 融資租賃負債 (6,280) (7,573)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054) (26,442)   

淨資產 1,239,616 1,303,061
   

收購相關之費用約為人民幣46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350,000萬元）已在簡明合併

損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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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之淨資產 1,239,616 1,303,061

非控制性權益 (68,113) (348,790)

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折讓 (34,080) (215,743)

商譽（附註13） 1,778,189 558,123   

總代價 2,915,612 1,296,651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136,131 573,700

其他應付款 2,779,481 722,951   

2,915,612 1,296,651   

因收購產生的淨現金流出：

所支付的現金代價 (136,131) (573,700)

減：所購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876 180,912   

(99,255) (39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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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非控制性權益之計量是在收購日，按照其享有的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允價值的份額部分來計算。

因收購該等附屬公司而產生的商譽，主要來自預期的收入增長及中國黑龍江省、貴州省、四川省及安徽省市

場的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以及整合本集團水泥，混凝土和輕質建材後產生的協同效應。因為由此帶來的

未來經濟效益未能可靠地計量，故該等利益不會從商譽中獨立確認。

收購折讓是由於該公司於過往年度業務錄得虧損以及本集團注入額外資本用於未來擴充生產設施所致。

本期收入及溢利中包含新收購的附屬公司帶來額外業務所產生的分別約為人民幣348.65百萬元及虧損人民幣

29.56百萬元。

倘業務合併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48,425.40百萬元，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559.64百萬元。本集團董事認為該等備考數據可作合併後於中報期間的業績概約的指標，亦為未來比較的

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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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

(i) 四川省女媧建材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以約人民幣140百萬元的總代價收購四川省女媧建材有限公司80%

股權。被收購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水泥和石灰石的生產及銷售。

於交易中購入的淨資產及所產生的商譽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所購入的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1,147

 無形資產 4,520

 預付租賃款 10,604

 存貨 17,07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5,5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94,624)

 遞延所得稅負債 (9,837)  

淨資產 164,446
  

非控制性權益 (34,877)

商譽 10,469  

總代價 14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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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續）

(i) 四川省女媧建材有限公司（續）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84,252

其他應付款 55,786  

140,038
  

因收購產生的淨現金流出：

所支付現金代價 (84,252)

減：所購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  

(84,188)
  

本期間收入及溢利中包含被收購的附屬公司帶來額外業務所產生的分別約人民幣21百萬元及虧損人

民幣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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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續）

(ii) 牡丹江市江達城建商品砼有限責任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以約人民幣478百萬元的總代價收購牡丹江市江達城建商品砼有限責

任公司100%股權。被收購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水泥的生產及銷售。

於交易中購入的淨資產及所產生的商譽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所購入的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537

 無形資產 192

 預付租賃款 19,8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197

 存貨 14,5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57,0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3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14,45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709)

 借款 (14,806)  

淨資產 200,550
  

商譽 277,600  

總代價 47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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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續）

(ii) 牡丹江市江達城建商品砼有限責任公司（續）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

其他應付款 478,150  

478,150
  

因收購產生的淨現金流入：

所支付現金代價 –

減：所購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36  

3,136
  

本期間收入及溢利中包含被收購的附屬公司帶來額外業務所產生的分別約人民幣23百萬元及虧損人

民幣1.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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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續）

(iii) 雞西市城海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以約人民幣357百萬元的總代價收購雞西市城海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97.7%股權。被收購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水泥的生產。

於交易中購入的淨資產及所產生的商譽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所購入的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619

 遞延所得稅資產 845

 存貨 18,6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80,8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1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62,587)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股利 (24,151)

 當期所得稅負債 (1,481)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78)  

淨資產 178,110
  

非控制性權益 (4,097)

商譽 182,670  

總代價 35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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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3. 業務合併（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重大收購詳情如下：（續）

(iii) 雞西市城海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續）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

其他應付款 356,683  

356,683
  

因收購產生的淨現金流入：

所支付現金代價 –

減：所購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17  

4,317
  

本期間收入及溢利中包含被收購的附屬公司帶來額外業務所產生的分別約人民幣54百萬元及虧損人

民幣1.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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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4. 與非控制性權益之交易

(a) 不改變控制權之附屬公司額外權益收購

綏化清華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綏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綏化之額外權益，購買對價約為人民幣8.52百萬

元。於收購日該等附屬公司之非控制性權益賬面值約為人民幣5.41百萬元。本集團確認非控制性權益

減少約為人民幣5.41百萬元，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之權益減少約為人民幣3.11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購入非控制性權益的賬面值 5,409 141,868

支付予非控制性權益的對價 (8,523) (232,869)   

確認於儲備中支付超額對價的部份 (3,114) (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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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4. 與非控制性權益之交易（續）

(b) 不失去控制權之被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處置非控制性權益的賬面值 – (34,348)

收取於非控制性權益的對價 – 26,100   

確認於儲備中的出售虧損 – (8,248)
   

25. 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集團已簽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72 166,879

 －收購預付租賃款 – 1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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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6. 或有負債和訴訟

(i) 報告期內，茲提述本公司在2014年7月18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2月13日及2015年3月13日發

佈的關於美國石膏板訴訟進展的公告。泰山石膏在美國石膏板訴訟的部分案件中，以美國法院不存在

屬人管轄權為由提出的撤銷缺席判決、撤銷初步缺席判令以及駁回訴訟的動議已被駁回，由於泰山石

膏不認同美國法院擁有管轄權，並反對由不具備管轄權的法院審理實體爭議，決定不再參與美國法院

進行的所有針對泰山石膏的美國石膏板訴訟。由於泰山石膏未參加美國劉易斯安娜州東區聯邦地區法

院（「美國地區法院」）進行的判決債務人審查 (Judgement Debtor Examination)，美國地區法院當時判

定泰山石膏藐視法庭，並對泰山石膏及其關連公司發出若干禁令（「藐視法庭判令」）。本公司從北新建

材獲悉，泰山石膏已經聘請中國和美國律師在石膏板訴訟案件中代表泰山石膏應訴進行抗辯，以維護

泰山石膏的自身權益。另外，泰山石膏已向美國地區法院申請撤銷藐視法庭判令，由於只有在藐視法

庭的判令被撤銷後泰山石膏方可應訴並進行抗辯，為此泰山石膏向美國地區法院支付了4萬美元藐視

法庭罰金，並同意向原告律師支付1.5萬美元律師費。由於導致美國地區法院作出藐視法庭判令的原

因為泰山石膏沒有參加Germano案缺席判決後的債務人審查會議，因此泰山石膏同意支付Germano

案件的缺席判決金額共2,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月起計算的利息。另外，美國弗吉尼亞州巡迴

法院已就Dragas案件對泰山石膏作出缺席判決，判決泰山石膏賠償4,009,892.43美元，及判決前利息

96,806.57美元，及自2013年6月計算的利息。報告期內，泰山石膏與Dragas就此案達成和解，向其

支付了400萬美元和解費用，此案件已終結。泰山石膏申明，其同意支付前述款項並不代表泰山石膏

認可上述案件的缺席判決內容，採取該等措施僅是為了申請撤銷╱避免藐視法庭判令並在撤銷藐視法

庭判令後參與石膏板訴訟案件的應訴及進行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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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6. 或有負債和訴訟（續）

美國地區法院已通過中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轉送達至本公司關於Eduardo和Carmen Amorin 

（「Amorin案」）個人並代表類似情形的所有人起訴案件的民事訴訟傳票。Amorin案的原告向包括本公

司、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在內的多名被告主張超過15億美元的賠償。鑒於訴訟的發展，本公司及北

新建材各自已聘請中國及美國律師並在石膏板訴訟案件中分別代表本公司及北新建材應訴進行抗辯，

以維護本公司及北新建材的各自權益。公司尚難以準確預估美國石膏板訴訟案可能對本公司造成的影

響。有關該訴訟事項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7月18日、2014年8月20日、2015年2月13日及2015

年3月13日的公告內。本公司將繼續跟進美國石膏板訴訟的進展，並將按照監管規定於有需要時再作

出公告。

(ii) 本公司於2014年11月3日發佈的關於完成認購山水水泥股份及法律訴訟的自願性公告、2015年1月26

日發佈關於法律訴訟最新消息的自願性公告，提述：2015年1月23日，China Shanshui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山水水泥之控股股東）的六位個人少數股東，向包括山水水泥、本公司在內的被告

提出申索，提請法院頒佈法令，暫擱本公司與山水水泥於2014年10月27日簽署的《認購協議》及本公

司認購山水水泥相關股份。上述案件於2015年8月12日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經被告同意後已終結。有關

該訴訟事項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11月3日和2015年1月26日的公告內。

(iii) 本公司於2015年1月29日發佈關於涉及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訴訟的自願性公告，提述：部份四川省資中

縣東方紅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東方紅公司」）債權人向東方紅公司、資中西南、西南水泥及本公司（部

分案件將本公司列為被告）提起訴訟共135宗，涉案總金額約為2.85億元；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根據

相關法院的部分判決已結清判定債項，總額約為人民幣8,000萬元；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已就其中四

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判決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並已於2015年1月9日收到該法院的受

理通知；資中西南及西南水泥已對東方紅公司及其股東提起訴訟和仲裁程序，追討因有關訴訟而蒙受

的損失。有關訴訟事項的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月29日的公告內。公司將繼續跟進有關訴訟的

進展，並將於有需要時再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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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7. 關聯方交易

除於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份披露的關聯方數據外，下文概述本集團及其關聯方於期內在日常業務

過程中的重大關聯方交易及於期末報告日的關聯方餘額。

(a) 與關聯方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下列各方提供生產供應

 －母公司集團 218,264 3,511
 －聯營公司 33,466 307,936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4,080 135,126   

255,810 446,573   

向下列各方提供支援服務

 －母公司集團 275,442 666
 －聯營公司 21,714 –   

297,156 666   

由下列各方收取租金收入

 －母公司集團 1,489 1,288
 －聯營公司 – 10,246   

1,489 11,534   

向母公司集團提供工程服務 215,952 59,835   

向下列各方供應原材料

 －母公司集團 – 13,585
 －聯營公司 – 12,150   

– 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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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7. 關聯方交易（續）

(a) 與關聯方之交易：（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下列各方提供生產供應

 －母公司集團 72,580 76,112

 －聯營公司 46,961 180,473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 1,956   

119,541 258,541   

由母公司集團提供支援服務 2,263 2,635   

向聯營公司收取利息收入 1,428 780   

向聯營公司支付利息費用 – 98   

由母公司集團提供工程服務 – 1,155   

由母公司集團提供設備 – 2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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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7. 關聯方交易（續）

(b) 應收╱（應欠）關聯方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關聯方款項

貿易性質：

－同系附屬公司 2,976,835 2,792,535

－聯營公司 265,346 622,336

－直接控股公司 794 –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422,045 555,015   

3,665,020 3,969,886   

非貿易性質：

－同系附屬公司 1,855,224 1,557,711

－聯營公司 1,149,708 4,878,261

－直接控股公司 77 46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741,444 684,523   

3,746,453 7,120,541   

7,411,473 11,0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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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7. 關聯方交易（續）

(b) 應收╱（應欠）關聯方款項：（續）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欠關聯方款項

貿易性質：

－同系附屬公司 1,029,956 442,306
－聯營公司 901,326 205,205
－直接控股公司 4,958,270 3,233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655,923 590,421   

7,545,475 1,241,165   

非貿易性質：

－同系附屬公司 61,864 86,877
－聯營公司 208,362 15,065
－直接控股公司 63 213
－附屬公司的非控制性權益 262,200 370,511   

532,489 472,666   

8,077,964 1,713,831
   

應收或應付關聯方款項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該等款項無抵押，並須於要求時償還。應收及應付

關聯方款項中貿易性質部分的賬齡為一年內。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收關聯方款項約為人民幣2,943.77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人民幣6,402.89百萬元）須每年按固定利率6.0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計提

利息。其餘應收關聯方結餘為免息。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欠關聯方款項約為人民幣1,255.95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人民幣652.83百萬元）須每年按固定利率6.0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計提

利息。其餘應欠關聯方結餘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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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續）

27. 關聯方交易（續）

(c) 與中國其他國有企業進行的交易及結餘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與其他國有企業（母公司除外）的重大交易主要是銷售

產品及採購原材料。此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大部份的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借

款，及於期內所產生的有關利息收入或支出是與由中國政府控制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交易。本集團

於確立產品及服務的定價策略及批核程序時，並無區分對方是否為國有企業。各董事認為，所有該等

交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d) 主要管理層薪酬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308 3,514

按股權支付款 – –

退休後福利 97 100   

3,405 3,614
   

28.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的審批

載於第52頁至100頁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附 件 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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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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核合併口徑營業
收入為人民幣100,292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下降了 17.8%。

本集團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1,019百萬元，較二零一四
年同期減少了約82.8%。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9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了 82.8%。

董事會現擬建議派發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199,763,971.69元
（含稅）（2014年合共：人民幣890,839,333.23元（含稅）），基於截至本公告日
已發行股份 5,399,026,262股，每股派付人民幣 0.037元（含稅）（2014年每股
人民幣0.165元（含稅））。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二零一四年
的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已獲本公司
獨立核數師、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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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4 100,291,587 122,011,222

銷售成本 (75,672,523) (88,732,228)    

毛利 24,619,064 33,278,994

投資及其他收入 6 6,295,465 4,954,9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7,109,776) (7,760,390)

管理費用 (9,498,520) (9,049,329)

融資成本－淨額 7 (10,532,185) (10,856,63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31,229 985,4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4,105,277 11,553,011

所得稅開支 9 (1,312,622) (2,881,364)    

本年溢利 2,792,655 8,671,647    

溢利應佔方：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019,361 5,919,541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325,592 45,125

 非控制性權益 1,447,702 2,706,981    

2,792,655 8,671,647    

每股溢利－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11 0.19 1.10    

附註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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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溢利 2,792,655 8,671,647

其他綜合費用，扣除稅項：（附註9(b)）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26,341) (9,54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80,752) (65,188)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費用） 19,016 (82,134)   

除稅後本年其他綜合費用 （88,077） (156,869)   

本年綜合收益 2,704,578 8,514,778   

綜合收益應佔方：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916,959 5,746,306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325,592 45,125

 非控制性權益 1,462,027 2,723,347   

本年綜合收益總額 2,704,578 8,514,778   

附註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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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6,225,417 126,019,321
 預付租賃款 14,512,689 14,107,910
 投資物業 323,395 300,472
 商譽 42,604,255 42,847,327
 無形資產 7,144,897 5,336,403
 聯營公司權益 10,364,548 10,032,5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331,163 1,301,689
 按金 4,213,178 6,584,989
 遞延所得稅資產 4,015,509 3,251,399    

212,735,051 209,782,058    

流動資產

 存貨 15,164,523 16,663,43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2 69,693,408 60,972,47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2,480 –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
  確認的金融資產 3,084,343 1,978,704
 應收關聯方款項 12,652,293 11,090,427
 已抵押銀行存款 5,746,301 5,704,0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79,535 10,290,653    

117,052,883 106,699,76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 46,291,855 51,271,781
 應欠關聯方款項 7,342,940 1,713,831
 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 144,425,583 139,292,634
 融資租賃負債 4,456,608 4,490,609
 當期所得稅負債 1,652,014 1,913,310
 財務擔保合同－一年內到期 56,981 –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216,528 441,789    

204,442,509 199,12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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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4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淨額 (87,389,626) (92,424,1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5,345,425 117,357,872    

非流動負債

 借款－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30,501,188 37,731,114
 遞延收入 1,108,573 1,222,202
 融資租賃負債 18,150,330 9,142,563
 財務擔保合同－一年後到期 – 56,981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24,057 2,227,781    

51,884,148 50,380,641    

淨資產 73,461,277 66,977,2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99,026 5,399,026
 儲備 36,499,449 35,173,875    

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1,898,475 40,572,901
 永久資本工具持有人 9,994,863 5,000,125
 非控制性權益 21,567,939 21,404,205    

總權益 73,461,277 66,97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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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對初步業績公告進行之工作

本集團的核數師（天職香港）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業績的初步業績公告中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天職香港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
閱聘用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香港核證聘用準
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天
職香港並未對初步業績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已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有關編製賬目及董事報告及審核之條文已
對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生效。此外，上市規則所載
有關年度賬目之披露規定已參考新公司條例而修訂並藉此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精簡一致。因此，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內之資料呈列及披露已予更改以遵守此等新規定。有關截
至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比較資料已根據新規定於綜合財務
報表內呈列或披露。根據前公司條例或上市規則在以往須予披露但
根據新公司條例或經修訂上市規則毋須披露之資料，在本綜合財務
報表中已再無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
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和財務擔保合同按公允價值計量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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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成本一般根據交換產品及服務所付代價之公平值釐定。

公允值是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收取或
轉讓負債須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可使用其
他估值技術估計。若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
考慮資產或負債的特點，則本集團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會
考慮該等特點。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的公平
值乃按此基準釐定，惟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範圍的以股份
付款的交易、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範圍內的租賃交易，以及與
公平值有部份相若地方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譬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2號內的可變現淨額或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的使用價值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根據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可觀
察程度及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對其整體的重要性分類為第一級、
第二級或第三級，詳情如下：

• 第一級輸入數據是實體於計量日期可以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
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輸入數據是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數
據（第一級內包括的報價除外）；及

• 第三級輸入數據是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2.1 本集團所採用的新訂及經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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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至2012年週期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1年至2013年週期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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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
往會計期間的綜合財務資料內所報告的金額及披露沒有重大影
響。

2.2 已頒佈但仍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處理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1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2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對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2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便的澄清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豁免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2年至2014年週期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1

1 於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2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3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4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5 原定於2016年1月1日的生效日期已經順延，有待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的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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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用該等修訂、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的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認為這些修訂、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
重大影響。

3.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於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時，本公司管理層需要對某些顯然無法直
接通過其他管道獲得其賬面值的資產和負債項目進行判斷、評估及
假設。這些估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歷史經驗及各種被視作相關的其
他因素作出。實際結果或與該等估計不盡相同。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將會被不時檢討。因應該等估計需作出的修訂
將在該等估計之修訂期間（若該等修訂僅影響該期間）或者修訂期間
及未來期間（若該等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予以確認。

3.1 應用會計政策時的關鍵判斷

除涉及估計的重要判斷（見下文）外，以下為董事在應用本集團會
計政策時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該等重要判斷會對綜合財務報表
確認的金額產生最重大影響。

對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北新建材」）的控制權

北新建材為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儘管本集團僅擁有北新建材
45.2%的權益及表決權。北新建材於中國深圳交易所上市。本集
團由二零一四年九月起擁有北新建材45.2%的股權，其餘54.8%的
股權由數千名股東擁有，彼等與本集團並無關連。

本公司管理層根據本集團是否有實際能力單方面地指示北新建
材之相關活動來評估本集團是否能控制北新建材。在作出判斷
時，董事考慮本集團所擁有北新建材股權之絕對規模、其他股東
所擁有股權之相對規模及分散程度。經評估後，董事認為，本集
團擁有充分之主導投票權權益以指示北新建材之相關活動，故
本集團控制北新建材。



– 10 –

對上海耀皮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皮」）的重大影響

上海耀皮為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儘管本集團僅擁有上海耀皮
12.74%（二零一四年：12.72%）股權。本集團憑藉其合同權利，於該
公司董事會四名董事中可委任一名董事，對上海耀皮有重大影
響。

3.2 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以下概述有關未來的主要假設及於結算日其他估計不明朗因素
的主要來源，它們可能具有導致於下一個財政年度須大幅調整
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重大風險。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根據有關會計政策，本集團每年對物業、廠房及設備是否有減值
跡象進行評估。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收回金額一直根據使用價
值計算釐定。該等計算及評估須運用一定的主觀判斷和就日後
經營現金流量及所採納之折現率作出估計。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約人民幣126,225.42百萬
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26,019.32百萬元）。

存貨撥備

於本年度，本集團撥回計提的存貨跌價準備約人民幣61.79百萬
元（二零一四年：存貨準備減值約人民幣60.62百萬元）。本集團根
據對存貨之可變現淨值之評估，就存貨作出撥備。當有事件或情
況變動顯示可變現淨值低於存貨成本時，則對存貨作出撥備。
如發生某些事件或情況轉變顯示可變現淨值低於存貨成本，則
會就存貨作出撥備。於識別陳舊存貨時需對存貨狀況及可用性
使用若干判斷及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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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的估計減值

於計算使用價值時，本集團須估計預期因現金產生單位產生的
未來現金流量及適當的折現率以計算現值。當實際日後現金流
較預期少，則可能產生重大虧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商譽的賬面值為約人民幣42,604.26百萬元（二零一四年：約人
民幣42,847.33百萬元）。

所得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未動用稅務虧損有關的遞延
稅項資產約人民幣2,442.50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1,722.50百萬元）已在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由
於未能預測未來溢利趨向，故並無就稅項虧損約人民幣12,839.19

百萬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13,306.83百萬元）確認遞延稅項資
產。遞延稅項資產的可變現程度主要視乎是否有足夠未來溢利
或將來可供利用的應課稅暫時性差別而定。倘實際溢利少於預
期，遞延稅項資產可能會出現重大撥回，並會於有關撥回發生期
間在損益表內確認。

呆壞賬撥備

於本年度，本集團乃按評估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未來現
金流的現值，計提的呆壞賬撥備約人民幣548.98百萬元（二零一四
年：約人民幣510.65百萬元）。倘出現事件或情況變動顯示結餘可
能無法收回，則為預期未來現金流作出撥備。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的預期未來現金流的估計，須作出判斷及估計。

倘預期有別於原有估計，則有關差額將於有關估計已改變的年
度內影響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呆壞賬開支的賬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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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計量和估價程序

本集團的某些資產和負債在財務報告中按公允價值計量。本公
司的董事會負責為公允價值計量確定適當的估值技術和輸入值。

在對某項資產或某項負債的公允價值作出估計時，本集團採用
可獲得的可觀察市場資料。如果無法獲得第一層輸入值，本集團
會聘用第三方合資格的估價師來執行估價。本公司董事會與合
資格的外部估價師緊密合作，以確定適當的估值技術和相關模
型的輸入值。董事會定期評估導致相關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
發生波動的原因。

於估計若干類別的投資物業及財務工具的公允值時，本集團採
用包括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料的估值技術。

4. 營業收入

2015 201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91,998,600 113,507,294

提供工程服務 7,046,646 4,572,597

提供其他服務 1,246,341 3,931,331   

100,291,587 122,011,222   

5.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目前分為六個營業部門－水泥、混凝土、輕
質建材、玻璃纖維、工程服務以及複合材料。本集團按此等業務
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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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如下：

水泥 — 生產及銷售水泥

混凝土 — 生產及銷售混凝土

輕質建材 — 生產及銷售輕質建材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 生產及銷售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 向玻璃及水泥製造商提供工程服
務及設備採購

其他 — 商品貿易業務及其他

下表列載本集團披露之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

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表

營業收入
外部銷售 59,096,900 21,461,965 7,084,563 3,260,519 7,115,008 2,272,632 – 100,291,587
分部間銷售（附註） 2,745,344 – 3,588 – 882,537 715,494 (4,346,963) –         

61,842,244 21,461,965 7,088,151 3,260,519 7,997,545 2,988,126 (4,346,963) 100,291,587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 

營運分部的溢利 15,614,849 2,891,170 1,918,129 510,637 1,249,653 (185,063) – 21,99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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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

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及預付租
賃款撥回綜合損益表 (6,217,647) (864,110) (394,318) (90,983) (138,547) (74,581) – (7,780,186)
不予分配的其他收入 360,549
不予分配的管理費用 (273,505)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139,960 – 5,856 (58,119) (1,180) 244,712 – 331,229
融資成本－淨額 (7,224,868) (2,054,538) (126,009) (33,073) (337,403) (188,290) – (9,964,181)
不予分配的融資 

成本－淨額 (568,004)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05,277
所得稅開支 (1,312,622)         

本年溢利 2,792,655         

分部的業績以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作披露，即每
個分部版塊，在未扣除折舊及攤銷、其他費用、中央行政費用、
淨融資成本、其他收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所得稅開
支。這是向管理層匯報的方法從而去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
管理層認為以這方法，加上其他的匯報數據，能夠為管理層提供
更佳的認知，而投資者亦能評估分部年度之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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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其
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貿易賬款銷售活動產生的應計
費用及應付票據，惟不包括應付企業開支。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

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70,834 389,903 741,246 209,378 389,603 295,012 – 7,495,976
 預付租賃款 351,248 16,307 360,815 – 11,041 44,012 – 783,423
 無形資產 1,291,845 10,358 18,532 14,257 14,337 818,199 – 2,167,528
 不予分配 27,368         

7,113,927 416,568 1,120,593 223,635 414,981 1,157,223 10,474,295         

收購附屬公司 344,555 – 144,884 – 1,201 83,492 – 574,132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51,875 843,320 340,702 84,651 122,047 59,599 – 7,002,194
 無形資產 356,274 2,635 11,397 2,064 7,834 10,323 – 390,527
 不予分配 59,597         

5,908,149 845,955 352,099 86,715 129,881 69,922 7,452,318         

預付租賃款撥回 
綜合損益表 309,498 18,155 42,219 4,268 8,666 4,659 – 387,465
呆壞賬撥備 193,349 230,747 3,562 64,110 40,047 17,165 – 548,980
存貨準備撥回 (283) – – – – (61,507) – (61,790)         

財務狀況表

資產

 分部資產 201,387,744 44,956,550 11,662,524 5,369,539 13,765,966 6,673,901 – 283,816,224
 聯營公司權益 6,355,151 – 109,360 3,309,452 33,890 556,695 – 10,364,548
 不予分配資產 35,607,162         

綜合資產合計 329,787,934         

負債

 分部負債 (151,416,516) (13,582,879) (3,739,641) (3,019,662) (14,063,378) (6,597,271) – (192,419,347)
 不予分配的負債 (63,907,310)         

綜合負債合計 (256,32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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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
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表

營業收入
外部銷售 73,451,083 28,695,283 7,672,877 2,601,792 5,834,494 3,755,693 – 122,011,222
分部間銷售（附註） 1,623,461 1,578 – – 1,793,674 1,261,801 (4,680,514) –         

75,074,544 28,696,861 7,672,877 2,601,792 7,628,168 5,017,494 (4,680,514) 122,011,222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 
營運分部的溢利 20,135,604 4,793,630 2,160,805 390,742 912,549 153,398 – 28,546,728         

折舊及攤銷、及預付 
租賃款撥回綜合 
損益表 (5,652,219) (888,950) (334,069) (87,387) (127,341) (59,111) 40,761 (7,108,316)
不予分配的其他費用 138,293
不予分配的管理費用 (152,482)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657,317 247 5,157 178,614 (2,676) 146,767 – 985,426
融資成本－淨額 (7,425,569) (1,975,421) (173,351) (65,150) (324,972) (142,331) – (10,106,794)
不予分配的融資 
成本－淨額 (749,8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1,553,011
所得稅開支 (2,881,364)         

本年溢利 8,671,647         

分部的業績以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作披露，即每
個分部版塊，在未扣除折舊及攤銷、其他費用、中央行政費用、
淨融資成本、其他收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所得稅開
支。這是向管理層匯報的方法從而去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
管理層認為以這方法，加上其他的匯報數據，能夠為管理層提供
更佳的認知，而投資者亦能評估分部年度之營運情況。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其
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貿易賬款銷售活動產生的應計
費用及應付票據，惟不包括應付企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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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 混凝土 輕質建材

玻璃
纖維及

複合材料 工程服務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53,075 516,170 975,373 285,043 285,127 927,235 – 7,542,023
 預付租賃款 290,803 17,039 170,298 – – 128,436 – 606,576
 無形資產 842,166 3,219 23,628 4,511 2,201 274,683 – 1,150,408
 不予分配 49,491         

5,686,044 536,428 1,169,299 289,554 287,328 1,330,354 9,348,498         

收購附屬公司 1,106,829 250,389 65,223 – 1,313,688 – – 2,736,129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10,782 868,712 308,658 77,027 111,756 50,278 – 6,427,213
 無形資產 314,730 1,654 14,386 2,670 7,070 5,695 – 346,205
 不予分配 54,824         

5,325,512 870,366 323,044 79,697 118,826 55,973 – 6,828,242         

預付租賃款撥回 
綜合損益表 285,946 18,584 11,025 7,690 8,515 3,138 – 334,898
呆壞賬撥備 195,628 127,613 1,816 76,172 97,417 12,008 – 510,654
存貨減值╱（撥回） – – – – (883) 61,507 – 60,624         

財務狀況表

資產

 分部資產 213,167,510 32,898,822 11,037,659 5,220,056 10,601,787 5,321,491 – 278,247,325
 聯營公司權益 6,445,759 – 106,519 3,207,298 32,633 240,339 – 10,032,548
 不予分配資產 28,201,953         

綜合資產合計 316,481,826         

負債

 分部負債 129,883,194 45,890,016 4,391,092 3,158,478 10,956,936 4,671,960 – 198,951,676
 不予分配的負債 50,552,919         

綜合負債合計 249,504,595         

附註： 分部間銷售乃參考市場價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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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調整利潤總額與折舊及攤銷、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的利
潤總額的對賬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之營運分部的溢利 22,184,438 28,393,330

其他分部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之營運分部
 （虧損）╱溢利 (185,063) 153,398

抵銷 – –   

總分部溢利 21,999,375 28,546,72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7,002,194) (6,427,213)

無形資產的攤銷 (390,527) (346,205)

預付租賃款撥回綜合損益表 (387,465) (334,898)

總部費用項目 87,044 (14,189)   

營運利潤 14,306,233 21,424,223

融資成本－淨額 (10,532,185) (10,856,63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31,229 985,4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05,277 11,55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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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根據客戶所在地理位置，本集團的營業收入來自下述地區市場：

2015 201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97,876,102 120,460,792

歐洲 911,301 480,792

中東 333,685 484,194

東南亞 413,082 321,244

大洋洲 1,331 153,354

其他 756,086 110,846   

100,291,587 122,011,222   

截2015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超過 90%的業務及資產位於
中國境內。

(c)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15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沒有個別客戶的營業額超
過集團總營業額的10%。



– 20 –

6. 投資及其他收入

2015 201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 33,746 16,535

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折讓 34,080 215,743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
 無形資產及預付租賃款的溢利 33,674 6,406

政府津貼：
 －增值稅退稅（附註 (a)） 1,281,280 2,094,120

 －政府補助（附註 (b)） 3,444,283 1,560,813

 －利息補貼 116,766 34,061

出售附屬公司之淨溢利 31,084 15,308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確認的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增加 438,678 316,657

淨租金收入：
 －投資物業 7,947 35,649

 －土地及樓宇 124,680 –

 －設備 175,873 74,158

技術及其他服務收入 102,972 147,654

應付款豁免 70,393 60,722

其他 400,009 377,122   

6,295,465 4,954,948   

註：

(a) 中國國務院在1996年發出「鼓勵天然資源綜合利用通知」（「該通知」），通過優
惠政策鼓勵及支持企業綜合利用天然資源。根據該通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
局實施多項法規，對若干環保產品，包括使用工業廢料作部份原材料的產
品，以增值稅退稅方式，提供優惠。本集團已繳增值稅而又合資格的產品，
在獲得相關政府部門批准後，即時或日後可獲退稅。

(b) 政府補助乃地方政府機構給予本集團，主要為了鼓勵本集團發展及為地方
經濟發展所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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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淨額

2015 201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6,903,696 9,802,424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 111,430   

6,903,696 9,913,854   

債券及其他借款利息 4,518,511 2,362,840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利息 (336,258) (687,821)   

11,085,949 11,588,873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 (435,331) (361,541)

 －應收貸款利息 (118,433) (370,694)   

(553,764) (732,235)   

融資成本－淨額 10,532,185 10,856,638   

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資本化借款成本乃因一般借款總額而
產生，按合同資產的開支的資本化比率 4.87%（2014年：6.94%）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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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52,766 6,472,982

 投資物業 9,025 9,055   

7,061,791 6,482,037

無形資產的攤銷 390,527 346,205   

折舊及攤銷合計 7,452,318 6,828,2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2,734 759

商譽減值虧損 391,180 2,2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1,615

列作開支存貨成本 68,046,735 81,298,297

預付租賃款撥回綜合損益表 387,465 334,898

核數師酬金 14,026 13,93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其他津貼 8,192,248 8,426,082

 退休計劃供款 909,570 906,916   

員工總成本 9,101,818 9,332,998   

呆壞賬撥備 548,980 510,654

（撥回存貨跌價準備）╱計提
 存貨跌價準備 (61,790) 60,624

經營租賃租金 283,979 228,87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3,037) 4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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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a) 綜合損益表中的稅項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2,163,062 3,531,305

遞延所得稅 (850,440) (649,941)   

1,312,622 2,881,364   

除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獲豁免或按優惠稅率15%納稅外，中國所
得稅乃按有關所得稅稅率及規例所定，或獲得由中國稅務局發
出之許可之稅率納稅。中國所得稅按中國有關稅務細則及條例
釐定的，本集團估計應課稅利潤的25%（2014年：25%）計算。

本年的總支出與會計溢利的對賬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05,277 11,553,011   

按國內所得稅稅率25%

 （2014年：25%） 1,026,319 2,888,252

稅務影響：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2,807) (246,357)

 不可扣除開支 101,487 23,030

 毋須課稅的收益 (578,759) (171,411)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1,948,028 1,382,160

 動用前期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641,135) (449,086)

 附屬公司購置若干合格設備而
  獲授所得稅抵免（附註） – (9,700)

 附屬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 (460,511) (535,524)   

所得稅開支 1,312,622 2,88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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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根據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可申請中國所得稅抵免，
金額相當於購置若干國產合格設備成本的40%（惟須以本年中國所得稅開支
超出上年的幅度為限）。當達成有關條件並取得有關稅務局簽發有關稅務批
文後，即可獲中國所得稅抵免扣減當期所得稅開支。

(b) 有關其他綜合收益部份的稅務影響：

2015年 2014年
稅務開支前 稅務回撥 稅後淨額 稅務開支前 稅務回撥 稅後淨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差額 26,341 – 26,341 9,547 – 9,54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值變動 110,339 (29,587) 80,752 86,918 (21,730) 65,188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
 綜合（收益）╱費用淨額 (19,016) – (19,016) 82,134 – 82,134       

其他綜合費用╱（收益） 117,664 (29,587) 88,077 178,599 (21,730) 156,869       

10. 股息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派付股息 890,839 863,844

建議末期股息－人民幣0.037元
 （2014年：人民幣0.165元）每股（見下文） 199,764 890,839   

董事會已於2016年3月25日建議派發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199,763,971.69

元（除稅前）。

上述派發建議尚須本公司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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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溢利－基本及攤薄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者應佔每股基本溢利乃按以下資料計算：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溢利 1,019,361 5,919,541   

2015年 2014年
千股 千股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 5,399,026 5,399,026   

於這兩年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溢利。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
 撥備（附註 (b)） 29,718,076 27,306,027

應收票據（附註 (c)） 5,680,291 7,718,472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4,836,005 3,401,529

預付租賃款 363,736 348,24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9,095,300 22,198,207   

69,693,408 60,972,479   

附註：

(a)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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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六十至一百八十天的賒賬期。

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兩個月內 7,864,894 8,752,842

兩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14,958,975 14,209,370

一至兩年 5,469,809 3,475,323

兩至三年 1,092,681 550,969

超過三年 331,717 317,523   

29,718,076 27,306,027   

(c) 應收票據賬齡為六個月以內。

(d) 貿易應收賬款結餘中包括賬面值約人民幣5,006.69百萬元（2014：約人民幣
5,697.22百萬元）的債權，截至報告日期止已逾賒賬期，根據本集團政策，本
集團並未計提呆壞賬撥備，未計提額外損失。因為本集團經過逐項分析後，
認為該等款項仍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上述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2015年12月31日，應收保留金賬款約人民幣 234.60百萬元（2014年：約人民
幣105.53百萬元）及應收合約期賬款約人民幣 19.09百萬元（2014年：約人民幣
301.50百萬元）的賬齡為超過一年，尚未逾期。

已逾期但未予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兩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3,657,458 2,045,806

一至兩年 760,793 2,929,310

兩至三年 240,356 430,305

超過三年 348,084 291,801   

5,006,691 5,69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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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呆壞賬撥備的變動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2,485,546 1,828,664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增加 3,334 146,228

出售附屬公司 (36,869) –

呆壞賬撥備 548,980 510,654   

於12月31日 3,000,991 2,485,546   

(f)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以以下貨幣計價：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68,876,405 64,378,177

歐元 254,196 512,053

基納 7,024 30,583

美元 306,915 688,092

堅戈 – 12,436

澳元 – 10,878

英鎊 – 276,518

其他 248,868 165,169   

69,693,408 66,073,906   

於釐訂應收賬款的回收可能性時，本集團會考慮有關應收賬款的信用質素
自最初授信日期至報告日期之間的任何變化。

(g)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抵押約人民幣328.31百萬元的貿易應收款項（2014

年：約人民幣1,333.96百萬元）及約人民幣44.99百萬元的應收票據（2014年：約
人民幣 149.34百萬元），以取得本集團獲授的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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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兩個月內 7,640,216 7,046,574

兩個月以上但一年內 7,764,557 7,893,131

一至兩年 2,309,741 2,540,645

兩至三年 497,350 759,596

超過三年 694,812 436,910   

貿易應付賬款 18,906,676 18,676,856

應付票據 10,300,827 11,782,823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491,418 347,864

其他應付款項 16,592,934 20,464,238   

46,291,855 51,271,78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面值約為其公允價值。應付票據的賬齡為六
個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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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摘要

以下為本集團各分部於2015年、2014年主要業務數據摘要：

水泥分部

中聯水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48,300 50,830

熟料產量（千噸） 51,750 56,820

水泥銷量（千噸） 43,753 44,703

熟料銷量（千噸） 19,356 23,091

水泥單價（元╱噸） 195.5 257.3

熟料單價（元╱噸） 165.9 230.4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29,010 35,193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287.6 313.2   

南方水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96,258 102,589

熟料產量（千噸） 88,544 95,151

水泥銷量（千噸） 90,649 90,895

熟料銷量（千噸） 23,652 25,854

水泥單價（元╱噸） 212.1 249.5

熟料單價（元╱噸） 159.4 217.4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37,503 46,385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312.2 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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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水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16,809 18,956

熟料產量（千噸） 11,341 15,697

水泥銷量（千噸） 16,838 19,200

熟料銷量（千噸） 1,851 3,552

水泥單價（元╱噸） 289.1 322.1

熟料單價（元╱噸） 206.6 258.0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2,422 2,180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314.6 360.9   

西南水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水泥產量（千噸） 79,773 78,902

熟料產量（千噸） 57,906 60,393

水泥銷量（千噸） 79,539 79,154

熟料銷量（千噸） 2,282 3,009

水泥單價（元╱噸） 230.7 254.2

熟料單價（元╱噸） 196.2 229.8

商品混凝土銷量（千立方米） 1,044 1,253

商品混凝土單價（元╱立方米） 253.9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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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質建材分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北新建材石膏板   

產量（百萬平方米） 227.8 229.9

銷量（百萬平方米） 227.2 235.0

平均單價（元╱平方米） 6.18 6.65

泰山石膏石膏板   

產量（百萬平方米） 1,242.8 1,193.6

銷量（百萬平方米） 1,219.1 1,202.2

平均單價（元╱平方米） 4.12 4.58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風機葉片

產量（片） 6,719 4,656

銷量（片） 6,540 4,564

平均單價（元╱片） 383,900 3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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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

尊敬的各位股東：

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動能轉換困難相互交織，有
效需求乏力和有效供給不足並存，結構性矛盾凸顯，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同比增長10%，同比回落5.7個百分點；其中基礎設施建設同比增長17.2%，
同比回落4.3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0%，同比回落9.5個百
分點。受此影響，建材行業需求增速明顯下滑，水泥需求為25年來首次負
增長，同比下滑5.3%。

2015年，在董事會的正確決策和領導下，管理團隊帶領全體員工積極應
對經濟下行、行業深度調整、供需矛盾突出、產能過剩加劇、價格大幅下
滑、惡性競爭等多重壓力及挑戰，迎難而上，緊緊圍繞「整合優化、增效
降債」，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全面推進市場營銷、管理整合、轉型升級等
各項工作。按照國際會計準則，2015年度本集團實現合併口徑營業收入
人民幣 100,291.6百萬元，同比下降17.8%，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人
民幣1,019.4百萬元，同比下降 82.8%。過去一年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團結一
心，砥礪奮進，負重前行，成績來之不易。同時，也感謝各位股東對公司
一如既往的信任與大力支持。

我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各位股東提呈2015年度報告並匯報中國建材在
該年度的主要業績，敬請各位股東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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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公司改革創新、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也是滾石上山、爬坡過
坎的攻堅之年。在中國經濟「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中國建材積極應對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複雜經濟形勢，深度整合傳統產業。水泥板塊
努力克服銷量下降、價格下跌、效益下滑的極端困境，全面開展立體競
合和精細競合，推進錯峰生產和停窯限產，千方百計穩價格增銷量保份
額，從供給側發力，緩解供需矛盾，推動價格穩定；大力推進轉型升級，
積極探索智能化生產模式，進一步務實核心利潤區，維護市場健康化的
同時，推動水泥業務向「高標號化、特種化、商混化、製品化」四化方向發
展。非水泥板塊，大力發展「三新」產業，石膏板、玻璃纖維、風機葉片、
碳纖維和太陽能光伏業務再上新台階。

公司上下狠抓深度管理整合，實施「八大工法」，創建「六星企業」，制定
「增節降」方案，持續實施成本費用節約計劃，通過集中採購、節能降耗、
技術升級等多種方式切實降本。堅持「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深入推
進減層級、減機構、減冗員、減公車「四減」工作，使公司的成本競爭力和
組織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高。

新的一年，我們會堅定信心，眾志成城迎接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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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中央政府將繼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預計GDP增長預期目標為 6.5%-7%，建材市場需求將有一定的底部
支撐。「十三五」時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窗口期，新常態平台期將長
期持續，建材行業深度調整，行業形勢依舊嚴峻，產能過剩的矛盾仍然突
出。同時，「十三五」也是一段難得的市場平台過渡期和黃金轉型期。一方
面，中央政府大力推進水泥行業去產能，遏制水泥行業產能盲目擴張。
嚴格執行能耗限額、污染物排放等強制性標準，並在北方採暖地區採暖
季繼續全面推進水泥熟料錯峰生產。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在加緊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屍企業」、降低企業成本稅費
以及鼓勵發展實體經濟、培育碳排放市場等重大舉措，供需關係有望改
善。同時，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中央政府將以新思路新舉措深挖內需
潛力，拉動建材行業需求。

2016年，面對機遇和挑戰，本集團將全面推進「提質增效、轉型升級」，以
「效益優先、效率優先」為原則，緊抓「穩價、降本、收款、壓庫、調整」五條
主線，堅持「早、細、精、實」原則，繼續著力做好「四抓四控、四增四減」，
開展以苦練內功為主題的管理活動，練幹部、練文化、練「雙精」、練對標，
努力提升管理水平，全力以赴實現業績回報股東、回報社會。

宋志平

董事局主席

中國北京
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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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下表概述截至本報告日本集團的業務分部，以及各業務分部的主要營運
實體：

業務分部 主要產品及服務

本公司應佔的

主要營運實體

直接及

間接股權    

水泥 新型干法水泥及商品混凝土 中聯水泥 100.00%

南方水泥 80.00%

北方水泥 70.00%

西南水泥 70.00%

輕質建材 隔牆吊頂體系 北新建材 45.20%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風機葉片 中國複材 100.00%

玻璃纖維 中國巨石 26.97%

工程服務 工程設計及總承包服務： 中國建材工程 91.00%

 浮法玻璃生產線及
 新型干法水泥生產線    

註：

(i) 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對中國建材工程實繳出資比例為93.09%，待所有股東完成
出資後，公司持有中國建材工程的股權為91%。

2015年，本集團努力克服需求下降、產能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等重重
困難，緊緊圍繞「整合優化、增效降債」、「早、細、精、實」、「四抓四控、四
增四減」、「穩價、降本、收款、壓庫」四項基本原則，全面推進生產經營、
深度管理整合、加快轉型升級。2015年，本集團水泥熟料銷量279.6百萬
噸，同比下降4.0%；商品混凝土銷量 71.2百萬立方米，同比下降 18.2%；石
膏板銷量 1,446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0.6%；玻璃纖維銷量1.06百萬噸，同
比增長4.0%；收入人民幣100,291.6百萬元，同比下降17.8%；公司權益持有
者應佔利潤人民幣1,019.4百萬元，同比下降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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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分部

2015年，全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回落，基礎設施建設
表現乏力、房地產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水泥需求呈現 25年來首次
負增長。受此影響，全國水泥總產量23.6億噸，同比下降5.3%，水泥行業
進入需求平台期。全國水泥價格整體呈下降趨勢，行業陷入利潤大幅下
滑困局，產能利用率持續走低。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水泥行業產能過剩治理，堅決抑制新增產能，淘汰落
後產能。一方面，政府愈加重視大氣污染治理，大力推進部份區域錯峰
生產，持續推動企業節能減排，並依據強制性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大淘
汰力度。2015年全國水泥行業投資同比下降11.02%，新增熟料產能4,945萬
噸，同比下降30%，淘汰落後水泥產能預計約為3,800萬噸。同時，國家進
一步出台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企業兼併重組，優化市場環境，提高行業整
合，進一步提升市場集中度，新型干法水泥熟料前十家企業市場集中度
為58%。（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工信部，中國水泥協會）

2015年，本集團積極應對水泥行業需求下降、價格下跌、產能過剩、供需
矛盾加劇等挑戰，堅持「PCP」經營理念，進一步落實「穩價、降本、收款、
壓庫」原則，積極推進以需定銷、以銷定產和常態化錯峰生產，嚴格執行
停窯限產，一定程度緩解供需矛盾；緊盯KPI，積極倡導行業自律，全面
推進立體競合和精細競合，深入強化精益生產和精細管理；創新重組模
式，加強資源整合，加快水泥「四化」發展，尋求水泥行業轉型升級。截止
2015年底，水泥產能達4.07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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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水泥

中聯水泥繼續堅持「PCP」經營理念，分區施策，努力遏制價格大幅下滑；
積極推進市場營銷創新，鞏固已有市場，重點開拓鄉鎮農村市場。

全面推進深度管理整合，「四減」工作成效顯著。通過優化子公司治理結
構和建立小區域立體協同機制，促進管理扁平化；實施商混企業管理平
台化整合，構建「管理平台+攪拌站」的組織模式；從總部、運營管理區和
企業三個層面，精簡機構和人員，不斷提高工作效率；推進公車改革，促
進降費增效；緊抓應收賬款回收，實行責任制，並通過制度建設規範管
理；合理控制庫存，減少資金佔用。

推進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泰安中聯被工信部授予「智能製造試點示范
企業」；推進產業鏈延伸，加快擴展骨料業務，提升整體效益。截至2015年
底，水泥產能達1.03億噸。

南方水泥

南方水泥堅持「PCP」經營理念，推動行業自律和限產常態化，努力破解價
格持續下行困局，維護市場份額穩定；全力推進立體競合和精細競合，
全力以赴穩價漲價保份額。

深入推進深度管理整合，實行市場倒逼機制，全方位降低成本費用。加
強採購集中管理，降低原燃材料採購價格；全面落實「四減」工作，持續優
化「三定」方案，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資金集中管理，優化融資結構，降
低財務成本；加強應收賬款清理催收，強化備品備件庫存定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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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優化升級項目建設和礦山資源整合，企業綜合競爭力和持續發
展能力進一步提升。截至2015年底，水泥產能達 1.49億噸。

北方水泥

北方水泥面對東北地區異常嚴峻的市場形勢，堅持「PCP」經營理念不動
搖，積極推動錯峰生產常態化，全面推進立體競合與精細競合，共同維
護行業利益；市場營銷採取「一區一策」制度，積極開發市場盲點，提高市
場集中度。

緊抓深度管理整合，按照機構精簡、人員精幹原則，整合區域佈局，減少
管理區數量，全面推進「四減」工作，實現核心利潤區市場效益最大化；充
分發揮規模優勢和區域整合優勢，實現物資採購集中、財務管理集中、
生產技術管理集中，商混管理集中；加強應收賬款和存貨的管控，努力
提升回款率和減少資金佔用。

進一步整合礦山資源和熟料物流。截至2015年底，水泥產能達3,247萬噸。

西南水泥

西南水泥堅定不移推行「PCP」經營理念，始終堅持立體競合和精細競合，
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優化營銷體系，創新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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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推進深度管理整合，以原材料採購為核心，進一步完善「三級採購」
制度，持續優化集中採購流程，提高直供比例，進一步降低採購成本；繼
續加強精益生產，生產技術指標不斷優化；「四減」工作有序展開，優化
「三定」方案，勞動生產率和管理效率有效提升；強化財務集中，降低融資
成本；完善授信體系，加強問責和考核，進一步強化應收賬款管理；全力
「壓庫」，推進「零庫存採購」，提高資金週轉率。

加大科技創新力度，HLC在低熱水泥中成功應用；繼續推動特種水泥做
大做強，實施差異化、個性化服務，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力。截止2015年
底，水泥產能達1.20億噸。

輕質建材分部

北新建材積極應對當前市場形勢的巨大變化，全面推進營銷系統轉型升
級，在項目工程和渠道分銷的傳統營銷市場基礎上，拓展家裝零售和創
新市場，進一步推動住宅墻體改革；繼續著眼市場制高點，繼APEC主場
會之後，再次聯手G20峰會主會場－主會場全面採用龍牌淨醛石膏板和輕
鋼龍骨墻體吊頂體系；加強技術創新，自主研發的高強輕板技術解決了
降低單重但板強度和握釘力不下降的關鍵技術，進一步降低成本，提升
效益；加強應用技術創新，研究並開發多樣應用系統，佔領行業制高點。

全面開展「四減」工作，精簡機構和人員；全面落實成本費用節約計劃，
實現降本增效；加強對應收賬款和存貨的管理，減少資金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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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複合材料業務

中國複材緊抓風電行業結構調整和市場持續回暖的良機，進一步深化與
大客戶的合作；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積極研發新產品，努力拓展海
外市場；大功率葉片銷售佔比持續提升；高端碳纖維技術成熟，國內市
場份額進一步提高；搶佔技術制高點，國內首只擁有核心知識產權的大
功率風機葉片－68米6兆瓦碳纖維葉片成功下線，成為亞洲根部直徑最大
的葉片，為海上風機葉片國產化奠定基礎。

繼續推進深度管理整合，提質增效；狠抓應收賬款、存貨和資金管理，降
本增效，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玻璃纖維業務

中國巨石適應市場需求，緊抓市場機會，全面推進精細化管理，實現生
產有序、效率提升、質量穩定、成本下降；不斷完善「增節降」項目制管理
法，嚴格執行節能減排制度，進一步降本增效；繼續加快產品結構調整，
堅持產品高端化戰略，不斷提升高端產品比重；保持差異化、特質化產
品生產，不斷提升競爭力；維護現有市場和客戶，並積極開發新市場和
新客戶，不斷完善戰略佈局。

堅定貫徹「走出去」戰略，埃及一期生產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
埃及二期年產8萬噸玻纖池窯拉絲生產線正在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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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務分部

中國建材工程緊抓國家產業升級及「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加速玻
璃、水泥工程、光伏等新能源業務的海外卡點佈局，積極推進國際產能合
作。做精、做強、做優玻璃工程業務，不斷加強傳統玻璃升級改造，並積
極開拓高端玻璃工程技術市場，國際市場佔有率不斷提升；水泥工程業務
以精求強，不斷創新海外工程項目經營模式，進一步拓寬國際市場。實現
海外工程項目全業態長期盈利；充分利用內部產業鏈協同優勢，推進新
能源工程業務發展，大力推動光伏電站項目的業務拓展及運營管理，整
合集成設計製造平台及光伏一體化資源優勢，海外推廣CNBM Green Town

卓有成效。

強化科技創新，推動技術平台建設和產學研結合，聚焦產業鏈高端技術
的集成開發，科研成果有力支撐企業及行業轉型升級；推進深度管理整
合，持續提質增效，加強精細管理，實現降本增效。

財務回顧

本 集 團 收 入 由 2014年 的 人 民 幣 122,011.2百 萬 元 減 少 至 2015年 的 人 民 幣
100,291.6百萬元，下降17.8%，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5,919.5

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1,019.4百萬元，下降 82.8%。

收入

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122,011.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100,291.6百
萬元，降幅為17.8%，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9,432.7

百萬元，中聯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7,736.5百萬元，西南水泥的收入減少
人民幣2,109.3百萬元，北方水泥的收入減少人民幣1,876.2百萬元，輕質建
材分部的收入減少人民幣584.7百萬元，但部份被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
部的收入增加人民幣658.7百萬元，工程服務分部的收入增加人民幣369.4

百萬元而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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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88,732.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75,672.5

百萬元，降幅為14.7%，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
幣5,552.4百萬元，中聯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4,400.7百萬元，北方水
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1,177.2百萬元，西南水泥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
幣957.9百萬元，輕質建材分部的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 626.5百萬元，但部
份被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增加人民幣471.4百萬元，工程
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增加人民幣218.4百萬元而抵銷。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 2014年的人民幣 4,954.9百萬元增加至 2015年的人民幣
6,295.5百萬元，增幅為27.1%。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政府補助由2014年的人
民幣1,560.8百萬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3,444.3百萬元，按公允值於損益
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淨收益由2014年的人民幣316.7百萬元增
加至 2015年的人民幣 438.7百萬元，但部份被增值稅退稅由2014年的人民
幣2,094.1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 1,281.3百萬元所抵銷。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 2014年的人民幣 7,760.4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民幣
7,109.8百萬元，降幅為8.4%，主要原因是運輸費減少人民幣422.9百萬元，
人工成本減少人民幣146.1百萬元，差旅費用減少人民幣96.1百萬元，包裝
費減少人民幣57.3百萬元。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2014年的人民幣9,049.3百萬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9,498.5百
萬元，增幅為5.0%，主要原因是商譽減值增加人民幣391.2百萬元，研究與
開發費增加人民幣193.3百萬元，折舊費及無形資產攤銷增加人民幣149.4

百萬元，但部份被人工成本下降人民幣154.2百萬元所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10,856.6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10,532.2

百萬元，降幅為3.0%，主要原因是借款利率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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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985.4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
人民幣331.2百萬元，降幅為66.4%，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水泥業務的聯營公
司利潤下降所致，但部份被本集團聯營公司中國巨石利潤上升所抵銷。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2014年的人民幣2,881.4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人民幣1,312.6

百萬元，降幅為54.4%。主要是由於除稅前利潤的減少。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利潤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利潤由 2014年的人民幣 2,707.0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
人民幣 1,447.7百萬元，降幅為46.5%，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團水泥分部、
輕質建材分部的營業利潤有所減少。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5,919.5百萬元減少至 2015

年的人民幣1,019.4百萬元，降幅為82.8%，淨利潤率由2014年的4.9%下降至
2015年的1.0%。

中聯水泥

收入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27,842.6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
人民幣20,106.1百萬元，降幅為27.8%。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
凝土的售價降低以及銷量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20,116.7百萬元減少至2015

年的人民幣15,716.0百萬元，降幅為21.9%。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
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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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毛利由 2014年的人民幣 7,725.9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
人民幣4,390.1百萬元，降幅為43.2%。本集團中聯水泥的毛利率由2014年
的27.7%下降至 2015年的21.8%，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凝土
的售價降低所致，但部份被煤價下降所抵銷。

營業利潤

中聯水泥的營業利潤由 2014年的人民幣 5,051.9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
民幣 3,339.8百萬元，降幅為33.9%。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2014年的18.1%

下降至2015年的 16.6%。主要原因是由於毛利率下降所致，但部份被政府
補貼增加所抵銷。

南方水泥

收入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44,137.5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
人民幣34,704.9百萬元，降幅為21.4%。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
凝土的售價降低以及銷量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32,470.3百萬元減少至2015

年的人民幣26,917.9百萬元，降幅為17.1%。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
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毛利由2014年的人民幣11,667.2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
人民幣7,787.0百萬元，降幅為33.3%。本集團南方水泥的毛利率由2014年
的26.4%下降至 2015年的22.4%，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凝土
的售價降低所致，但部份被煤價下降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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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利潤

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由 2014年的人民幣 6,754.0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
民幣 3,353.9百萬元，降幅為50.3%。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2014年的15.1%

下降至2015年的9.7%。主要原因是由於毛利率下降所致。

北方水泥

收入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收入由 2014年的人民幣 7,887.7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
人民幣6,011.5百萬元，降幅為 23.8%。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
凝土的售價降低以及水泥產品銷量減少所致，但部份被商品混凝土銷量
增加所抵銷。

銷售成本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5,372.9百萬元減少至 2015

年的人民幣 4,195.7百萬元，降幅為 21.9%。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銷量
減少和煤價下降所致，但部份被商品混凝土銷量增加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毛利由 2014年的人民幣 2,514.8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
人民幣1,815.8百萬元，降幅為27.8%。本集團北方水泥的毛利率由2014年
的31.9%下降至 2015年的30.2%，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凝土
的售價降低所致，但部份被煤價下降所抵銷。

營業利潤

北方水泥的營業利潤由 2014年的人民幣 1,729.4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
民幣 1,291.4百萬元，降幅為25.3%。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2014年的21.9%

下降至2015年的 21.5%，主要是由於毛利率下降所致，但部份被按公允值
於損益賬確認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淨收益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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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水泥

收入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21,168.1百萬元減少至2015年的
人民幣19,058.8百萬元，降幅為10.0%。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
凝土的售價降低以及銷量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14,373.1百萬元減少至2015

年的人民幣 13,415.2百萬元，降幅為 6.7%。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
品混凝土的銷量減少，以及煤價下降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毛利由 2014年的人民幣 6,795.1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
人民幣5,643.6百萬元，降幅為16.9%。本集團西南水泥的毛利率由2014年
的32.1%下降至 2015年的29.6%，主要原因是由於水泥產品和商品混凝土
的售價降低所致，但部份被煤價下降所抵銷。

營業利潤

西南水泥的營業利潤由 2014年的人民幣 4,636.6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
民幣 3,374.8百萬元，降幅為27.2%。該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2014年的21.9%

下降至2015年的17.7%，主要是由於毛利率下降。

輕質建材分部

收入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7,672.9百萬元減少至 2015

年的人民幣7,088.2百萬元，降幅為7.6%。主要原因是由於主產品石膏板售
價降低所致，但部份被主產品石膏板的銷售量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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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 5,811.5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民幣 5,184.9百萬元，降幅為10.8%，主要原因是由於煤價下降
所致，但部份被主產品石膏板的銷售量增加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毛利由2014年的人民幣1,861.4百萬元增加至 2015

年的人民幣1,903.2百萬元，增幅為2.2%。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毛利率由
2014年的24.3%上升至2015年的26.9%，主要原因是由於煤價下降所致，但
部份被主產品石膏板售價降低所抵銷。

營業利潤

本集團輕質建材分部的營業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 1,830.9百萬元減少至
2015年的人民幣1,527.4百萬元，降幅為16.6%。此分部的營業利潤率由2014

年的23.9%下降至 2015年的21.5%，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減少及研究與開
發費增加所致，但部份被毛利率上升所抵銷。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

由於中國巨石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而並非附屬公司，故中國巨石的經營
業績並不會計入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綜合報表，亦不會計入本集團玻璃纖
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業績。除另有指明外，對本集團此分部的經營業績
的提述並不包括中國巨石。

收入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 2,601.8百萬元
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 3,260.5百萬元，增幅為25.3%。主要原因是本集團
的玻璃鋼管、罐業務及風機葉片收入增加人民幣768.0百萬元，但部份被
複合地板業務及船艇業務收入減少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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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 1,953.4百
萬元增加至 2015年的人民幣2,424.8百萬元，增幅為24.1%。主要原因是本
集團玻璃鋼管、罐業務及風機葉片成本增加人民幣596.9百萬元，但部份
被複合地板業務及船艇業務成本減少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毛利由2014年的人民幣648.4百萬元增
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835.7百萬元，增幅為28.9%。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
材料分部的毛利率由2014年的24.9%上升至2015年的25.6%。

營業利潤

本集團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分部的營業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305.1百萬
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421.1百萬元，增幅為38.0%。該分部的營業利潤
率由2014年的11.7%上升至2015年的12.9%，營業利潤率上升主要原因是毛
利率上升。

工程服務分部

收入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7,628.2百萬元增加至 2015

年的人民幣7,997.5百萬元，增幅為4.8%，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的工程服務
量的增加。

銷售成本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由2014年的人民幣 5,894.1百萬元增加至
2015年的人民幣6,112.5百萬元，增幅為3.7%，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的工程
服務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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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由2014年的人民幣1,734.0百萬元增加至 2015

年的人民幣1,885.0百萬元，增幅為8.7%，主要原因是本期完成的工程服務
量的增加。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由2014年的 22.7%上升至2015年
的23.6%，主要原因是該分部產品組合中，工程承包項目的毛利率上升。

營業利潤

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利潤由2014年的人民幣 1,038.3百萬元增加至
2015年的人民幣1,074.8百萬元，增幅為3.5%，本集團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
利潤率由2014年的13.6%下降至2015年的13.4%，營業利潤率下降主要是由
於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折讓的減少所致，但部份被毛利率上升所抵銷。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2015年12月 31日，本集團尚有未動用的銀行信貸和已註冊尚未發行的債
券額度，合共約人民幣108,943.3百萬元。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借款：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貸款 173,833.8 177,023.7

非金融機構的其他借款 1,093.0 –   

合計 174,926.8 177,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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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本集團按到期日劃分的借款：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百萬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的借款：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 144,395.6 139,292.6

 一年至兩年 15,987.0 24,351.5

 兩年至三年 11,652.4 6,719.4

 三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732.2 5,019.9

 超過五年 1,159.6 1,640.3   

合計 174,926.8 177,023.7   

於2015年12月31日，合共人民幣3,071.1百萬元的銀行貸款乃由本集團的總
計人民幣14,444.9百萬元的資產抵押。

於2015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債務比率分別為53.0%

及55.9%。

匯率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份業務均以人民幣經營，故未面對任何顯著的匯率風險。

或有負債

本集團無因向銀行就獨立協力廠商動用的銀行信貸提供擔保而招致若
干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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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資本承擔：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對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等的
 資本開支（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9.9 166.9

公司對於預付租賃款項的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 12.4   

資本開支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分部劃分的資本開支：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佔總額百分比   

水泥 7,154.8 68.3

其中：中聯水泥 2,927.5 27.9

 南方水泥 2,547.7 24.3

北方水泥 469.1 4.5

西南水泥 1,199.5 11.5

商品混凝土 416.6 4.0

其中：中聯水泥 259.7 2.5

南方水泥 147.7 1.4

北方水泥 1.7 0.02

西南水泥 1.5 0.01

輕質建材 1,120.6 10.7

玻璃纖維及複合材料 223.6 2.1

工程服務 415.0 4.0

其他 1,143.7 10.9   

合計 10,474.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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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2015年，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8,302.0百萬元。淨現
金流入的主要原因是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為人民幣 22,230.6

百萬元，但主要因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人民幣7,766.8百萬
元，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人民幣6,765.7百萬元而被部分抵
銷。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2015年，本集團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12,713.3百萬元，主要原
因是購置主要用於水泥及輕質建材分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動用人民幣
7,173.3百萬元，其他應付投資活動動用人民幣1,830.9百萬元，已付按金動
用人民幣4,213.2百萬元。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2015年，本集團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入金額為人民幣 4,662.1百萬元，主
要原因是籌借新借款合共人民幣 219,602.9百萬元，但因償還借款人民幣
220,648.1百萬元而被部分抵銷。

2016年展望

2016年，中央政府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
防風險，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建材行業面
臨深度調整，形勢依舊嚴峻，下行壓力加大，「十三五」將是轉方式、調結
構的重要窗口期和機遇期。中央政府提出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限制新增、淘汰落後、錯峰生產和常態化限產等政策將進一步落實，行業
集中度有望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提出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空間，
鐵路、公路、水利、市政等「十三五」重大建設項目陸續啟動；推進區域發
展空間，「一帶一路」建設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等不斷深化；「四大板塊」和
「三大戰略」疊加效應持續顯現，都將為行業帶來持續剛需。



– 53 –

2016年，本集團將全面按照「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早、細、精、實」、「四
抓四控、四增四減」、「穩價、降本、收款、壓庫、調整」、「效益優先、效率
優先」五條經營管理原則，全力開展生產經營、持續推進深度管理整合、
加快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全力以赴完成 2016年各項目標任務。

一是強化「穩價、降本、收款、壓庫、調整」五條主線。緊抓價格，堅持「三
不四千」、停窯限產、錯峰生產；堅持「成本效益」原則，精細經營管理，降
低成本；突出收款增效，加強清收；堅持「零庫存」理念，壓降庫存，減少
資金佔用；做好結構調整，進一步優化組織。

二是持續推進深度管理整合。繼續貫徹落實「四抓四控、四增四減」工作
思路，強化管理提升，持續推進組織機構整合與優化；穩步推進股本融
資，探索新融資模式，加快推進證券化和資產經營，切實降低資產負債
率。

三是加快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繼續加強傳統領域創新轉型，夯實水泥
核心利潤區；加快發展「三新」產業和國際業務，積極探索和實踐「互聯網
+雙創+中國製造2025」；強化科技創新，推進產研結合，加快科技創新成
果轉化步伐。

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遵循境內外監管規定，以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及符合商業操守
常規為本集團核心價值，進一步焊實管理層、董事會、股東的溝通和議
事機制，權力架構穩固，賦權清晰、行之有效，有力保障公司健康運營，
增進長遠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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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第4.2條外，公司自 2015

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謹遵《守則》條文之規定。目前，公
司本屆董事會於2011年11月15日最後獲選，按照《守則》第4.2條每位董事至
少每三年輪值退任的規定，須於2014年11月15日輪值退任。公司原董事崔
麗君女士、喬龍德先生、李德成先生及馬忠智先生已退任，並於2014年10

月由新董事替任。由於事關整個董事會，須考慮眾多因素以確保本公司
的高級管理層順利延續，故此本公司未能如期完成董事會其餘成員的上
述程序。目前，本公司董事會的換屆程序正在進行中，2016年3月25日召
開的第三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已審議通過本公司董事會換屆的相關
議案，待公司2015年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贖回本公司的
任何證券（「證券」一詞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經向所
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確認所有董事在報告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
則》及《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交易守則》內所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
易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為吳聯生先生
（主席）、湯雲為先生和孫燕軍先生。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監察公
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工作。報告期內，審核委員會
已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要求開展工作。審核委員會已對本集團截至
2015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及業績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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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現擬建議向於2016年6月7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
付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的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199,763,971.69

元（含稅）（2014年合共人民幣890,839,333.23元（含稅）），基於截至 2016年3月
29日（即本報告印刷前為確定其中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
發行股份5,399,026,262股，每股派付人民幣 0.037元（含稅）（2014年每股人民
幣0.165元（含稅））。每股股息的最終金額將取決於在2016年6月7日當日的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數量。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股息以人民幣計價和宣佈。內資股的股息以人民幣
支付，而H股的股息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率按股東週年大會宣派
股息之日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匯率中間價
計算。

擬派發的末期股息須經股東於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上予以同意。

根據稅法及中國稅務監管機構的有關要求，本公司向於2016年6月7日（星
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
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團體及組織，將被視
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之末期股息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時，須預扣10%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佈的
《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 號）（「《滬港通稅收政策》」），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
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企業所得稅。其中，內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
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依法免徵企業所得稅。香港聯交所上市
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
自行申報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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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公司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提供的
2016年6月7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的內地企業投資者名冊派發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
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
施條例》、《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辦法》和《滬港通稅收政策》等相關法
律法規及基於本公司與中國有關稅務當局的諮詢，本公司須為名列本公
司H股股東名冊之本公司H股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20%的
個人所得稅。

根據《滬港通稅收政策》，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
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
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
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該關於內地個人投資者的規定計徵個人所
得稅。

據此，本公司根據中國結算提供的2016年6月7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
股東的內地個人投資者名冊（包括內地證券投資基金）派發二零一五年末
期股息時，本公司將按照上述規定為其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
管問題的通知》及聯交所題為「有關香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
安排」的函件，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份的境外居民
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
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公司須根據2016年6

月7日（星期二）名列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的登記地址（「登記
地址」）確定其居民身份。對於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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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
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亦不承
擔任何責任。安排詳情如下：

•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住所所在國與中國簽訂 10%

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
的，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如相關H股
個人股東欲申請退還多扣繳稅款，本公司可根據稅收協定代為辦理
享受有關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但股東須於 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
或該日之前向本公司呈交《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民享受稅收
協定待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 [2009]124號）（「稅收協定通
知」）規定的資料，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將協助對多扣
繳稅款予以退還。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
的稅收協定的，本公司將最終按相關稅收協定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
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
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定的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司將
最終按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如H股個人股東的住所與登記位址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最終多扣繳的稅
款，H股個人股東須於 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或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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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的指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
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定通知的有關規
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建議股東應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所涉及的
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的意見。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身份，本公司將
由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至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
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尚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
本公司H股股東須將所有股份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16年4月26

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

末期股息預期將派發予於 2016年6月7日（星期二）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
本公司將於 2016年6月2日（星期四）至 2016年6月7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欲獲派末期股息，尚未辦理過
戶登記手續的本公司H股股東須於2016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
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
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末期股息預期將於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或之前派
發予於2016年6月7日（星期二）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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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易

北新建材發股購買泰山石膏股份

兹提述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2015年年度報告」）
「部份豁免關連交易」一節提及的北新建材發股購買泰山石膏股份的交
易，交易完成後本公司持有北新建材股份由約45.20%降至約 35.84%，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對
北新建材股份之視作出售事項。該視作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

關於北新建材發股購買泰山石膏股份的詳細情況請見2015年年度報告「部
份豁免關聯交易」一節的描述，該交易已於本公司2015年10月13日發佈的
公告中披露。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尚未完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 134,158人。

本公司僱員薪酬福利包括薪金、津貼及相關福利。根據相關的全國和地
方勞動和社會福利法律和法規，本公司旗下每家成員公司每月都必須向
各自的相關僱員支付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
公積金等社會保險費。公司員工的薪酬政策主要是實行以崗位職責為基
礎，並將獎勵與公司的整體經濟效益掛鈎考核兌現的崗位績效工資。

本公司盡力為員工提供培訓。就職培訓和持續培訓計劃包括管理技能及
技術培訓、海外交流計劃和其他課程。本公司也鼓勵僱員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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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交所網頁及本公司網頁公佈業績

按 照 上 市 規 則 於 有 關 報 告 期 間 適 用 的 規 定，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的所有資料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五
年度報告，並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於香港聯交所網頁（網
址http://www.hkex.com.hk）上 發 佈。有 關 資 料 亦 將 於 本 公 司 網 頁（網 址：
http://cnbm.wsfg.hk）上發佈。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天職香港」 指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 指 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複材」 指 中國複合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巨石」 指 中國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材工程」 指 中國建材國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中聯水泥」 指 中國聯合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公司」或
 「中國建材」

指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
的普通股，以人民幣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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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精」 指 機構精簡，人員精幹

「八大工法」 指 「五集中」、KPI管理、輔導員制、對標優化、
價本利、核心利潤區、市場競合、零庫存

「三期疊加」 指 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
激政策消化期

「四抓四控」 指 抓改革、抓創新、抓市場、抓管理，控開支、
控負債、控成本、控風險

「四增四減」 指 增銷量、增品種、增價格、增效益，減層級、
減機構、減冗員、減公車

「GDP」 指 國內生產總值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包括其所有
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境
外上市外資股，於聯交所上市並以港元認
購及買賣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KPI」 指 關鍵業績指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以不時經修訂者為
準

「增節降」 指 增加收入、節約支出、降低能耗

「工信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統計局」 指 中國國家統計局

「北方水泥」 指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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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指 包括（但不限於）黑龍江、吉林、遼寧

「新型干法水泥」 指 使用新型懸浮預熱干法製造的熟料生產出
的水泥

「母公司」 指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PCP」 指 價本利，即價格－成本－利潤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早、細、精、實」 指 提前部署生產經營，盡早落實計劃、完成
目標；細分目標、細化措施，針對市場和自
身特點制定具體策略；推進管理提升，精
心組織、精細管理，提高質量效益；紥實工
作、腳踏實地，進一步務實發展基礎，強基
固本

「報告期」 指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期間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包
括內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六星企業」 指 業績良好、管理精細、環保一流、品牌知
名、先進簡約、安全穩定

「南方水泥」 指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西南水泥」 指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國家」或「中國政府」 指 中國政府，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包括省、市
及其他地區或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分支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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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 指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

「三定」 指 定職能、定機構、定編製

「三不四千」 指 不辭辛苦、不怕委屈、不畏挫折、千方百
計、千言萬語、千山萬水、千辛萬苦

「三級採購」 指 總部統採、區域採購、企業自採

「三新」 指 新型建材、新型房屋、新能源材料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宋志平

董事局主席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宋志平先生、曹江林先
生、彭壽先生、崔星太先生及常張利先生，非執行董事郭朝民先生、黃安中
先生及陶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方勳先生、湯雲為先生、趙立華先
生、吳聯生先生及孫燕軍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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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內容的真實、準
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
任。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灌球先生未親自出席本公司六屆六次董事會會議，其委託
和授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戴國良先生出席並代其行使了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長郭文叁先生、總會計師周波先生及財務部門負責人劉剡女士聲明：保
證本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準確、完整。

報告期內，不存在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佔用本公司資金的情況。

報告期內，不存在違反規定決策程序對外提供擔保的情況。

除非另有說明，本報告內所有財務數據均系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貨幣單位均為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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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釋
義

本報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如下意義：

本公司╱公司╱海螺水泥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團 ： 本公司及其附屬子公司

董事會 ：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 ： 本公司董事

監事會 ： 本公司監事會

監事 ： 本公司監事

白馬山水泥廠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白馬山水泥廠，系本公司之分
公司

江西聖塔集團 ： 指江西省聖塔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並包括其分公司贛州市
天和建材有限公司和泓瑞建材有限公司

廬山海螺 ： 江西廬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銅仁海螺 ： 銅仁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蕪湖海螺 ： 蕪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印尼海螺 ： 印尼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PT Conch Cement Indonesia)

南加海螺 ： 南加裡曼丹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PT Conch South Kalimantan Cement)

西巴布亞公司 ： 國投印尼巴布亞水泥有限公司
  (PT Sdic Papua Cement Indonesia)

海螺集團 ： 安徽海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創投資 ： 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海螺創業 ： 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

海創實業 ： 蕪湖海創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海昌港務公司 ： 揚州海昌港務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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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釋
義

海螺川崎工程公司 ：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節能公司 ： 安徽海螺川崎節能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三山港務公司 ： 蕪湖三山海螺港務有限公司

巢東股份 ： 安徽巢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之公司

冀東水泥 ： 唐山冀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之公司

青松建化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

西部水泥 ： 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系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之公司

報告期 ：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之期間

低氮分級燃燒技術改造 ： 指通過煤粉和空氣在不同環境下分層級燃燒，以抑制氮氧
化物生成的燃燒技術

SNCR煙氣脫硝技術改造 ： 指選擇性非催化還原法脫硝技術改造，應用該技術需要通
過噴氨水或尿素才能實現脫硝的目的

中國會計準則 ： 《企業會計準則》

A股 ：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在上交所上市的普
通股，以人民幣認購及交易

H股 ：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在聯交所上市的外
資股，以港幣認購及交易

聯交所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規則 ：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交所 ：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規則 ： 上交所股票上市規則

熟料 ： 水泥生產過程中的半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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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釋
義

香港 ：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印尼 ： 印度尼西亞

元 ： 人民幣元，中國之法定貨幣單位

中國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證監會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司章程 ： 本公司之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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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公
司
簡
介

（一）公司法定中文名稱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稱 ：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英文名稱縮寫 ： ACC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 ： 郭文叁

（三）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 楊開發
電話 ： 0086 553 8398976

傳真 ： 0086 553 8398931

公司秘書（香港） ： 趙不渝
電話 ： 00852 2111 3220

傳真 ： 00852 2111 3299

證券事務代表 ： 廖丹
電話 ： 0086 553 8398911

傳真 ： 0086 553 8398931

電子信箱 ： dms@conch.cn

（四）公司註冊地址 ：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文化路39號
公司辦公地址 ：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九華南路1011號
郵政編碼 ： 241070

公司電子信箱 ： cement@conch.cn

公司網址 ： http://www.conch.cn

香港業務聯繫地址 ：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1號怡和大廈40樓

（五）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H股 ： 聯交所
股票代碼 ： 00914

A股 ： 上交所
股票代碼 ： 600585

股票簡稱 ： 海螺水泥

（六）國際審計師 ：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8樓

中國審計師 ： 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中國北京市東長安街1號東方廣場東2座8樓

（七）H股過戶登記處 ：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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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會
計
數
據
和
財
務
指
標
摘
要

1、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會計資料

表一：

項目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比
年初數增減

（千元） （千元） (%)
    

總資產 105,179,724 102,253,097 2.8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67,781,473 66,216,608 2.36

表二：

項目
2015年

1-6月
2014年

1-6月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千元） （千元）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186,543 8,153,994 (48.66)

營業收入 24,223,323 28,784,483 (15.8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705,345 5,821,291 (19.17)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815,116 5,553,227 (4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1.10 (19.1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89 1.10 (19.17)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1.05 (49.31)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6.90 9.92 下降3.02個
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 

 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13 9.46 下降5.33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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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摘要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會
計
數
據
和
財
務
指
標
摘
要

表三：

本報告期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數額
（千元）

  

(1) 處置非流動資產的損益 1,222,581

(2) 政府補助 610,950

(3)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收益 717,214

(4)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8,266

(5)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1,339

(6)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7,308)

(7) 非經常性損益所得稅影響數 (619,050)

(8) 非經營性損益對少數股東權益的影響數 (13,763)
  

  合計 1,890,229
  

2、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概要

項目
2015年

1-6月
2014年

1-6月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千元） （千元） (%)

    

營業收入 24,223,323 28,784,483 (15.8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714,488 5,810,861 (18.87)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比
年初數增減

（千元） （千元） (%)
    

總資產 105,179,724 102,253,097 2.86

總負債 34,172,875 33,026,013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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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會
計
數
據
和
財
務
指
標
摘
要

3、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合併會計報表的
差異說明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之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之股東權益

2015年
1月1日至
6月30日

2014年
1月1日至
6月30日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法定 

 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 4,705,345 5,821,291 67,781,473 66,216,608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遞延確認 

   的不屬於《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 

   －政府補助》規範下的項目 9,143 (10,430) (357,489) (366,632)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金額 4,714,488 5,810,861 67,423,984 65,84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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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層研討與分析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管
理
層
研
討
與
分
析

宏觀環境

201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回落，GDP同比增長7%，較去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全社會固
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1.4%，增速同比下降5.9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4.6%，增速同比下
降9.5個百分點。（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2015年上半年，全國水泥產量為10.8億噸，同比下降5.3%，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8.9個百分點；全
國水泥行業投資431.7億元，同比下降12.3%。受固定資產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同比下滑的影響，水
泥市場需求較弱，市場競爭激烈，水泥價格同比回落幅度較大，行業盈利水平大幅下降。（數據來
源：《數字水泥》）

經營狀況分析

經營綜述

2015年上半年，本集團積極應對國內宏觀經濟形勢下行壓力，克服固定資產、房地產投資增速回
落、行業需求快速下滑等不利因素影響，根據各區域市場特點和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營銷策略，積
極開拓市場，市場份額保持增長；發揮規模集中採購優勢，優化調整原燃材料採購渠道，降低採購
成本；強化指標管理，優化生產組織，提高運營質量。

報告期內，本集團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主營業務收入為235.86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5.6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47.05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9.17%；每股盈利0.89元。按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營業收入為242.23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5.85%；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為47.14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8.87%；每股盈利0.89元。

報告期內，本集團穩步推進項目建設，貴陽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祁陽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
司等4條熟料生產線，廬山海螺、臨夏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等11台水泥磨相繼建成投產，同時還
建成了弋陽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等3個骨料項目，新增熟料產能970萬噸、水泥產能1,210萬噸、
骨料產能550萬噸；另外，成功併購了江西聖塔集團，增加熟料產能480萬噸、水泥產能540萬噸。

在國際化發展方面，印尼南加海螺二期工程、印尼孔雀港粉磨站、馬諾斯、西巴布亞、緬甸皎施等
項目建設有序推進；此外，老撾萬象、瑯勃拉邦、柬埔寨馬德望等水泥項目正在推進項目前期工
作。

同時，本集團持續推進水泥節能環保項目建設，銅仁海螺、巴中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等7套餘熱
發電機組投入運行，新增裝機容量58.5兆瓦；繼續實施熟料生產線低氮分級燃燒技術改造和SNCR

煙氣脫硝技術改造，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已運營生產線全部完成脫硝技改，且運行良好。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熟料產能達2.27億噸，水泥產能達2.85億噸，骨料產能1,990萬噸，餘熱發
電總裝機容量達1,060兆瓦。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未發生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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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市場情況

報告期內，本集團水泥和熟料合計淨銷量1.15億噸，同比增長1.6%，同時，受產品綜合銷價下降
的影響，銷售收入同比減少15.67%。

分區域市場和銷售情況

分區域銷售金額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銷售金額 銷售
區域 銷售金額 比重 銷售金額 比重 增減 比重增減

（千元） (%) （千元） (%) (%) （百分點）
        

東部區域註1 6,894,863 29.23 9,403,660 33.62 (26.68) (4.39)

中部區域註2 6,317,752 26.79 7,113,969 25.43 (11.19) 1.36

南部區域註3 4,507,613 19.11 5,173,197 18.50 (12.87) 0.61

西部區域註4 5,012,726 21.25 5,511,713 19.71 (9.05) 1.54

出口及海外 853,426 3.62 767,743 2.74 11.16 0.88
        

合計 23,586,380 100.00 27,970,282 100.00 (15.67) –
        

註：

1、 東部區域包括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及山東；

2、 中部區域包括安徽、江西、湖南及湖北；

3、 南部區域包括廣東及廣西；

4、 西部區域包括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甘肅、陝西及新疆。

報告期內，隨著公司收購兼併和新建項目產能的投放，中部、西部區域市場控制力和競爭力進一步
增強，水泥熟料銷量同比分別增長4.4%、5.9%；同時，隨著國際水泥市場回暖及印尼市場開拓初
見成效，出口及海外市場銷量同比增長22%。

分品種銷售情況

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大水泥銷售力度，減少外銷熟料比例，32.5級水泥銷售金額佔比上升至
32.12%，同比上升了2.58個百分點；熟料銷售金額佔比下降至11.29%，同比下降了1.64個百分
點。另外，實現骨料銷售411.98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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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種銷售金額百分比

2015年1-6月

42.5 級
56.17%

熟料 11.29%

骨料
0.42%

32.5 級
32.12%

42.5 級
57.42%

熟料 12.93%

2014年1-6月

骨料
0.10%

32.5 級
29.54%

盈利狀況分析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主要損益項目

金額 本報告期比
項目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上年同期增減

（千元） （千元） (%)
    

主營業務收入 23,586,380 27,970,282 (15.67)
營業利潤 5,457,310 7,365,511 (25.91)
利潤總額 6,241,954 7,845,209 (20.4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4,705,345 5,821,291 (19.17)

報告期內，因產品價格大幅下降，本集團營業利潤、利潤總額、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分別
較去年同期下降25.91%、20.44%和19.17%。

2015年1-6月分品種毛利及同比變動

毛利率
主營業務 主營業務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產品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 增減百分點
（千元） （千元） (%) (%)

       

42.5級水泥 13,249,556 9,528,279 28.09 37.66 (9.57)
32.5級水泥 7,576,292 5,208,757 31.25 38.22 (6.97)
熟料 2,662,520 2,036,728 23.50 29.31 (5.81)
骨料 98,012 51,719 47.23 50.00 (2.77)

       

合計 23,586,380 16,825,483 28.66 36.76 (8.1)
       

（註：42.5級水泥包括42.5級和42.5級以上的水泥）

報告期內，受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影響，產品綜合毛利率為28.66%，較上年同期下降8.1個百分點；
其中42.5級水泥毛利率同比下降9.5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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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費用分析

綜合成本比較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單位成本

增減
成本比重

增減項目 單位成本
佔總成本

比重 單位成本
佔總成本

比重
（元╱噸） (%) （元╱噸） (%) (%) （百分點）

       

原材料 27.88 19.05 30.95 19.88 (9.92) (0.83)

燃料及動力 85.35 58.33 94.99 61.02 (10.15) (2.69)

折舊費用 13.11 8.96 11.88 7.63 10.35 1.33

人工成本及其它 19.99 13.66 17.84 11.47 12.05 2.19
       

合計 146.33 100.00 155.66 100.00 (5.99) –
       

報告期內，公司綜合成本為146.33元╱噸，同比下降9.33元╱噸，降幅5.99%，主要得益於煤炭價
格下降以及煤電消耗等主要指標進一步優化。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主要費用項目變動

期間費用 本報告期金額 上年同期金額

本報告期
佔主營業務
收入比重

上年同期佔
主營業務
收入比重

佔主營業務
收入比重

增減百分點
（千元） （千元） (%) (%)

       

銷售費用 1,370,136 1,319,472 5.81 4.72 1.09

管理費用 1,314,465 1,081,259 5.57 3.86 1.71

財務費用（淨額） 324,965 370,806 1.38 1.33 0.05
       

合計 3,009,566 2,771,537 12.76 9.91 2.85
       

報告期內，三項費用（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合計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為12.76%，同
比上升了2.85個百分點，主要是產品價格下降導致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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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資產負債狀況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資產負債項目變動

項目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比
年初數增減

（千元） （千元） (%)
    

固定資產 61,371,695 57,250,500 7.20

流動及其它資產 43,808,029 45,002,597 (2.65)

總資產 105,179,724 102,253,097 2.86

流動負債 22,867,334 14,397,009 58.83

非流動負債 10,930,383 18,244,847 (40.09)

少數股東權益 3,600,534 3,394,633 6.0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 67,781,473 66,216,608 2.36

負債及權益合計 105,179,724 102,253,097 2.86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總資產為10,517,972萬元，較上年末上升2.86%；負
債為3,379,772萬元，較上年末增加3.54%。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計算的
資產負債率為32.13%，與上年末基本持平。

關於本集團的或有負債資料，請參閱本報告內的財務會計報告（未經審計）附註二十五。

截至報告期末，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股東權益為6,778,147萬元，較上年末增加2.36%；歸屬於
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為12.79元。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固定資產淨額6,137,170萬元，較上年末增長7.2%；
流動負債2,286,733萬元，較上年末上升58.83%，主要是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較上年末增加
641,082萬元。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流動資產總額為2,597,589萬元，流動比率為1.14（上
年末為1.74）。本集團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流動資產總額為2,617,662萬元，流動負債總額為
2,286,733萬元；淨負債率為0.20（上年末為0.11），淨負債率計算基準為：（有息負債－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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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銀行貸款及其它貸款屆滿期之分析如下：

於2015年
6月30日

於2014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年內到期 2,843,525 2,329,167
1-2年內到期 536,607 799,273
2-5年內到期 1,035,022 1,095,273
5年以上到期 94,761 209,975

   

合計 4,509,915 4,433,688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累計借款餘額為450,992萬元，較年初增加7,623萬元，主要是因為本集團報
告期內子公司新增借款所致。

除上述借款外，本集團還有155億元未到期公司債券，其中1年內到期70億元、2-5年內到期50億
元，5年以上到期35億元。

報告期內，本集團資金主要來源於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及投資回收產生的淨現金流。

現金流分析

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現金流量淨額比較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186,543 8,153,994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412,600) (2,872,739)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776,931) (4,868,75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5,100) 2,469
現金及等價物淨增加╱（減少）額 (7,018,088) 414,968
年初現金及等價物餘額 12,512,121 6,518,932
期末現金及等價物餘額 5,494,033 6,933,900

報告期內，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41.87億元，同比減少39.67億元，主要系本集團
產品銷價下降，營業收入同比減少所致。

報告期內，本集團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流出較上年同期增加45.40億元，主要系公司增加三
個月以上定期存款所致。

報告期內，本集團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流出較上年同期減少10.92億元，主要系償還到期借
款金額同比減少所致。



16

三、管理層研討與分析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管
理
層
研
討
與
分
析

資本性支出

報告期內，本集團資本性支出為43.30億元，主要用於水泥、熟料生產線、餘熱發電項目建設投
資，以及併購項目支出。

於2015年6月30日，與購買供生產用的機器及設備有關的在賬目內未提撥但應履行之資本承諾為：

於2015年 於2014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已批准及訂約 2,478,675 2,416,216

已批准但未訂約 4,302,882 5,518,527
   

合計 6,781,557 7,934,743
   

匯率風險及相關金融工具對沖

報告期內，為規避匯率風險，本集團採用相關金融工具進行對沖。針對人民幣兌美元雙邊波動幅度
擴大的形勢，本集團根據匯率市場波動情況，以每月滾動方式鎖定不同的遠期結匯匯率，規避匯率
波動風險。

下半年展望

2015年下半年，預計中國經濟仍將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上半年出台的一系列財政政策、貨
幣政策措施效果將會進一步顯現，帶動社會投資增速企穩回升。

對水泥行業而言，下半年供求關係有望得到改善。從需求來看，隨著國家「一帶一路」、長江經濟
帶、中部崛起等區域戰略的實施，已開工重點工程項目的建設進度將會加快，加上新項目的開工，
預計下半年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機場、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會有所回升；隨著上半年商品房
銷售市場回暖，下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有望企穩回升，從而有效拉動水泥需求增長。從供給來
看，隨著《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於2015年7月1日開始）嚴格執行以及新《環保法》的深入
實施，將會加速環保不達標的小水泥企業退出市場，進一步緩解供求矛盾。此外，隨著行業集中度
的提高，市場競爭會更加有序，有利於水泥價格的提升。

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穩步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推進印尼孔雀港粉磨站、西巴布亞、緬甸皎施等
水泥項目的建設，並積極開展老撾萬象、瑯勃拉邦、柬埔寨馬德望等水泥項目的前期工作。同時，
把握國內水泥行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實施項目併購，進一步完善市場佈局；加快骨料項目建
設，促進公司可持續發展。

在經營管理方面，本集團將積極關注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加強市場分析和研判，根據市場變化
及時調整公司營銷策略，鞏固和提高市場份額；持續強化對標管理，發揮規模採購優勢，把握市場
需求整體回落的契機，降低煤炭等大宗原燃材料採購成本，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努力為公司股東
創造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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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期內主要投資情況

1、 報告期內投資設立的項目公司

(1) 2015年4月，海螺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海螺國際」，系本公司在香港設立
的全資子公司）與柬埔寨徐氏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徐氏集團」）共同出資設立了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該公
司位於柬埔寨馬德望市，首期註冊資本為100萬美元，其中：海螺國際認購51萬美
元，佔其註冊資本的51%；徐氏集團認購49萬美元，佔其註冊資本的49%。

(2) 2015年6月，為收購江西聖塔集團的水泥業務資產，本公司與廣州市虔州投資有限
公司（「虔州投資公司」，該公司系江西聖塔集團原股東出資設立的公司）共同出資設
立了贛州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贛州海螺」），贛州海螺註冊資本金為40,000萬
元，其中：本公司以現金出資22,000萬元，佔其註冊資本的55%；虔州投資公司以
現金出資18,000萬元，佔其註冊資本的45%。

江西聖塔集團位於贛州市，現擁有一條3500t/d、兩條5000t/d新型乾法水泥熟料生
產線以及配套的年產540萬噸的水泥粉磨站。

2、 報告期內增資的子公司

(1) 2015年4月，本公司對廬山海螺進行了現金增資，增資總金額為6,858萬元。本次增
資完成後，廬山海螺的註冊資本從3,142萬元增加至10,000萬元，本公司持有廬山
海螺100%股權不變。

(2) 2015年5月，本公司對陽春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陽春海螺」）進行了現金增資，
增資總金額為37,000萬元。本次增資完成後，陽春海螺的註冊資本從18,000萬元增
加至55,000萬元，本公司持有陽春海螺100%股權不變。

(3) 2015年1月，本公司對樂清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樂清海螺」）進行了現金增資，
增資總金額為8,800萬元。本次增資完成後，樂清海螺的註冊資本從15,000萬元增
加至23,800萬元，本公司持有樂清海螺100%股權不變。

(4) 2015年1月，本公司對黔西南州發展資源開發有限公司（「黔西南公司」）進行了現金
增資，增資金額為2,040萬元。本次增資完成後，黔西南公司的註冊資本從21,000

萬元增加至25,000萬元，本公司持有黔西南公司51%股權不變。

(5) 2015年1月，本公司對銅仁海螺進行了現金增資，增資金額為13,005萬元。本次增
資完成後，銅仁海螺的註冊資本從25,500萬元增加至51,000萬元，本公司持有銅仁
海螺51%股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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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報告期內，為推進公司發展戰略，進一步完善公司西部區域的市場佈局，本公司與西部
水泥進行了股權合作，以1.69港幣╱股的價格認購西部水泥9.034億股新股，佔西部水泥
經擴大後已發行總股份的比例為16.67%。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持有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如下：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最初投資成本 期初持股比例 期末持股比例 期末賬面值 報告期損益
報告期所有
者權益變動

（元） (%) (%) （元） （元） （元）
        

600318 巢東股份 98,019,695 16.28 16.28 965,343,507 – 524,223,667

000401 冀東水泥 2,161,423,434 19.84 13.93 2,468,307,311 648,698,777 539,869,376

600425 青松建化 813,754,120 28.17 10.62 798,946,510 1,193,470,189 1,193,472,912

2233 西部水泥 1,204,113,019 – 16.67 1,204,113,019 – –
        

合計 4,277,310,268 5,436,710,347 1,842,168,966 2,257,565,955
        

本集團持有之巢東股份、冀東水泥計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科目，青松建化、西部水泥
計入「長期股權投資」科目。

4、 報告期內非募集資金投資的重大項目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有投資總額超過公司上年度經審計淨資產10%的重大投資項目。關
於本公司報告期內投資的有關項目情況，參見本報告第三章「管理層研討與分析」之「經營
狀況分析」中的「經營綜述」。

5、 主要控股子公司及參股公司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擁有124家控股子公司，4家合營公司，3家聯營公司。報
告期內，本公司未有單個子公司的淨利潤或單個參股公司的投資收益對公司淨利潤影響
達到10%以上。

6、 委託理財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發生委託理財業務，亦不存在以前期間發生延續到報告期的委託理
財業務。



四、董事會報告

19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董
事
會
報
告

（二） 本公司2014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執行情況

2015年6月2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2014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2014年末公司總股本5,299,302,579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6.50元（含
稅），共計派發現金3,444,546,676.35元（含稅）。截至報告期末，上述股息已派發予股權登記
日登記在冊的全體股東。

（三） 董事會建議2015年中期不派發任何股息，亦不實施公積金轉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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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治理情況

本公司自1997年於聯交所上市及2002年於上交所上市以來，按照境內外的有關上市規則和監
管要求，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內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規範公司運作。公司股東大會、
董事會、監事會權責分明、各司其職，決策獨立、高效、透明。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按照《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規範運作。報告期內，公
司律師對股東大會的召開進行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確保決策程序和內容合法、有效，股東能
夠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

董事會是公司的經營決策機構，向股東大會負責，按照《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規
定規範運作，公司董事本著勤勉、嚴謹、負責的態度，組織實施股東大會的各項決議，科學決
策，促進公司健康穩定發展。

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向股東大會負責，按照《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規定有效運作，對董
事、高級管理人員職責履行情況及公司依法運作相關事項實施有效監督。

（二） 重大訴訟、仲裁、媒體質疑事項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對經營管理產生重大影響的訴訟、仲裁及媒體質疑事項，本公司現任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事項。

（三） 破產重整事項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破產重整事項。

（四） 重大資產購買或出售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收購及出售重大資產事項。

（五） 股權激勵計劃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制定和實施股權激勵計劃。

（六） 關聯（關連）交易

根據上交所上市規則和聯交所上市規則，本集團報告期內的重大關聯（關連）交易事項如下：

1、 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或持續關聯交易

(1) 商標使用

本公司與控股股東海螺集團於1997年9月23日簽訂一項《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商標
合同」），本公司可在商標合同條款規定的許可使用期限及許可使用區域內於許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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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使用許可商標（包括「海螺」、「CONCH」等商標）。商標合同的有效期與有關許
可商標之有效期相同，許可商標的有效期獲展期的，商標合同就該許可商標自動展
期。根據該商標合同本公司每年需支付予海螺集團之商標使用費為151.30萬元。

報告期內，本集團尚未向海螺集團支付上述費用。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和上交所上
市規則，本公司無需就此關聯交易刊登公告，而此關聯交易亦無需獲獨立股東批准。

(2) 與三山港務公司之交易－採購柴油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2015年1月23日，本公司與三山港務公司簽署了《輕油供貨合
同》，由三山港務公司為本公司位於安徽境內的子公司供應生產所需柴油，合同金額
不超過18,500萬元，合同有效期從合同簽訂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由於受市
場多重因素影響，柴油市場變化較快，價格頻繁波動，因此本公司向三山港務公司
採購的柴油價格遵循隨行就市的原則，主要參考當月政府指導價，並給予本公司適
當優惠，每月的結算價格確保不高於本公司同類型子公司向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採購
的柴油價格；結算方式採用按月結算。

報告期內，就執行上述《輕油供貨合同》而言，本集團向三山港務公司採購柴油的交
易金額為7,095萬元。

(3) 與海昌港務公司之交易－煤炭中轉服務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1月23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上海海螺物流有限
公司與海昌港務公司簽署了《港口作業合同》，由海昌港務公司為本公司下屬的沿江
子公司提供煤炭中轉服務，合同金額為7,000萬元，合同有效期從合同簽訂之日至
2015年12月31日。海昌港務公司為本集團提供煤炭中轉服務之收費標準主要參考同
期市場價格及獨立第三方碼頭向本集團提供同類服務收取的費用標準而確定，惟海
昌港務公司之有關收費標準不高於獨立第三方碼頭向本集團提供的收費標準；結算
方式採用一船一結，煤炭中轉後30天內結清。

報告期內，就執行上述《港口作業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昌港務公司發生的交易金
額為2,843萬元。

(4) 與海昌港務公司之交易－銷售骨料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1月23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安徽銅陵海螺水泥
有限公司（「銅陵海螺」）與海昌港務公司簽署了《骨料買賣合同》，合同金額為不超過
390萬元，合同有效期從合同簽訂之日至2015年12月31日。定價原則主要參考同期
市場價格，實際執行價格隨著市場價格波動而調整，具體按銅陵海螺當期發往同區
域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同類規格骨料的銷售價格和政策執行；結算方式採用款到發貨。

報告期內，就執行上述《骨料買賣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昌港務公司發生的交易金
額為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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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海創節能公司及亳州海創公司之交易－銷售水泥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1月23日，本公司之分公司白馬山水泥廠與安徽海創
新型節能建築材料有限責任公司（「海創節能公司」）簽署了《水泥買賣合同》，同日，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亳州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亳州海螺」）與亳州海創新型節
能建築材料有限公司（「亳州海創公司」）簽署了《水泥買賣合同》，兩項合同合計金額
為不超過2,860萬元，兩項合同有效期均從合同簽訂之日至2015年12月31日。定價
原則主要參考同期市場價格，實際執行價格隨著市場價格波動而調整，具體按白馬
山水泥廠、亳州海螺當期發往同區域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同類規格水泥產品的銷售價
格和政策執行；結算方式採用款到發貨。

報告期內，就執行上述兩項《水泥買賣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創節能公司及亳州海
創公司發生的交易金額為1,357萬元。

(6) 設備耐磨件修理及備件採購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1月23日，本公司與海螺川崎節能公司簽署《耐磨件修
理及備件採購合同》，同意海螺川崎節能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水泥熟料生產線主
機設備的耐磨件提供堆焊等維修服務，同時，本公司根據需要向海螺川崎節能公司
採購立磨和鍋爐等設備的有關備件。合同總金額為人民幣13,000萬元。本次簽署的
《耐磨件修理及備件採購合同》中，耐磨件堆焊維修勞務的收費標準主要考慮成本（包
含焊絲、輔材、水電氣、更換部件等）因素及同期市場價格，由雙方協商確定；備件
的價格主要參考同期市場價格，並給予本集團一定的優惠，由雙方協商確定；惟前
述勞務價格及備件價格不會高於海螺川崎節能公司提供給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價
格。

報告期內，就執行上述《耐磨件修理及備件採購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螺川崎節能
公司發生的交易金額為3,830萬元。

上述(2)至(6)項關聯交易事項的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月23日（聯交
所披露易網站和本公司網站）、2015年1月24日（上交所網站及《上海證券報》）之公
告；而上述(2)至(6)項持續關聯交易無需獲獨立股東批准。

2、 餘熱發電、燃煤電站項目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5月21日，本公司與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簽署《餘熱發電項目
設備供貨及設計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餘熱發電工程項目
提供設備成套及設計服務；同日，本公司下屬的南加海螺與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簽署《燃煤
電站項目設備供貨及設計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為南加海螺的燃煤電站項目提
供設備供貨及設計服務；兩項合同總金額為25,835萬元。前述兩項合同的定價主要根據
有關項目的規模、技術指標、同期市場價格、以及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向其他客戶的收費
價格，由雙方協商釐定，惟有關價格須不高於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向其獨立客戶提供的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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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僅就執行上述兩項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發生的交易金額為
1,920萬元；包括履行以前年度簽署之相關合同在內，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累計與海螺川崎
工程公司發生的交易金額為3,022萬元。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5月21日（聯交所披露易網站和本公司網站）、2015

年5月22日（上交所網站及《上海證券報》）之公告；而此關聯交易無需獲獨立股東批准。

3、 採購立磨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2015年5月21日，本公司與海螺川崎節能公司簽署《立磨買賣合
同》，同意向海螺川崎節能公司購買5台立磨，安裝於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水泥熟料生產
線，合同總金額為9,245萬元。本次簽署的《立磨買賣合同》價格系按照設備製造成本、以
及同期市場價格，並參考海螺川崎節能公司向其他客戶的收費價格，由雙方協商釐定，
惟有關價格須不高於海螺川崎節能公司向其獨立客戶提供的價格。

報告期內，僅就執行上述《立磨買賣合同》而言，本集團與海螺川崎節能公司尚未發生交
易；包括履行以前年度簽署之相關合同在內，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累計與海螺川崎節能公
司發生的交易金額為2,800萬元。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5月21日（聯交所披露易網站和本公司網站）、2015

年5月22日（上交所網站及《上海證券報》）之公告；而此關聯交易無需獲獨立股東批准。

4、 與關聯方的非經營性業務往來

(1) 向西巴布亞公司提供有償借款

報告期內，為滿足西巴布亞公司（本公司持有其49%股權）項目建設資金需要，有效
控制海外項目建設融資成本，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本公司為西巴布亞公司提供了
5,997.97萬元借款，該借款將於2015年12月10日前歸還，借款利息參照中國人民銀
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年化利率為5.35%）收取。

因本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王建超先生兼任西巴布亞公司副董事長，本公司副總經
理丁鋒先生兼任西巴布亞公司董事，根據上交所上市規則，西巴布亞公司屬於本公
司關聯方，與本集團之間的交易構成關聯交易，但該交易金額未達到本集團最近一
期經審計淨資產的0.5%，不需要發佈臨時公告；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上述交易不
構成關連交易。

該等借款資金全部來源於本公司自有資金，提供借款不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經營。

(2) 向中緬（蕪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緬公司」）提供有償借款

報告期內，為滿足中緬公司（本公司持有其45%股權）國際貿易業務的正常開展，
推進緬甸皎施水泥項目的建設，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本公司向中緬公司提供了
6,832.56萬元借款，該借款將於2016年2月28日前歸還，借款利息按照年化利率
6.4%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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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司副總經理丁鋒先生兼任中緬公司董事，根據上交所上市規則，中緬公司屬
於本公司關聯方，與本集團之間的交易構成關聯交易，但該交易金額未達到本集團
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0.5%，不需要發佈臨時公告；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上述
交易不構成關連交易。

該等借款資金全部來源於本公司自有資金，提供借款不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經營。

（七） 重大合同

1、 報告期內公司沒有發生或以前期間發生但延續到報告期的重大托管、承包、租賃其它公
司資產或其它公司托管、承包、租賃本公司資產的事項。

2、 擔保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發生的所有對外擔保均履行了董事會及╱或股東大會的批准程序，本
公司為控股子公司及參股公司提供擔保（均為連帶責任擔保）的發生額合計為110,125萬
元，具體如下：

序號 擔保對像
本公司持有
股權比例

本公司
擔保金額 擔保期限

擔保合同
簽署日期 借款用途 債權人名稱

（萬元）
         

1 貴定海螺盤江水泥有限 

 責任公司（「貴定海螺」）
50% 2,500 1年 2015.04.08 補充流動資金 農業銀行貴定分行

2 貴州六礦瑞安水泥有限 

 公司（「六礦瑞安」）
51% 15,000 1年 2015.05.21 補充流動資金 農業銀行六枝分行

3 六礦瑞安 51% 10,000 10個月 2015.02.02 補充流動資金 中國銀行六枝分行
4 南加海螺 71.25% 2,000萬美元

(12,227)

3個月 2015.06.17 補充流動資金 雅加達美國銀行

5 西巴布亞公司 49% 11,515萬美元
(70,398)

10年 2015.06.03 項目建設投資 中行雅加達分行

        

合計 110,125 – – – –
        

註：

(1) 本公司為貴定海螺提供的擔保為按照持股比例對其貸款進行的擔保；

(2) 本公司為六礦瑞安提供的擔保為全額擔保，六枝工礦（集團）有限公司（為持有六礦瑞安49%股份的股東）
提供股權質押；

(3) 本公司為南加海螺2,000萬美元貸款提供全額擔保，昌興物料（國際）有限公司（為持有印尼海螺25%權
益，持有南加海螺28.75%權益的股東）以其持股比例對應的借款金額向本公司提供反擔保。上表中本公
司為南加海螺2,000萬美元貸款擔保及為西巴布亞公司11,515萬美元貸款擔保的人民幣金額系按2015年
06月30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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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公司對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單位（即上表中所列示之西巴布亞公司）的擔保發
生金額為70,398萬元；除此之外，本公司不曾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其他關聯方以
及任何非法人單位或個人提供擔保。報告期末，本公司對外擔保（不包括對子公司的擔
保）餘額為70,398萬元。

報告期內，本公司對子公司提供擔保合計發生金額為39,727萬元，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
對子公司提供擔保餘額合計為283,591萬元。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對外擔保（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總額為353,989萬元，佔本公司報
告期末淨資產的比例為5.4%。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分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寧國水泥廠和白馬山
水泥廠以賬面價值約4.5億元資產抵押予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國際金融公
司），作為6.5億元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的抵押品。

於2015年6月30日，除上述披露之擔保及資產抵押事項外，本集團並無提供任何其他擔
保及抵押，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有負債。

（八） 承諾事項

股東承諾事項：2007年，本公司以向海創投資定向發行A股股份的方式購買海創投資相關資
產，海創投資就其持有的該等股份對股東權利安排作出了承諾：即除股東財產權益（包括但不
限於分紅權）外，在持有期內放棄如對本公司的股東投票權、提名、選舉本公司董事╱監事等
其他一切作為本公司股東的權利。報告期內，海創投資遵守了上述承諾。

（九）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所採納的職權範圍符合聯交所
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全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的
規定。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本公司董事會
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審核委員會已對2015年的半年度業績報告進行審閱。

（十） 公司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處罰及整改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本公司現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受
有權機關處罰的情況。

（十一） 於報告期末及直至本半年度報告刊發日期止，概無發生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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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期內，本公司股份總數及結構未發生變動，具體見下表：

（單位：股）
變動前 本次增減變動（＋，－） 變動後

股份類別 數量 比例(%) 發行新股 公積金轉股 小計 數量 比例(%)
        

一、有限售條件股份 – – – – – – –

  1、國有法人持股 – – – – – – –

  2、其他內資持股 – – – – – – –

二、無限售條件股份 5,299,302,579 100 – – – 5,299,302,579 100

  1、人民幣普通股（即A股） 3,999,702,579 75.48 – – – 3,999,702,579 75.48

  2、境外上市外資股（即H股） 1,299,600,000 24.52 – – – 1,299,600,000 24.52

三、股份總數 5,299,302,579 100 – – – 5,299,302,579 100

（二）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登記股東持股情況：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股東總數為 169,962戶，其中H股股東為107戶。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期末持股數 持股比例 股份類別
（股） (%)

     

1、 海螺集團（附註2） 國有法人 1,948,869,927 36.78 A股
2、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附註3） 境外法人 1,298,159,387 24.50 H股
3、 海創投資（附註2） 境內非國有法人 286,713,246 5.41 A股
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046,035 1.06 A股
5、 興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客戶資金 其他 53,233,087 1.00 A股
6、 GIC PRIVATE LIMITED 其他 24,602,671 0.46 A股
7、 熊立武 個人 19,384,941 0.37 A股
8、 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戶資金 其他 18,590,953 0.35 A股
9、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 其他 16,717,282 0.32 A股
10、中國工商銀行－上證5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16,341,530 0.31 A股

註：

(1) 上述股份均為無限售條件流通股。

(2) 報告期內，海螺集團、海創投資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數量未發生變化，且所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質押、凍結或
托管的情況。

(3)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1,298,159,387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24.50%，佔本公司已發
行H股股份的99.89%，乃分別代表其多個客戶所持有。

(4) 就董事會所知，上述股東中，根據上交所上市規則，海螺集團和海創投資存在關聯關係。除此之外，董事會未
知上述股東之間存在任何關聯關係或屬於一致行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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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2015年6月30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而須記入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中（本段提及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包括
監事）：

股東名稱 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權益性質
權益佔有關類別
股份之百分比

    

海螺集團 1,948,869,927股
A股（好倉）
（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實益擁有人

48.73%

（附註2）

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948,869,927股
A股（好倉）
（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48.73%

（附註2）

海螺創業 1,948,869,927股
A股（好倉）
（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48.73%

（附註2）

海創投資 298,447,816

A股（好倉）
受控制公司權益╱
 實益擁有人

7.46%

（附註2）

JPMorgan Chase & Co. 78,594,578股
H股（好倉）
（附註4）

實益擁有人╱
 投資經理

6.05%

（附註3）

JPMorgan Chase & Co. 8,307,981股
H股（淡倉）
（附註4）

實益擁有人 0.63%

（附註3）

JPMorgan Chase & Co. 90,647,072股
H股（好倉）
（附註4）

保管人 6.97%

（附註3）

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 132,690,773股
H股（好倉）

投資經理 10.21%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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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權益性質
權益佔有關類別
股份之百分比

    

BlackRock, Inc. 93,952,413股
H股（好倉）
（附註5）

受控制公司權益 7.23%

（附註3）

BlackRock, Inc. 211,000股
H股（淡倉）
（附註5）

受控制公司權益 0.02%

（附註3）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116,568,000股
H股（好倉）
（附註6）

受控制公司權益 8.97%

（附註3）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78,399,000股
H股（好倉）

投資經理 6.03%

（附註3）

附註：

(1) 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省投資集團」）擁有海螺集團51%權益；海創實業擁有海螺集團49%權益，
而海創實業由安徽海創新型節能建築材料有限責任公司（「海創新型建材」）全資擁有，海創新型建材由中國海創
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海創香港」）全資擁有，海創香港則由中國海創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海創國際」）全資擁
有，海創國際為海螺創業（一家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編號：586）的全資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安徽省投資集團、海創實業、海創新型建材、海創香港、海創國際及海螺創業均被視為擁有全部海螺集
團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海創投資持有的298,447,816股A股中的286,713,246股由海創投資直接持有，11,734,570股以蕪湖海螺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系海創投資的全資子公司）名義持有。

(2) 內資股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999,702,579股，均為A股股份。

(3) H股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299,600,000股。

(4) 根據JPMorgan Chase & Co.於2015年6月22日（載述的有關事件的日期為2015年6月17日）呈交的股份權益申
報表，該等股份是透過JPMorgan Chase & Co.的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其持有的169,241,650股H股（好倉）中的
35,814,603股H股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42,779,975股H股以投資經理身份持有。另外90,647,072股（可供借
出的股份）H股以保管人身份持有。

(5) 根據BlackRock, Inc. 於2015年7月1日（載述的有關事件的日期為2015年6月29日）呈交的股份權益申報表，該
等股份是透過BlackRock, Inc.的若干附屬公司持有。

(6) 根據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於2008年12月12日（載述的有關事件的日期為2008年12月11日）呈交的股
份權益申報表，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通過其若干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38,856,000股H股；假設該公司
不曾處置任何股份，經本公司於2010年度及2011年度分別實施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相應持有本公司116,568,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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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股東外，於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並未知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
存的登記冊所紀錄之權益及淡倉。

（四）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五） 優先股發行情況及優先認股權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發行優先股。根據公司章程及中國法律，並無規定本公司需對現有的股東
按其持股比例給予其優先購買新股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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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期內，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新聘任或離任情況

經2015年3月10日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趙建光先生獲委任本公司第六屆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任職於2015年3月10日生效，至第六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即
預計為2016年5月27日）。獨立非執行董事方俊文先生的辭任於2015年1月7日生效。

經2015年6月2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東大會批准，齊生立先生、汪鵬飛先生獲委任本公司第
六屆監事會監事，其任職於2015年6月2日生效，至第六屆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即預計為
2016年5月27日）。監事王俊先生、朱玉明先生的辭任於2015年6月2日生效。根據公司工會委
員會的推舉，汪純健先生自2015年3月23日起擔任本公司職工監事，丁鋒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
職工監事。

根據董事會薪酬及提名委員會之建議，於2015年3月23日，本公司六屆五次董事會聘任李群峰
先生、李曉波先生、丁鋒先生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李群峰先生、李曉波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
總經理助理。

公司董事會對報告期內離任的董事、監事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們在任期內為公司經營發展
作出的積極貢獻。

（二） 報告期內，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變動情況

姓名 職務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
持股數

報告期內減持
股份數

截至2015年
6月30日
持股數

（股） （股） （股）
     

李曉波 副總經理 193,000 – 193,000

柯秋璧 總經理助理 504,445 – 504,445

陳永波 總經理助理 15,000 3,000 12,000

夏小平 副總會計師 115,000 – 115,000

除上述披露者外，報告期內，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無持有或買賣本公司股票的情
況。

（三） 董事、監事和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

報告期內，本公司任何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概無在本公司或《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本公司的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權益或淡
倉，同時亦無獲授予或行使上述權利，此等權益或淡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而須予備存的登記冊中；或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各董事與監事均無在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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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之相關規定。

（五）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經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低於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載列之《標準守則》
所規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於報告期內彼等均已遵
守《標準守則》及其本身所訂有關的行為守則內所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

（六） 員工及酬金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48,493人，酬金總額約為172,489萬元，該酬金為員
工在報告期內的薪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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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24,223,323 28,784,483
銷售及勞務成本 (17,635,061) (18,598,993)

     

毛利 6,588,262 10,185,490

其他收入 5 1,003,193 651,287
其他收益淨額 5 1,827,047 7,717
銷售費用 (1,370,136) (1,319,472)
管理費用 (1,317,336) (1,084,631)

     

經營利潤 6,731,030 8,440,391

財務費用 6(a) (499,958) (547,257)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41,576 (25,736)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8,148) (916)

     

除稅前利潤 6 6,264,500 7,866,482

所得稅 7 (1,514,374) (1,741,894)
     

本期間利潤 4,750,126 6,124,58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 4,714,488 5,810,861
非控股股東權益 35,638 313,727

     

本期間利潤 4,750,126 6,124,588
     

每股盈利 9

基本 人民幣0.89 人民幣1.10
     

攤薄 人民幣0.89 人民幣1.10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有關應付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的股息
詳情載於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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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利潤 4,750,126 6,124,588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除稅及重分類調整後）：

可能於日後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中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異：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5,646) 6,657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公允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8 311,546 (80,233)

 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以後將重分類
  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額 (3,437) –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302,463 (73,576)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5,052,589 6,051,01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 5,018,555 5,735,348

非控股股東權益 34,034 315,664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5,052,589 6,051,012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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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10 31,573 32,114

 其他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 11 64,447,517 62,469,127

 土地預付租賃 12 4,303,281 4,043,759
    

68,782,371 66,545,000

無形資產 2,912,454 2,805,160

商譽 4 422,314 374,557

聯營公司權益 13 2,049,105 2,207,368

合營企業權益 527,244 436,776

貸款和應收款 14 481,314 394,873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15 3,433,651 3,935,395

遞延稅項資產 394,647 283,477
    

79,003,100 76,982,606
    

流動資產

存貨 16 5,098,755 4,375,977

應收賬款 17 3,776,353 4,218,815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18 2,651,785 2,152,632

應收關聯方款項 24(d) 308,022 212,754

可收回稅項 228,942 158,707

受限制存款 959,377 139,485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7,659,357 1,5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 5,494,033 12,512,121
    

26,176,624 25,270,491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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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1 3,767,025 4,014,855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8,393,120 7,188,773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20 9,837,869 2,329,168

應付關聯方款項 24(d) 418,853 350,316

一年內到期長期應付款 1,418 1,959

應付稅項 449,048 511,936
    

22,867,333 14,397,007
    

淨流動資產 3,309,291 10,873,4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2,312,391 87,856,09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20 10,158,596 17,587,076

長期應付款 5,617 5,617

遞延收入 516,813 514,140

遞延稅項負債 624,516 522,173
    

11,305,542 18,629,006
    

淨資產 71,006,849 69,227,08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299,303 5,299,303

儲備 62,124,681 60,550,673
    

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的權益 67,423,984 65,849,976

非控股股東權益 3,582,865 3,377,108
    

總權益 71,006,849 69,227,084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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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的權益
 

權益法下
在被投資

外幣報表 法定盈餘 公允價值
單位其他

綜合收益中 非控股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 折算差異 公積金 變動儲備 留存收益 享有的份額 權益小計 股東權益 權益合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5,299,303 10,243,790 218,575 (49,863) 2,649,654 569,110 46,919,407 – 65,849,976 3,377,108 69,227,08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利潤 – – – – – – 4,714,488 – 4,714,488 35,638 4,750,126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8 – – – (4,042) – 311,546 – (3,437) 304,067 (1,604) 302,463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 (4,042) – 311,546 4,714,488 (3,437) 5,018,555 34,034 5,052,589
               

已宣佈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派發於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 – – – – – – – – (20,826) (20,826)

已批准以前年度股息 22 – – – – – – (3,444,547) – (3,444,547) – (3,444,547)

非控股股東投入非全資
 附屬公司的權益 – – – – – – – – – 192,549 192,54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5,299,303 10,243,790 218,575 (53,905) 2,649,654 880,656 48,189,348 (3,437) 67,423,984 3,582,865 71,006,849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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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的權益
 

外幣報表 法定盈餘 公允價值 非控股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 折算差異 公積金 變動儲備 留存收益 權益小計 股東權益 權益合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5,299,303 10,243,790 224,202 (27,814) 2,649,654 (418,880) 37,793,246 55,763,501 2,638,258 58,401,759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利潤 – – – – – – 5,810,861 5,810,861 313,727 6,124,588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8 – – – 4,720 – (80,233) – (75,513) 1,937 (73,576)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 4,720 – (80,233) 5,810,861 5,735,348 315,664 6,051,012
             

已宣佈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派發於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 – – – – – – – (9,620) (9,620)

已批准以前年度股息 22 – – – – – – (1,854,756) (1,854,756) – (1,854,756)

非控股股東投入非全資
 附屬公司的權益 – – – – – – – – 940 940

收購具有非控股股東
 權益的附屬公司 – – – – – – – – 452,540 452,54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5,299,303 10,243,790 224,202 (23,094) 2,649,654 (499,113) 41,749,351 59,644,093 3,397,782 63,041,875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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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 5,933,874 10,245,664

 －已付企業所得稅 (1,747,331) (2,091,670)

 －已付利息 (576,090) (679,205)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3,610,453 7,474,789

投資活動
購入固定資產 (2,840,508) (3,192,956)

收回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4,200,000 2,921,900

新增受限制存款及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1,160,631) (1,600,80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聯營企業股權所得款項 4,120,310 –

投資聯營公司支付的現金 (1,204,113) (167,264)

產生的其他與投資活動相關的款項 (527,657) (833,610)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7,412,599) (2,872,739)

籌資活動
新增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款項 1,330,264 576,053

償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款項 (1,254,038) (2,482,523)

已付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的股息 22 (3,444,547) (1,854,756)

收到非控股股東新增投資 192,549 940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相關的款項 (25,070) (429,264)
     

用於籌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3,200,842) (4,189,5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7,002,988) 412,500

匯率變化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5,100) 2,46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12,121 6,518,93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94,033 6,933,900
     

刊載於第39至59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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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的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1 編製基準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採納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許可發出。

除了將於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相同
的會計政策編製。有關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請參閱附註2。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
響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和至該日止收入和支出的匯報數額。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這些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略綜合財務報表和若干選定的解釋附註。這些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
來，對瞭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的變動相關重要的事件和交易。簡略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和其中所載的附註並未載
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數據。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計但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關於早前已呈列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財務報表的財務數據，這些財務數
據均取自該財務報表，但並不構成本集團就該財政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年度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
日的審核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的法定財務報表的信
息如下：

根據新《公司條例》第662(3)條和第6章第3部分，公司已將截止2014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交付處長登記。

公司審計師已出具該財務報表的審計報告。該報告是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不涉及任何審計師基於重要性原則認為
不影響報告意見的事項；也不包含根據新《公司條例》第406(2)條、407(2)條或407(3)條（或符合舊《公司條例》第141條
（香港法例第32章））作出的陳述。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了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
變化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0至2012週期年度改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1至2013週期年度改進

這些改進沒有對集團當前或之前已經準備或者公佈的財務狀況有實質性的影響。在本會計期間集團沒有採用任何還未
生效的新準則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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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照根據業務（產品和服務）和地區共同確定的分部進行經營管理。根據與本集團最高管理層用於資源分配和
業績考評的內部報告相一致的方式，本集團按業務經營所在地列出以下五個報告分部：中國東部、中國中部、中國南
部、中國西部及海外分部。這些分部的主要業務均為生產和銷售熟料及水泥產品，且在報告分部的列報過程中並未對
經營分部進行合併。

(a) 分部經營成果、資產和負債

本集團最高管理層為了進行分部業績考評和分部間資源分配根據以下基礎監督每個報告分部的經營成果、資產
和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按照《企業會計準則(2006)》（「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中的所有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按照
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中的所有負債。

收入和費用劃入各報告分部的依據是中國會計準則下該報告分部所實現的銷售收入和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歸屬於
該報告分部資產的折舊和攤銷。

用於衡量報告分部之利潤的指標為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確定的除稅前利潤。

除各分部的除稅前利潤外，提交管理層的其他分部資料包括收入（包括分部間收入）、由分部直接管理的貨幣資
金和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和費用、折舊、攤銷、減值損失以及用於分部日常經營的非流動資產。分部間收入是
參照同類產品對外客戶售價而定價的。

有關截至2015年和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向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提供的用於分部間資源分配和業績考評的本集團
報告分部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東部 中國中部 中國南部 中國西部 海外 小計 調節項（註b）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客戶銷售收入 6,885,131 7,130,507 4,968,066 5,103,918 135,701 24,223,323 – 24,223,323

分部間銷售收入 1,208,660 6,481,831 87,739 16,084 – 7,794,314 (7,794,314) –
         

報告分部收入 8,093,791 13,612,338 5,055,805 5,120,002 135,701 32,017,637 (7,794,314) 24,223,323
         

報告分部利潤╱（虧損） 435,866 6,446,324 1,247,627 508,036 (114,476) 8,523,377 (2,258,877) 6,264,500
         

利息收入 4,305 496,189 1,660 5,363 436 507,953 (254,649) 253,304
利息支出 73,585 446,159 51,528 124,216 21,095 716,583 (216,625) 499,958
本期折舊與攤銷 215,327 952,458 313,623 662,734 34,375 2,178,517 (2,996) 2,175,521
本期新增非流動資產 226,429 2,759,738 353,451 1,101,840 210,707 4,652,165 – 4,652,16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報告分部資產（包括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 10,696,244 98,839,582 11,820,140 28,902,332 3,541,215 153,799,513 (48,619,789) 105,179,724

報告分部負債 6,652,358 38,648,936 3,901,194 15,322,980 3,296,296 67,821,764 (33,648,889) 34,17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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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經營成果、資產和負債（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東部 中國中部 中國南部 中國西部 海外 小計 調節項（註b）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客戶銷售收入 9,553,256 7,953,006 5,613,843 5,653,494 10,884 28,784,483 – 28,784,483

分部間銷售收入 1,051,734 8,003,276 37,106 117 – 9,092,233 (9,092,233) –

報告分部收入 10,604,990 15,956,282 5,650,949 5,653,611 10,884 37,876,716 (9,092,233) 28,784,483
         

報告分部利潤╱（虧損） 1,013,945 5,899,184 1,730,084 1,135,059 (15,363) 9,762,909 (1,896,427) 7,866,482
         

利息收入 4,855 371,986 3,416 12,354 353 392,964 (216,715) 176,249

利息支出 80,410 462,161 52,967 131,070 3,234 729,842 (182,585) 547,257

本期折舊與攤銷 197,793 889,135 294,319 518,120 934 1,900,301 (2,493) 1,897,808

本期新增非流動資產 298,596 2,030,990 448,237 2,899,115 270,035 5,946,973 – 5,946,97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報告分部資產（包括
 對聯營及合營企業投資） 10,342,793 79,588,343 11,455,653 27,623,579 1,583,378 130,593,746 (28,340,649) 102,253,097

報告分部負債 6,268,202 23,579,451 3,682,951 13,796,078 1,357,708 48,684,390 (15,658,377) 33,02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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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報告分部收入、利潤、資產及負債的調節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分部間收入抵銷 (7,794,314) (9,092,233)

   

利潤
分部間利潤抵銷 (2,281,423) (1,917,700)

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差異* 22,546 21,273
   

(2,258,877) (1,896,427)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間抵銷 (48,619,789) (28,340,649)

   

負債
分部間抵銷 (34,024,049) (16,042,536)

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差異* 375,160 384,159
   

(33,648,889) (15,658,377)
   

* 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差異：

 該項差異為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遞延確認的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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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c) 地區信息

以下信息包括按地區報告的：i)本集團對外交易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土地預付租賃、無
形資產、商譽，對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之權益（以下簡稱「特定長期資產」）。對外交易的收入的地區根據服務的
提供地或者貨物的發貨地劃分。上述特定長期資產的地域劃分標準如下：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根據實物所在
地劃分；無形資產及商譽根據其被分配到的經營地劃分；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之權益根據經營地劃分。

對外交易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特定長期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3,321,754 28,008,660 72,327,368 71,325,209

其他 901,569 775,823 2,847,435 1,438,525
      

24,223,323 28,784,483 75,174,803 72,763,734
      

4 企業合併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獨立第三方進行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要求的核心資產收
購。被收購的核心資產為註冊於中國並主要從事熟料和水泥製造與銷售的公司。

自取得各自控制權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新收購的核心資產納入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收入及虧損總額
分別為人民幣27,460千元及人民幣1,088千元。如果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取得該等控制權，管理層估計納入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收入及利潤總額為人民幣24,534,529千元及人民幣4,760,753千元。
在確定該等金額時，管理層假設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取得該控制權所需做出的公允價值調整金額與實際收購日確定
的公允價值調整金額一致。

公司名稱 持股比例 合併日期 主營業務
    

贛州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贛州海螺」）

55%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水泥及水泥製品的 

 生產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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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合併（續）

贛州海螺取得的可辨認資產與承擔的可辨認負債公允價值，及由此引起的商譽如下：

人民幣千元
   

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 1,667,774

土地預付租賃 201,402

無形資產 107,931

存貨 23,324
   

被收購方可辨認淨資產總額 2,000,431
   

商譽

由於此次企業合併確認的商譽如下：

人民幣千元
   

支付對價總額 2,048,188

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允價值 (2,000,431)
   

上述企業合併產生的商譽 47,757
   

收購所產生的商譽指已付控制權溢價，資產併入本集團現有業務的預期協同效益、未來市場發展及所獲得的勞動力。

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a)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補貼收入 749,889 461,948

利息收入 253,304 176,249

負商譽 – 13,090
   

1,003,193 65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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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續）

(b)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交易性證券未實現收益 – 7,037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16,005 (8,654)

處置固定資產產生的淨收益╱（虧損） 72,064 (582)

匯兌收益╱（虧損） (75,440) 3,628

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淨收益 648,699 –

處置聯營公司權益的淨收益 1,150,517 –

其他 15,202 6,288
    

1,827,047 7,717
    

6 除稅前利潤

計算除稅前利潤時已（計入）╱扣除：

(a)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505,862 572,949

減：於在建工程中資本化的利息 (5,904) (25,692)
    

499,958 547,257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046,540 1,788,438

土地預付租賃的攤銷 53,391 46,143

其他攤銷 75,590 63,227

員工成本 1,525,593 1,38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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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準備 1,627,049 1,814,885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112,675) (72,991)

   

1,514,374 1,741,894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下的應稅收入，因此無須計提香港利
得稅。

除以下各子公司外，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依照中國稅法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平涼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達州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廣元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重慶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禮泉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貴陽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貴定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遵義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千陽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寶雞眾喜鳳凰山水泥有限公司（附註i） 15%

寶雞市眾喜金陵河水泥有限公司（附註i） 15%

廣西四合工貿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龍陵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貴州六礦瑞安水泥有限公司（附註i） 15%

乾縣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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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續）

黔西南州發展資源開發有限公司（附註i） 15%

四川南威水泥有限公司（附註i） 15%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水城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銅仁海螺盤江水泥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 15%

廣西淩雲通鴻水泥有限公司（附註i） 15%

哈密弘毅建材有限責任公司（附註ii） 12.5%

附註：

(i)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發佈的4號公告以及相關地方稅務局的公告，上述西部地區註冊的公司
符合優惠條件適用15%優惠稅率。銅仁海螺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適用15%優惠
稅率。

(ii) 哈密建材於二零一二年被認定為位於新疆困難地區且屬於相關規定鼓勵類產業的企業。根據財政部和國家稅務
總局發佈的財稅(2011) 53號文，哈密弘毅建材有限責任公司可以享受自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起第一、二年
免征企業所得稅及其後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根據地方稅務局的公告，哈密建材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
適用稅率為0%，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適用稅率為12.5%。

8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確認之公允價值變動（除稅後影響） 311,546 (80,233)
   

於其他綜合收益中確認之公允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311,546 (80,233)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權益持有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佔利潤人民幣
4,714,488千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810,861千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已發行的加權平均股數5,299,303,000股計算（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99,303,000股）。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沒有可能造成攤薄影響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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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性房地產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人民幣31,573,000元經營租賃對外出租一項物業，並將該物業分類為
投資性房地產。本集團採用成本模式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後續計量。

11 其他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

(a) 購入及處理變賣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新增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共人民幣4,033,699,000元（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403,157,000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處理變賣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9,312,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488,000元），有關處理變賣淨盈利為人民幣72,064,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淨盈利人民幣582,000元）。

(b) 未在中期財務報告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2,478,675 2,416,216

已獲授權但未訂約 4,302,882 5,518,527
   

6,781,557 7,934,743
   

12 土地預付租賃

土地預付租賃為經營租賃形式取得的自用土地。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經營租賃形式取得的土地預付租賃為人民幣321,841,000元（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6,609,000元）。

13 聯營公司權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聯營公司權益包括了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青松建化」）人民幣798,947千元，投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上市公司西部水泥有限公司（「西部水泥」）人民幣
1,204,113千元，以及投資安徽朱家橋水泥有限公司（「朱家橋水泥」）人民幣46,045千元。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以交易金額人民幣2,554,473千元減持青松建化241,965,562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共持有青松建化146,388,704股股份，佔青松建化股份總數的比例為10.62%。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本集團與西部水泥達成股權認購協議，通過海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集團旗下一個全控股子
公司）以交易金額為人民幣1,204,113千元購買西部水泥定向增發股份903,467,970股。該收購行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完成。認購完成後，本集團佔西部水泥股份總數的比例為16.67%，並成為其第二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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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流動應收貸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貸款和應收款 707,138 633,536

減：一年內到期貸款和應收款（附註18） (225,824) (238,663)
   

481,314 394,873
   

非流動應收貸款為預付給政府的代墊款項。

15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國內上市證券 3,433,651 3,935,395

   

該權益投資均為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交易的流通股。其公允價值根據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公開的市價確定。

16 存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850,940 1,880,896

在產品 173,765 172,034

產成品 2,615,915 1,888,804

備件 458,135 434,243
   

5,098,755 4,37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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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收賬款

於資產負債表日包含於應收賬款中的應收客戶款及應收票據（減呆壞賬準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含1年）以內 3,776,353 4,218,815
   

應收賬款的信用期為自開票日起的30至60天（質保金除外）。應收票據為自開票日期的6個月內到期。賬款逾期2個月
以上的債務人會被要求清償所有未償餘額才可以獲得進一步的信貸額度。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結算貿易應付款項人民幣1,656,823千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617,233千元）而將等額的未到期應收票據背書予供應商，而由於該等未到期應收票據所有權之風險及回報已實質轉
移，故而全部終止確認該等應收票據及應付供應商款項。本集團對該等未到期應收票據的後續追索金額以出票銀行無
法向票據持有人結算款項為限。本集團對於已終止確認未到期應付票據所承受的最大虧損為本集團背書予供應商的應
收票據款項。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為結算貿易應付款項而背書予供應商之未到期應收票據人民幣1,656,823千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17,233千元）並未終止確認，原因是該等未到期應收票據的發行銀行為小型
商業銀行而管理層認為所有權的信貸風險並未實質轉移。

上述所有未到期應收票據限期為6個月。

18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供貨商款 567,685 529,099

一年內到期的貸款和應收款（附註14） 225,824 238,663

關聯方貸款 156,265 27,960

待抵扣增值稅 939,782 1,043,257

應收利息 138,692 53,542

其他應收款 623,537 260,111
   

2,651,785 2,152,632
   

所有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預計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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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到期的銀行定期存款 1,500,000 8,524,500

銀行活期存款及現金 3,994,033 3,987,621
   

5,494,033 12,512,121
   

20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銀行貸款
 －無抵押貸款 1,659,117 2,089,975

無抵押債券 (i) 8,492,206 15,482,555

其他貸款
 －無抵押貸款 (ii) 7,273 14,546

    

10,158,596 17,587,076
    

(i)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本公司發行公司債券人民幣9,500,000,000元，其中五年期公司債券人民幣7,000,000,000

元，年利率為5.08%，須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償還，本公司將其劃分至流動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七年
期公司債券人民幣2,500,000,000元，年利率為5.20%，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償還。上述公司債券按
年付息。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本公司發行公司債券人民幣6,000,000,000元，其中五年期公司債券人民幣
2,500,000,000元，年利率為4.89%，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償還；十年期公司債券人民幣3,500,000,000

元，年利率為5.10%，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償還。上述公司債券按年付息。

安徽海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海螺集團」）在上述債券存續期間提供不可撤銷的無條件連帶責任擔保。

(ii) 其他無抵押貸款為由安徽財政局提供的國債轉貸，該貸款以年利率3.3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0%）計息，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到期。人民幣7,273,000元已重分類至其他流動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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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續）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銀行貸款
 －無抵押貸款 2,186,251 1,671,895

無抵押債券 (i) 6,994,345 –

其他貸款
 －抵押貸款 (iii) 650,000 650,000

 －無抵押貸款 (iv) 7,273 7,273
    

9,837,869 2,329,168
    

(iii) 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有抵押其他貸款由國際金融公司提供。該貸款以年利率5.3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32%）計息，並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到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價值約為人民幣291,574,000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1,728,000元）的物業、機械裝置及設備及約人民幣158,678,000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1,800,000元）的預付土地租賃已作為該筆貸款的抵押物。根據該長期
貸款合同，本集團須符合一定的財務條款。對於該等條款的遵循，本集團需每年度向國際金融公司提供報告。

(iv) 於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其他貸款為安徽省財政局國債轉貸一年內到期部分。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將於下列期間償還：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到期或按通知即時償還 2,186,251 1,671,895
   

1至2年以內到期 529,334 792,000

2至5年以內到期 1,035,022 1,008,000

5年以後到期 94,761 209,975
   

非流動銀行貸款總計 1,659,117 2,089,975
   

3,845,368 3,76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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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包括應付供貨商款及應付票據，其基於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含1年） 3,740,030 3,984,848

逾期1至2年（含2年） 19,858 22,830

逾期2至3年（含3年） 4,593 4,577

逾期3年以上 2,544 2,600
   

3,767,025 4,014,855
   

22 股息

經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舉行的二零一五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二零一四年股利分配約為人民幣3,444,546,676元，即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65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RMB1,854,756,000元），該股利已於二零一
五年六月十九日支付。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並無計劃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23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a)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i)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以下表格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中所定義公允價值三層體系列示了於資產負債
表日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價值。每項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以其全額劃入某層，劃分依據是
對衡量其公允價值有重大影響的參數所屬的最低層次。有關層次的定義如下：

‧ 第一層：公允價值由活躍市場中與其完全相同的金融工具的報價（未經調節）衡量

‧ 第二層：公允價值採用的市場可觀察數據並不屬於第一層，並且未採用市場不可觀察的重要參數。
不可觀察的參數為市場上無法獲取的數據

‧ 第三層：公允價值採用估值技術衡量，其中存在重要參數並非基於市場可觀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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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續）

(a)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續）

(ii) 公允價值分層

公允價值計量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由活躍市場中與 重要的其他 重要
二零一五年 其完全相同的 可觀察 不可觀察
六月三十日 金融工具的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公允價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以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34,876 – 34,876 –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國內上市投資 3,433,651 3,433,651 – –

     

3,468,527 3,433,651 34,876 –
     

公允價值計量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由活躍市場中與 重要的其他 重要
二零一四年 其完全相同的 可觀察 不可觀察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工具的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公允價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以公允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20,343 – 20,343 –

 可供出售權益投資：
  －國內上市投資 3,935,395 3,935,395 – –

     

金融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473) – (1,473) –

     

3,954,265 3,935,395 18,870 –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金融工具未發生在層級一和層級二之間，或與層級三之間的明顯轉變（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iii) 在第二層級公允價值中運用的估值技術與輸入值

第二層級中的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為遠期外匯合約。遠期外匯合約的公允價值根據合約遠期外匯價格的
現值與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外匯價格之間的差額來確定。貼現率則是根據報告期末相關的政府債券收益曲
線，並考慮適當的信貸息差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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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續）

(b) 不採用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與負債之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以下列示外，本集團以成本或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
工具，其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沒有重大差異：

二零一年五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面價值 公允價值 賬面價值 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9,837,869 9,932,505 2,329,168 2,334,919

非流動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10,158,596 10,348,679 17,587,076 17,635,967
     

19,996,465 20,281,184 19,916,244 19,970,886
     

24 重大關聯方交易

(a) 關聯方資料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關係
  

海螺集團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海螺創業」） 海螺集團之股東、本公司部分董事亦為 

 該公司董事及權益持有人

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海創公司」） 本公司之股東、本公司部分董事亦為 

 該公司董事及權益持有人

蕪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螺型材」） 受海螺集團控制的公司

安徽海螺建材設計研究院（「海螺設計院」） 海螺集團之附屬公司

安徽海螺信息技術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海螺信息技術」） 海螺設計院之附屬公司

蕪湖海創實業有限責任公司（「蕪湖海創實業」）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海螺川崎工程」）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節能設備製造有限公司（「海螺川崎節能設備」）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揚州海昌港務實業有限公司（「海昌港務」）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安徽海創新型節能建築材料有限責任公司（「安徽海創節能材料」）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亳州海創新型節能建築材料有限責任公司（「亳州海創節能材料」）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56

八、財務會計報告（未經審計）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報告2015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未經審計的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24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a) 關聯方資料（續）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關係
  

平涼海創環境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平涼海創」） 海螺創業之附屬公司

蕪湖海創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海創置業」） 海創公司之附屬公司

蕪湖三山港務有限公司（「三山港務」） 海創公司之附屬公司

蕪湖海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海螺物業」） 海創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海海一航運有限公司（「海一航運」） 海創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海海螺國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國投」） 海創公司之附屬公司

蕪湖新遠船業修造有限公司（「新遠船業」） 上海國投之附屬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裝備製造有限公司（「海螺川崎裝備」） 本公司之合營企業

印尼巴布亞水泥有限公司（「巴布亞水泥」） 本集團之合營公司本公司
 一名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青松建化 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朱家橋水泥 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建德市成利建材有限公司（「成利建材」） 本公司之受託管理公司

安徽華塑股份有限公司（「華塑股份」） 2015年4月30日前本公司之受託管理公司

重慶高林建材有限公司（「高林建材」） 2014年5月4日前本公司之受託管理公司

德保縣海寶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海寶水泥」） 2014年12月8日前本公司之受託管理公司

英德龍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英德龍山」） 與香港昌興礦業（國際）有限公司為同一最 

 終控股公司*

*  香港昌興礦業（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根據聯交所2014年3月21日發佈的對上
市規則有關條款的修訂，英德龍山自2014年7月1日起不再構成聯交所上市規則定義下的本集團之關連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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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b) 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

本集團與關聯方之間的重大交易列示如下：

(i) 與海螺集團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接受服務 1,510 1,568

向本集團提供貸款擔保 15,819,265 15,936,365

提供服務及銷售貨物 1,196 1,207

還海螺集團借款 – 1,870,000

借款利息 – 26,544
   

(ii) 與其他關聯方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物 55,947 74,981

銷售固定資產 219,338 55,556

提供服務 13,135 9,202

購買固定資產 297,652 560,729

採購材料 183,363 355,873

接受服務 156,330 139,442

託管費 8,266 12,142

借款給其他關聯方 128,305 –

借款利息 1,339 704

提供的擔保 703,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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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c)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的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員工褔利 1,031 827

退休褔利 172 145
   

1,203 972
   

董事及監事 418 255

高層管理人員 785 717
   

1,203 972
   

(d) 關聯方應收╱應付款項

(i) 應收關聯方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海螺川崎工程 16,638 30,623

海螺川崎裝備 113,831 142,811

海螺川崎節能設備 71,011 –

海螺設計院 59,846 51

海螺型材 1,195 2,391

青松建化 5,877 4,671

成利建材 20,114 16,369

巴布亞水泥 – 1,681

華塑股份 – 9,704

海創公司 – 2,242

新遠船業 16,918 1,413

平涼海創 1,425 –

海螺集團 1,129 –

其他 38 798
   

308,022 21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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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d) 關聯方應收╱應付款項（續）

(ii) 應付關聯方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海螺川崎工程 47,704 115,035

海螺川崎裝備 122,386 93,258

海螺川崎節能設備 61,085 71,229

海螺設計院 13,764 13,703

海螺型材 1,969 4,244

三山港務 12,291 1,917

海昌港務 5,364 60

海螺信息技術 7,940 2,441

成利建材 74 406

海螺集團 757 –

巴布亞水泥 125,728 –

海創置業 8,688 21,531

海創實業 7,888 23,660

新遠船業 946 1,441

海一航運 1,140 1,090

其他 1,129 301
   

418,853 350,316
   

25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結清的已開立信用證餘額約人民幣86,234千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35,761千元）。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信用證不會引致額外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本期為合營企業西巴水泥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擔保金額為人民幣703,980千元
（2014年12月31日：無）。本集團董事認為本公司不會因為該等擔保而承擔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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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載有本公司負責人、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簽名蓋章的財務報告文本；

（二） 報告期內本公司在中國證監會指定報刊上公開披露過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三） 本公司在聯交所公佈的半年度報告文本。

董事長
郭文叁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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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赵建光先生未亲自出席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其委托和授权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灌球先生出席并代其行使了表决权。 

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公司副董事长王建超先生、总会计师周波先生及财务部门负责人刘剡女士声明：保

证本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五、经本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43 元人民币（含税）；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前瞻性陈述的风险声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 2016 年度资本支出、产能规模及净销

量增长等计划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八、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九、重大风险提示：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五章中披露了 2016 年公司可能面临的政策性风

险和能源价格波动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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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公司/海螺水泥：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董事： 本公司董事 

监事会： 本公司监事会 

监事： 本公司监事 

白马山水泥厂：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白马山水泥厂 

贵定海螺： 贵定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海螺： 贵阳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庐山海螺： 江西庐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六矿瑞安： 贵州六矿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乾县海螺： 乾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宁国水泥厂：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水泥厂 

铜陵海螺：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铜仁海螺： 铜仁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海螺：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弋阳海螺： 弋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枞阳海螺： 安徽枞阳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海螺耐火材料公司： 安徽海螺暹罗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海螺国际香港： 海螺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江西圣塔集团： 
指江西省圣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包括其分公司赣

州市天和建材有限公司和鸿瑞建材有限公司 

印尼海螺： 
印尼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PT Conch Cement Indonesia) 

南加海螺： 
南加里曼丹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PT Conch South Kalimantan Cement） 

西巴布亚公司： 
国投印尼巴布亚水泥有限公司 

（PT Sdic Papua Cement Indonesia） 

青松建化：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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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水泥：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公司，股票代码为 000401 

巢东股份： 
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于上交所上市之

公司，股票代码为 600318 

西部水泥： 
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系一家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之

公司，股票代码为 02233 

海螺集团：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创投资：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海创实业： 芜湖海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螺创业： 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螺物业： 芜湖海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工程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节能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昌港务公司： 扬州海昌港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山港务公司： 芜湖三山海螺港务有限公司 

低氮分级燃烧技术改造： 
指通过煤粉和空气在不同环境下分层级燃烧，以抑制

氮氧化物生成的燃烧技术。 

SNCR烟气脱硝技术改造： 
指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脱硝技术改造，应用该技术需

要通过喷氨水或尿素才能实现脱硝的目的 

区域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为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将某

一省份或相邻地区的若干子公司作为一个区域管理

单位，实行区域管理所专门成立的管理机构 

报告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期间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上市规则：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规则： 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A 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在上交所上

市的普通股，以人民币认购及交易 

H 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在联交所上

市的外资股，以港币认购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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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 水泥生产过程中的半制成品 

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元： 
人民币元，中国之法定货币单位。若无特别说明，本

报告中所有货币均为人民币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章程： 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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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英文名称缩写： ACC 

 
（二）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建超 

（三）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杨开发 

 电话： 0086 553 8398976 

 传真： 0086 553 8398931 

 公司秘书（香港）： 赵不渝 

 电话： 00852 21113220 

 传真： 00852 21113299 

 证券事务代表： 廖  丹 

 电话： 0086 553 8398911 

 传真： 0086 553 8398931 

 电子信箱： dms@conch.cn 

（四） 公司注册地址： 中国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39号 

 公司办公地址： 中国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1011号 

 邮政编码： 241070 

 公司电子信箱： cement@conch.cn 

 公司网址： http://www.conch.cn 

 香港联系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40楼 

（五） 公司境内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登载本报告的互联网网址： http：//www.sse.com.cn 

 公司年报备置地点：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六）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H股： 联交所 

 股票代码： 00914 

 A股： 上交所 

 股票代码： 600585 

 股票简称： 海螺水泥 

（七） 中国法律顾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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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34层 

 香港法律顾问： 赵不渝•马国强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40楼 

（八） 国际审计师：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遮打道10号太子大厦8楼 

 国内审计师：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8楼 

 签字会计师： 虞晓钧、李玲 

（九） H股过户登记处：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 

（十）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概要（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净额 50,976,036 60,758,501 55,261,677 45,766,203 48,653,809

本公司股东权益持有人

应占的净利润 
7,538,700 10,980,917 9,389,298 6,331,103 11,586,382

总资产 105,781,392 102,253,097 93,094,480 87,523,523 84,003,416

总负债 32,236,883 33,026,013 34,692,721 36,720,402 37,554,590

（十一）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数据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一：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50,976,036 60,758,501 -16.1 55,261,677 
利润总额 10,039,397  14,882,810 -32.54  12,63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6,385  10,993,022 -31.63  9,380,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301,375  10,387,222 -48.96 8,952,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2.07  -31.63  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  2.07  -31.63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0 1.96  -48.9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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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0.66 16.60 
下降 5.94
个百分点  

1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18.47 
下降 7.44
个百分点 

18.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

收益率（％） 
7.52 15.69 

下降 8.17
个百分点 

15.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78 17.45 

下降 9.67
个百分点 

1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8,174 17,654,489 -43.88 15,198,5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1.87 3.33 -43.88 2.87 

表二：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105,781,392 102,253,097 3.45 93,094,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70,491,888 66,216,608 6.46 56,11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3.30 12.50 6.46 10.59 

 

2、2015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229,338 12,993,985 13,745,544 13,007,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3,524 2,991,821 1,397,375 1,413,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10,144 1,304,972 1,310,365 1,175,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1,376 3,335,167 2,151,508 3,570,123

 

3、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1）处置非流动资产的损益 1,221,775  -4,022  -634

（2）政府补助 1,014,097 692,767 539,621

（3）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 732,284 29,890 8,175

（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8,266 21,000 982

（5）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5,648 10,794 15,823

（6）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47 31,697 7,097

（7）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数 -727,453 -192,608 -135,616

（8）非经营性损益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数 -23,960 -8,420 -7,743

合  计 2,215,010 605,800 42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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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单位：千元） 

项目名称 报告期初余额 报告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

影响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0,343 - -20,343 -20,34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35,395 3,249,600 -685,795 648,69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1,473 6,393 4,920 -4,920

 

（十二）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

的差异说明 

                                                                     （单位：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015年 2014 年  

 
1月1日至

12月31日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已经审计） （已经审计） （已经审计）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法定财务报表所载

之金额 
7,516,385 10,993,022 70,491,888 66,216,608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递延确认的不属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规范下的项目 
22,315 -12,105 -344,318 -366,632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金额 7,538,700 10,980,917 70,147,570 65,84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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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业务概要 

（一）水泥行业概况 

因水泥行业产能过剩，中央政府一方面控制水泥新增产能，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和市

场手段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促使部分缺乏竞争力、规模较小的企业退出，鼓励和支持行

业整合，大企业间的合作明显增多，水泥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 

2015 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回落，水泥市场

需求下降明显，水泥产销量均呈现负增长，2015 年全国水泥产量为 23.48 亿吨，同比减

少 4.9%。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行业盈利水平大幅回落，全行业利

润总额约为 330 亿元，同比下降 57%，全国水泥企业 3,392 家，整体亏损面达 34%。（数

字来源：数字水泥） 

（二）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本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水泥及商品熟料的生产、销售。根据市场需求，本集团

生产及销售的水泥品种主要包括 32.5 级水泥、42.5 级水泥及 52.5 级水泥，广泛应用于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以及城市房地

产开发和农村市场。 

从经营模式来说，水泥属于区域性产品，销售半径受制于运输方式及当地水泥价格，销

售模式有别于日常消费品。本集团在全国设立 300 多个市场部，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

辅的营销模式，不断完善“T”型发展战略，在沿长江两岸石灰石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

熟料生产基地，在长江中下游及沿海缺乏石灰石资源但市场广阔的地区建设粉磨站、中

转库以及其他销售网点，并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作为运输通道，发挥水路物流优

势迅速占据市场。 

2015 年，本集团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步伐，积极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同时，精心谋划国内市场，采取“一区一策”，在市场下行的背景下仍取得

令行业瞩目的经营业绩，2015 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100 亿元，约占全行业利润的 31%。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变化 

报告期末，本集团在建工程余额较年初变动幅度较大，而股权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主要资产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末，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较年初减少 17.4%，主要是本公司处置了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较年初增加 12.5%，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对合



 

12 

营、联营公司增加投资所致。 

报告期末，本集团固定资产余额较年初增加 7.76%、在建工程余额较年初减少 60.47%，

主要是因为本集团在建工程项目投产完工后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报告期末，本集团无形资产余额较年初增加 6.53%，主要是因为并购及新建项目取得的

采矿权及土地使用权所致。 

报告期末，本集团境外企业资产总额约 40.65 亿元，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3.84%，较年初增加 156.72％，主要是本公司加快国际化发展，于印尼等国家陆续增加

投资建设水泥项目的影响。 

（四）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变化 

报告期内，本集团持续巩固提升技术、装备、资源、资金、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本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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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报告 

 

（一）报告期内投资情况 

1、报告期内设立的项目公司和增资的子公司 

（1）2015 年 4 月，海螺国际香港与柬埔寨徐氏太平洋集团有限公司（“徐氏集团”）、昌

兴水泥控股有限公司（“昌兴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柬埔寨马德望市，截至报告期末注册

资本为 1,000 万美元，其中：海螺国际香港认购 510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徐

氏集团认购 290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9%；昌兴公司认购 200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 20%。 

（2）2015 年 9 月，海螺国际香港与印尼海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印尼海螺国贸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了 Conch North Sulawesi Cement .Pt（北苏海螺水泥有限公司），该公司位

于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注册资本为 5,000 万美元，其中：海螺国际香港认购 4,750 万美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5%；印尼海螺国贸公司认购 250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 

（3）2015 年 6 月，为收购江西圣塔集团的水泥业务资产，本公司与广州市虔州投资有

限公司（“虔州投资公司”，该公司系江西圣塔集团原股东出资设立的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了赣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赣州海螺”），赣州海螺注册资本金为 40,0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22,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5%；虔州投资公司以现金出

资 18,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5%。 

江西圣塔集团位于赣州市，现拥有一条 3500t/d、两条 5000t/d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以及配套的年产 540 万吨的水泥粉磨站。 

（4）2015 年 9 月，为收购巢东股份水泥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本公司独资设立了巢湖

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巢湖海螺”），巢湖海螺注册资本金为 50,000 万元。本次收购

巢东股份之资产包括三条 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 31MW 纯低温余热发电机组和水

泥粉磨系统以及相关的办公设施等，共计熟料产能为 540 万吨，水泥产能为 350 万吨。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临时公告。 

（5）2015 年 8 月，本公司受让了茂名市众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茂名市大地水泥有限

公司（“茂名水泥公司”）33%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茂名水泥公司 100%

股权。该公司位于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现拥有年产 170 万吨的水泥粉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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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内，本公司对下列子公司进行了增资，增资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本公司      

增资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增资后本公司 

持股比例 

1.庐山海螺 6,858 10,000 100% 

2.阳春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7,000 55,000 100% 

3.乐清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8,800 23,800 100% 

4.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000 49,000 100% 

5.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 82,000 92,880 100% 

6.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有限公司 26,000 37,238 100% 

7.乾县海螺 36,000 56,000 100% 

8.临夏海螺  15,000 35,000 100% 

9. 茂名市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3,475 6,000 100% 

10.黔西南州发展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40 25,000 51% 

11.铜仁海螺 13,005 51,000 51% 

12.南加海螺 2,850万美元 9,000万美元 71.25% 

13.印尼海螺国贸公司 9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100% 

注：①上述子公司增资前后本公司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②本公司对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

泥有限公司及乾县海螺的增资是以应收其部分债权转为注册资本。 

 

2、报告期内投资的重大项目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投资总额超过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的重大投资项目。关于

本公司报告期内投资的有关项目情况请参见本报告第五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经

营状况分析”中的“经营综述”。 

3、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及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1）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西部区域市场布局，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海螺国际香港与西部水泥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海螺国际香港

以 1.69 港币/股的价格认购西部水泥 9.034 亿股新股，占西部水泥经扩大后已发行总股份

的比例为 16.67%。2015 年 10 月 22 日，海螺国际香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

244,098,000 股西部水泥股份，增持价格为 1.22 元港币/股。截至报告期末，海螺国际香

港持有西部水泥 1,147,565,970 股股份，占西部水泥已发行总股份的比例为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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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为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本公司根据二级市场股价总体表现，于 2015

年择机减持了所持有的青松建化、冀东水泥之部分股份。其中，减持青松建化 242,326,262

股，占青松建化已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17.58%；减持冀东水泥 79,646,859 股，占冀

东水泥已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5.91%。 

（3）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 
持股比例

（%） 

期末 
持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元） 

600318 巢东股份 98,019,695 16.28 16.28 1,203,626,992 ‐ 762,507,152

000401 冀东水泥 2,161,423,434 19.84 13.93 2,045,973,360 648,698,777 59,699,477

600425 青松建化 813,754,120 28.17 10.59 774,645,465 1,178,541,265 1,178,635,757
2233 西部水泥 1,449,828,915 - 21.17 1,389,578,672 -60,250,243 -60,250,243

合计 4,523,026,164 - -  5,413,824,489 1,766,989,799 1,940,592,143

 

本集团持有之巢东股份、冀东水泥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青松建化、西部水

泥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4、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2015 年 11 月 27 日，本公司与西部水泥、华雄控股有限公司（为西部水泥之全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华雄控股”）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本公司拟向华雄控股出售本公司所持

有的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山公司”）、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河公司”）、乾县海螺以及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千阳海螺”）（该等四家公司以下合称“陕西四家公司”）之 100%股权，转让价款

合计为 4,593,882,600 港元，西部水泥将按照每股 1.35 港元的发行价格，向本公司或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螺国际香港或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发行 3,402,876,000

股新股作为本次交易的支付对价。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 26.1 条，在本次交易交割发生的前提下，海螺国际

香港将按照每股 1.69 港元的价格向西部水泥其他股东（不包括受承诺函限制所限的股

东）发出无条件现金收购要约。同时，本公司亦将对西部水泥期权持有人作出期权要约

（不包括受承诺函限制所限的期权持有人）。在收购要约发生的前提下，本公司就此收

购要约应付的最高现金代价约为 3,789,530,000 港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陕西四家公司将由本公司直接全资子公司变更为间接持有权益的附属

公司，而本公司（或海螺国际香港或本公司其他全资子公司）在未计有效接纳收购要约

之股份情况下将合计持有西部水泥 4,550,441,970 股股份，占西部水泥经扩大后已发行股

本约 51.57%（或占西部水泥期权行权后总股本约 51%），成为西部水泥的控股股东。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海螺国际香港及西部水泥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2015 年 12 月

24 日、2015 年 12 月 29 日及 2016 年 2 月 29 日发布的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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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安徽省国资委批复，尚需履行中国商务部门的审

批程序及其他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方可完成交割。 

除上述披露者外，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出售事项。 

5、主要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拥有 126 家控股子公司，4 家合营公司，3 家联营公

司，有关情况可参阅本公司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表附注 18、19 及 20。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有单个子公司的净利润或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

响达到 10%以上。 

（二）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 

1、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主要采取

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现金利润分

配预案，应积极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公司董事会十分注重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严格遵守公司章程

的规定，征求独立董事的意见，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

序，并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执行利润分配方案。 

报告期内，本公司执行了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4

年末总股本 5,299,302,57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0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344,455 万元（含税），2015 年 6 月，上述股息已派发予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前述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及《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刊登在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和本公司网站。 

近三年（含报告期）本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年  度 
年度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情况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年度分红金额

（千元） 

年度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率 

2013年 / 0.35 元 1,854,756 19.77% 

2014年 / 0.65 元 3,444,547 31.33% 

2015年 / 0.43 元 2,278,700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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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财务数据，本集团之 2015 年度除税

及少数股东权益后利润分别为 751,639 万元及 753,870 万元。本公司董事会建议就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之利润作如下分配： 

 (1) 根据本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须按照当年实现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法

定公积金累计提取额达到注册资本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鉴于本公司法定公

积金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因此 2015 年度不再提取。 

 (2) 按照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总股本 5,299,302,579 股，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

0.43 元（含税），总额共计 227,870 万元。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需报 2015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就本公司所知，截至本报告之日，不存在有关股东放弃或同意放弃 2015 年度拟分配之

股息的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8 年 11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 H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97 号），本公司向名列于 H 股股东名册上的非居

民企业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时，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于本公司与中国有关税务当局的咨询，本公司须为名列本公司

H股股东名册之本公司 H股个人股东代扣代缴 20%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国税发[1993]045 号文件废止后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及联交所题为“有

关香港居民就内地企业派发股息的税务安排”的函件，持有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在香港

发行的股份的境外居民个人股东，可根据其身份所属国家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议及内地

和香港（澳门）间税收安排的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相关规定，内地个人投

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 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将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 H股取得股息红利，按照个人投资者征税；内地企业

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需根据 201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名列公司 H股股东名册的 H股个人股东的登记

地址确定其身份。对于 H股个人股东的纳税身份或税务待遇及因 H股个人股东的纳税身

份或税务待遇未能及时确定或不准确确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对于代扣机制或安排的任

何争议，本公司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有关安排详情如下： 

（1）H 股个人股东为香港或澳门居民以及其住所所在国与中国签订 10%股息税率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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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协议的，本公司将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的个人所得税。 

（2）H 股个人股东住所所在国为与中国签订低于 10%股息税率的税收协议的，本公司

将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如相关 H股个人股东欲申请退还多扣缴税

款，本公司可根据税收协议代为办理享受有关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但股东须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或该日之前向本公司呈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

协议待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15]60 号）规定的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

准后，本公司将协助对多扣缴税款予以退还。 

（3）H 股个人股东住所所在国为与中国签订高于 10%但低于 20%股息税率的税收协议

的，本公司将最终按相关税收协议实际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H股个人股东为通过沪港通投资 H股的内地个人投资者，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内地个人投资者名册，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个

人投资者在国外已缴纳的预提税，可持有效扣税凭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税收抵免。 

（三）税项 

有关税项的详情列载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表附注 8 及附注 34，根据中

国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附注四“税项”及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的附注

18、附注 25、附注 40、附注 49。 

（四）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政年度，本集团经营业务中，最大的首五位销售客户销售

金额合计为 10.88 亿元，占本集团总销售金额 2.14%，而最大的销售客户占本集团总销

售金额的 0.78%；最大的首五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 57.76 亿元，占本集团总采购金

额的 15.65%，而最大供应商占本集团总采购金额的 5.03%。 

 

本公司董事、监事或彼等各自的联系人（定义见联交所上市规则）或就董事会所知持有

本公司 5%或以上股份权益的股东概无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本集团五大客

户或五大供应商中拥有任何权益。本公司所耗用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主要以人民币结

算。 

 

（五）土地租赁、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内，本公司土地租赁、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的变动情况

载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告附注 14、附注 15。 

（六）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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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团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确定的总资产约为 1,058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约 35 亿元。 

 

（七）储备 

本公司及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各项储备之变动情况载于根据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告的综合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 36。 

 

（八）存款、贷款及资本化利息 

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贷款详情载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告

附注 31、附注 32、附注 33。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存款银行皆为资信良好

的商业银行。本集团没有任何委托存款和任何到期不能提取的定期存款。报告期内在建

工程资本化利息为 549 万元，详情刊载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告附注 7。 

 

（九）汇率风险及相关金融工具对冲 

报告期内，本集团进口设备、耐火砖及备件等材料主要采用美元结算，水泥熟料及设备

出口结算一般采用人民币或美元为主，上述外币兑人民币的汇率若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

本集团的采购成本及出口销售收入。 

在汇率大幅波动的形势下，为合理有效降低汇率风险，确保汇率风险整体受控，本集团

根据进出口计划合理安排外汇收支，适时研讨调整汇率风险操作策略，采用远期交易对

部分美元结汇进行汇率锁定。同时，积极应对人民币贬值行情，逐步增加美元资产、减

少美元负债，适当降低美元远期结汇交易比例，并阶段性暂缓美元远期结汇交易，合理

有效降低美元汇率风险，努力提高外汇整体收益。同时，公司已成功向外汇管理部门申

请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后期，公司将通过外币资金池管理模式，实现境内

外外汇资金集中统一管理、调配，充分调配外汇资金收支，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结售汇成本，有效降低财务费用。 

（十）业务审视、展望及主要风险因素 

有关本集团的业务审视、2016 年展望及主要风险因素，请参考本年报「三、公司业务概

要」及「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两个章节。 

（十一）遵守法律法规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团已遵守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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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状况分析 

经营综述 

2015 年，本集团积极应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克服固定资产、房地产投资增速

回落、水泥需求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根据各区域市场特点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营销

策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市场份额保持增长；发挥规模集中采购优势，优化调整原燃

材料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强化指标管理，优化生产组织，稳定运营质量。 

报告期内，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497.29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15.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1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1.63%；每

股盈利 1.42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65 元/股。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营业收入为

509.7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6.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39 亿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 31.35%；每股盈利 1.42 元。  

报告期内，本集团稳步推进工程项目建设，贵阳海螺、祁阳海螺等 5 条熟料生产线，庐

山海螺、临夏海螺等 17 台水泥磨相继建成投产，同时还建成了弋阳海螺、乾县海螺等 6

个骨料项目，新增熟料产能 1,150 万吨、水泥产能 2,250 万吨、骨料产能 900 万吨；另

外，成功并购了江西圣塔集团的水泥业务相关资产，增加熟料产能 480 万吨、水泥产能

540 万吨。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熟料产能达 2.29 亿吨，水泥产能达 2.90 亿吨，骨料产能 2,340

万吨，余热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1,183 兆瓦。2015 年，本集团共生产熟料 2.07 亿吨，同比

增长 5%；生产水泥 2.24 亿吨，同比增长 2%。 

本集团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化进程，印尼南加海螺二期工程、印尼孔雀港粉磨站、西巴布

亚、缅甸皎施等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印尼北苏拉威西、老挝万象、老挝琅勃拉邦、柬埔

寨马德望等水泥项目的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同时，本集团持续推进水泥节能环保项目建设，铜仁海螺、巴中海螺等 10 套余热发电

机组投入运行，新增装机容量 94.5 兆瓦；继续实施熟料生产线低氮分级燃烧技术改造和

SNCR 烟气脱硝技术改造，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已运营生产线全部完成脱硝技改，且运

行良好。关于本集团在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落实环保责任、强化安全管理等方面开

展的主要工作在本公司《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有详细阐述，该报告与本年度报告同

日在上交所网站、联交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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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市场情况 

2015 年，本集团水泥和熟料合计净销量为 2.56 亿吨，同比增长 3%。 

分区域市场和销售情况 

分区域销售金额 

2015 年 2014 年 
区  域 销售金额 

（千元） 
比重 
（％） 

销售金额 
（千元） 

比重 
（％） 

销售金额

增减 
（％） 

销  售 

比重增减 
（百分点）

东部区域
注 1
 14,100,865 28.36 18,794,531 31.87 -24.97  -3.51 

中部区域
注 2
 14,281,637 28.72 16,053,244 27.23 -11.04  1.49 

南部区域
注 3
    8,916,144    17.93 10,831,632 18.37 -17.68    -0.44 

西部区域
注 4
   10,533,770    21.18 11,789,818 19.99 -10.65     1.19 

海外及出口 1,896,302 3.81 1,495,310 2.54 26.82     1.27 

合  计   49,728,718   100.00 58,964,535 100.00 -15.66  -

注：1、东部区域主要包括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 

    2、中部区域主要包括安徽、江西、湖南等； 

    3、南部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及广西； 

4、西部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陕西等。 

报告期内，因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本集团各个区域销售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随

着公司收购兼并和新建项目产能的投放，中部、西部区域市场控制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

强，水泥熟料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5.51%和 5.79%；同时，随着国际水泥市场销量提升及

印尼市场开拓初见成效，海外及出口销量同比增长 51.74％。 

分品种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32.5 级水泥销售金额占比上升至 33.2%，同比上升 1.43 个百分点；42.5 级水

泥销售金额占比为 55.84%，同比下降 1.50 个百分点；熟料销售金额占比为 10.44%，同

比下降了 0.27 个百分点。另外，实现骨料销售收入 25,821 万元。 

 

 

         

分品种销售金额百分比 
2014 年  2015 年 

32.5 级 
33.2% 

熟料 
10.71% 

42.5 级 
57.34% 

32.5 级 
31.77% 

熟料 
10.44% 

42.5 级 
55.84% 

骨料 
0.18% 骨料 

0.52% 

注：42.5 级水泥包括 42.5 级和 42.5 级以上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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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利状况分析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损益项目 

金      额 

项  目 
2015 年 

（千元） 

2014 年 

（千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49,728,718  58,964,535 -15.66 

营业利润 8,666,508  13,823,479  -37.31  

利润总额 10,039,397  14,882,810  -3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516,385  10,993,022  -31.63  

报告期内，因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本集团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37.31%、32.54%和 31.63%。 

2015 年分品种毛利及同比变动 

产  品 

主营业务 

收入 

（千元） 

主营业务 

成本 

（千元） 

本报告期 

毛利率(%)

上年同期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百分点）

42.5 级水泥 27,772,315 20,235,230 27.14 33.48 -6.34

32.5 级水泥 16,508,092 11,351,321 31.24 36.89 -5.65

熟  料 5,190,106 4,035,878 22.24 32.60 -10.36

骨料及石子 258,205 139,569 45.95 51.16 -5.21

合  计 49,728,718 35,761,998 28.09 34.50 -6.41

 
（注：42.5 级水泥包括 42.5 级和 42.5 级以上的水泥） 
 
报告期内，受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影响，产品综合毛利率为 28.09%，较上年同期下降 6.41

个百分点；其中 42.5 级水泥、32.5 级水泥及熟料毛利率分别同比下降 6.34 个百分点、

5.65 个百分点及 10.36 个百分点。  

 

（四）成本费用分析 

           2015 年水泥熟料综合成本及同比变动 

   2015 年      2014 年 
项  目 单位成本 

（元/吨） 
比重

（％）

单位成本

（元/吨）
比重

（％）

单位成本 
增减 

（％） 

成本比重

增减
（百分点）

原材料 24.32  17.51 30.62 19.79 -20.57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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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及动力 80.91  58.25 92.62 59.86 -12.64  -1.61 

折旧费用 12.90  9.29 11.59 7.49 11.30  1.80 

人工成本及其它 20.77  14.95 19.90 12.86 4.37  2.09 

合  计 138.90 100.00 154.73 100.00 -10.23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成本为 138.90 元/吨，同比下降 15.83 元/吨，降幅为 10.23%，主要

是因为煤炭价格下跌、煤炭和电力消耗等主要指标进一步优化。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费用项目变动 

期间费用 
2015 年  

金额 

（千元） 

2014 年 

金额 

（千元） 

本报告期占

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上年同期占

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 

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增减（百分点）

销售费用 3,105,094  2,936,835 6.24 4.98        1.26 

管理费用 3,177,596  2,679,858 6.39 4.54        1.85 

财务费用（净额） 569,501  714,489 1.15 1.21       -0.06

合  计 6,852,191  6,331,182 13.78 10.73        3.05 

报告期内，三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13.78%，同比上升了 3.05 个百分点，主要是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所致。  

（五）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状况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资产负债项目变动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千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千元）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

数增减（%）

固定资产 61,695,521  57,250,500  7.76  

流动及其它资产 44,085,871 45,002,597 -2.04  

总资产 105,781,392  102,253,097  3.45  

流动负债 20,402,162  14,397,009  41.71  

非流动负债 11,467,659  18,244,847  -37.15  

少数股东权益 3,419,683  3,394,633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股东权益 
70,491,888  66,216,608  6.46  

负债及权益合计 105,781,392  102,253,09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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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总资产为 10,578,139 万元，较

上年末增加 3.45%；负债为 3,186,982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2.37%；流动负债 2,040,216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41.71％，非流动负债 1,146,766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37.15％，主要

是因为根据公司债到期时间，将部分公司债余额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计算的资产负债率为 30.13%，较上

年末下降了 1.79 个百分点。 

关于本集团的或有负债资料，请参阅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十二。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 7,049,189 万元，较上年末

增加 6.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3.30 元，较上年末增加 0.80 元/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流动资产总额为 2,620,638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2,040,216 万元，流动比率为 1.28：1（去年同期为 1.74：1），流动比率

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增加所致。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流动资产总额为 2,642,6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040,216 万元；净负债率为 0.11（去

年同期为 0.11），维持稳定。净负债率计算基准为：（有息负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股东权益。 

 

流动性及资金来源 

本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银行贷款及其它贷款届满期之分析如下：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千元)                  (千元) 

1 年内到期   1,447,818 2,329,167 

1－2 年内到期   328,001 799,273 

2－5 年内到期   1,336,986 1,095,273 

5 年以上到期   581,414 209,975 

合   计  3,694,219 4,433,688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累计银行贷款为 369,422 万元，较年初减少 73,947 万

元，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按固定利率所作的借贷情况详见按中国

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八、（3）、（a）。 

除上述借款外，本集团还有155亿元未到期公司债券，其中1年内到期70亿元、2-5 年 

内到期 50 亿元，5 年以上到期 35 亿元。 



 

25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和投资回收产生的现金流。 
 

现金流分析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现金流量净额比较 

 
2015 年 

（千元） 

2014 年 

（千元） 

变动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8,174 17,654,489 -4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9,267 -4,851,114 -16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5,324 -6,785,676 20.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0,670 -24,510 -15.7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8,227,087 5,993,189 -237.3

年初现金及等价物余额 12,512,121 6,518,932 91.9

年末现金及等价物余额 4,285,034 12,512,121 -65.8

 

报告期内，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9.08 亿元，同比下降 77.46 亿元，

主要系本集团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增加 78.68 亿元，主要系本集

团增加 3 个月以上定期存款所致。 

 

报告期内，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减少 13.90 亿元，主要系本集

团偿还到期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六）资本性支出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本性支出约 87 亿元，主要用于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骨

料项目建设投资，以及并购项目支出。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与购买供生产用的机器及设备有关的在账目内未提拨但应履行

之资本承诺为：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千元) (千元) 

已批准及订约  2,071,104  2,416,216 

已批准但未订约  3,787,573  5,518,527 

合   计  5,858,677  7,93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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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单位：千元） 

项目 
期初 

金额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 

的减值 

期末 

金额 

金融资产 

其中： 

1.货币资金 
4,034,833 - - - 357,870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20,343 -20,343 - - -

其中：衍生金融资产 20,343 -20,343 - - -

3.贷款和应收款 59,398 - - - 85,590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5.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

金融资产小计 4,114,574 -20,343 - - 443,460

金融负债 

其中：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负债 

306,482 - - - 845,127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1,473 4,920 - - 6,393

其中：衍生金融负债 1,473 4,920 - - 6,393

金融负债小计 307,955 4,920 - - 851,520

注：本报告期，本集团持有的外币资产主要是美元、印尼盾和港币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和银行存款，

其中应收账款折合人民币为 8,559 万元，银行存款折合人民币为 35,787 万元；本集团承担的外币金

融负债主要是美元负债，包括预收账款、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其中预收账款折合人民币为 3,408

万元，短期借款折合人民币 12,987 万元，长期借款折合人民币 68,118 万元(详见按中国会计准则编

制的财务报告附注八、（4））。有关外币业务及外币报表折算政策详见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

告附注三、8。 

（八）2016 年展望 

2016 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全年 GDP 预期同比增长 6.5%-7%。（数据来源：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27 

2016 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行，水泥行业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

尤其是上半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预计行业亏损面会进一步扩大，并促使一些成本较高、

竞争力较差的中小企业加速退出市场，预计下半年基建工程启动会有所加快，届时将带

动水泥需求增长。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水泥企业

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75 号），以水泥企业电耗指标

来划分适用电价标准，此举将大大增加高能耗企业用电成本，促进落后产能加速淘汰。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预计政府有关部门还会相继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调控和化解

水泥行业供求矛盾，促进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本集团将把握国内水泥行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坚持公司的既定原则和标准，实施项

目并购，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网络建设；加快骨料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促进公司可

持续发展。同时，将继续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好印尼孔雀港粉磨站、西

巴布亚、缅甸皎施等水泥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超前做好市场推广，为产品投

放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2016 年，本集团计划资本性支出约 95 亿元，以自有资金为主、银行贷款为辅，将主要

用于国内项目和海外项目的建设以及已签约并购项目的资金支付。预计全年将新增熟料

产能约 1,460 万吨，水泥产能约 2,600 万吨。 

在经营管理方面，本集团将积极关注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研判，采

用“一区一策、一厂一策”，巩固和提高市场份额；持续强化对标管理，把握煤炭等大

宗原燃材料市场变化节奏，降本增效，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快人才培养，为公司国

际化战略全面铺开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计划全年水泥和熟料净销量同比增长 10%左右，

预计吨产品成本、费用与上年相比将会有所下降。 

2016 年，本集团可能面对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公司所处水泥行业对建筑行业依赖性较强，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关联度较高，尤

其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紧密相关，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较为敏感。因此，宏观经济运行

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宏观政策调整，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对水泥行业的经营和发展

造成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将直接影响

建材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价格，对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本集团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加强对影响水泥行业的政

策和相关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同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和完善市场布局，降

低单一、局部市场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努力

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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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生产过程中主要的能源消耗为煤炭和电力，上述两项成本在水泥总生产成本中

约占 60%左右。一旦能源价格由于政策变动或市场供求等因素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公

司将面临生产成本增加的压力，如果此因素所造成的成本上涨无法完全传导至产品价

格，则会对公司的盈利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持续深化与国内大型煤炭集团的战略合作，不断拓宽煤炭采购渠

道，发挥规模采购优势，使公司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生产所需的煤炭资源；同时，本集

团加强与大型能源电力公司的合作，以采购直供电的方式降低电力成本。 

3、国家环保部 2013 年颁布新的《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水泥工业粉尘排

放标准、NOx 排放限值提出了更高要求，自 2015 年 7 月 1 日执行新标准以来，水泥企

业运行成本有所增加。未来随着全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日益重视，企业在环保方面投入的

成本会越来越高，从而进一步加重水泥企业的负担。 

针对上述风险，本集团已完成所有生产线的 SNCR 烟气脱硝技术改造或低氮分级燃烧

技术改造，同时，通过对电收尘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和加强日常的精细化管理、运行维护，

使本集团水泥生产线全部达标排放。随着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的严格执行，将有利于加快

落后产能的淘汰，促进水泥行业的结构调整，本集团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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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事项 
 

（一）承诺事项 

1、股东承诺事项： 

（1）2007 年，本公司以向海创投资定向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购买海创投资相关资产，

海创投资就其持有的该等股份对股东权利安排作出了承诺：即除股东财产权益（包括但

不限于分红权）外，在持有期内放弃如对本公司的股东投票权、提名、选举本公司董事

/监事等其他一切作为本公司股东的权利。报告期内，海创投资遵守了上述承诺。 

（2）海螺集团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承诺，自承诺之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在未来 6 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在本公司股价出现非理性异常波动时将以

上交所允许的方式适时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并

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报告期内，海

螺集团未减持或增持本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均履行了前述承诺。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与本报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联交所网站以及公司网

站进行披露。 

（三）核数师及酬金 

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委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统称“毕马威”）分别为本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国内及国际审计师，委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的 2015 年度内控审计师。本公司需支付予毕马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

财务审计报酬为 440 万元，内控审计服务报酬为 60 万元，合计 500 万元；此外，本公

司需承担毕马威在公司现场审计的差旅费用。 

毕马威是本公司 2006 年年度聘任的审计师，已为本公司连续提供审计服务 10 年；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财政部《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毕马威已对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轮换。 

 

（四）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生破产重整事项。 



 

30 

 

（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集团无重大诉讼、仲裁的事项。 

（六）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处罚及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受有权机关处罚的情况。 

 

（七）股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八）重大关联（关连）交易事项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集团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关连）交易事项

如下：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或持续关联交易 

（1）商标使用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海螺集团于 1997 年 9 月 23 日签订一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

合同”），本公司可在商标合同条款规定的许可使用期限及许可使用区域内于许可产品上

使用许可商标（包括“海螺”、“CONCH”等商标）。商标合同的有效期与有关许可商标之

有效期相同，许可商标的有效期获展期的，商标合同就该许可商标自动展期。根据该商

标合同本公司每年需支付予海螺集团之商标使用费为 151.30 万元。 

报告期内，本集团已经向海螺集团支付了上述商标使用费 151.30 万元。根据联交所上市

规则和上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无需就此关联交易刊登公告，而此关联交易亦无需获独

立股东批准。 

 

（2）与三山港务公司之交易——采购柴油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2015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与三山港务公司签署了《轻油供货合

同》，由三山港务公司为本公司位于安徽境内的子公司供应生产所需柴油，合同金额不

超过 18,500 万元，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由于海创投资持有本公司 5.41%股份，所

以海创投资是本集团之关联方，而三山港务公司为海创投资控股子公司，即与海创投资

构成一致行动人，所以三山港务公司亦是本集团之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上交所上市规

则定义下的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三山港务公司不是本集团的关连人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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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交易不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交易。 

本公司在安徽沿江的熟料基地向三山港务公司采购部分柴油，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柴油

采购渠道，保障本公司的柴油供应，增强议价能力，降低柴油采购成本。 

由于受市场多重因素影响，柴油市场变化较快，价格频繁波动，因此本公司向三山港务

公司采购的柴油价格遵循随行就市的原则，主要参考当月政府指导价，并给予本公司适

当优惠，每月的结算价格确保不高于本公司同类型子公司向独立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的柴

油价格；结算方式采用按月结算。 

报告期内，本集团向三山港务公司采购柴油的交易金额为 12,756 万元。 

 

（3）与海昌港务公司之交易——煤炭中转服务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上海海螺物流有限公

司与海昌港务公司签署了《港口作业合同》，由海昌港务公司为本公司下属的沿江子公

司提供煤炭中转服务，合同金额为 7,000 万元，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

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所以海螺创业是本集团之关联方，而海

昌港务公司为海螺创业控股子公司，即与海螺创业构成一致行动人，所以海昌港务公司

亦是本集团之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昌港务公司不

是本集团的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连交易。 

本集团选择中转煤炭的码头时，重点考虑港口堆存条件、作业能力、及作业规范程度等

因素。鉴于海昌港务公司码头人员集中管理、现场封闭、用户相对单一，可有效防范进

出港口货物串货的风险，保证货物的安全，优势较为明显，所以本集团选择与海昌港务

公司合作。 

海昌港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煤炭中转服务之收费标准主要参考同期市场价格及独立第

三方码头向本集团提供同类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而确定，惟海昌港务公司之有关收费标

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码头向本集团提供的收费标准；结算方式采用一船一结，煤炭中转

后 30 天内结清。 

报告期内，本集团因接受海昌港务公司提供煤炭中转服务而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5,617 万

元。 

（4）与海昌港务公司之交易——销售骨料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铜陵海螺与海昌港务

公司签署了《骨料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不超过 390 万元，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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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原则主要参考同期市场价格，实际执行价格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具体按铜陵

海螺当期发往同区域独立第三方客户的同类规格骨料的销售价格和政策执行；结算方式

采用款到发货。 

报告期内，就执行上述《骨料买卖合同》而言，本集团与海昌港务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

为 12.69 万元。 

（5）与海创节能公司、亳州海创公司之交易——销售水泥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之分公司白马山水泥厂与安徽海创新

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海创节能公司”）签署了《水泥买卖合同》，同日，亳

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亳州海螺”）与亳州海创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亳

州海创公司”）签署了《水泥买卖合同》，两项合同合计金额为不超过 2,860 万元，两项

合同有效期均从合同签订之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

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所以海螺创业是本集团之关联方，而海

创节能公司、亳州海创公司均为海螺创业全资附属公司，即与海螺创业构成一致行动人，

因此，海创节能公司、亳州海创公司均是本集团之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创节能公司、亳州海创公司不是本集团的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不

构成关连交易。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主要参考同期市场价格，实际执行价格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具

体按白马山水泥厂、亳州海螺当期发往同区域独立第三方客户的同类规格水泥产品的销

售价格和政策执行；结算方式采用款到发货。 

报告期内，就执行上述两项《水泥买卖合同》而言，本集团与海创节能公司、亳州海创

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合计为 285.21 万元。 

（6）设备耐磨件修理及备件采购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耐磨件修

理及备件采购合同》，同意海螺川崎节能公司为本公司附属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主机设

备的耐磨件提供堆焊等维修服务，同时，本公司根据需要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采购立磨

和锅炉等设备的有关备件。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

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海螺创业的控股子

公司，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属于本集团之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螺川崎节能公司不是本集团的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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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本次签署的《耐磨件修理及备件采购合同》中，耐磨件堆焊维修劳务的收费标准主要考

虑成本（包含焊丝、辅材、水电气、更换部件等）因素及同期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备件的价格主要参考同期市场价格，并给予本集团一定的优惠，由双方协商确定；

惟前述劳务价格及备件价格不会高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提供给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的

价格。 

报告期内，就执行上述《耐磨件修理及备件采购合同》而言，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节能公

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5,549 万元。 

上述（2）至（6）项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联

交所披露易网站和本公司网站）、2015 年 1 月 24 日（上交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之公告；而上述（2）至（6）项持续关联交易无需获独立股东批准。 

 

2、余热发电项目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年5月21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签署《余热发电项

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为本公司附属公司的余热发电工程

项目提供设备成套及设计服务；同日，南加海螺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签署《燃煤电站项

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为南加海螺的燃煤电站项目提供设

备供货及设计服务；两项合同总金额为25,835万元。 

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是一家于中国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因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

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海螺川崎

工程公司是海螺创业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是本公司

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上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

交易不构成其定义下的关连交易。 

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川崎重工”）拥有世界先进的余热发电技术。海螺川崎工程

公司获许可使用川崎重工的余热发电技术，目前是中国余热发电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

一。 

上述《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主要根据有关项目的规模、技术指标、同期市场价格、以

及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惟有关价格须不高于海

螺川崎工程公司向其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报告期内，仅就执行上述《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而言，本集团向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支

付有关设备价款和设计费 7,439.8 万元；若包含因履行以前年度之相关合同，本集团于

报告期内累计向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支付设备价款和设计费 11,1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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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和本公司网站）、2015

年5月22日（上交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之公告；而此关联交易无需获

独立股东批准。 

3、采购立磨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5 年 5 月 21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立磨买卖

合同》，同意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购买 5 台立磨，安装于本公司附属公司的水泥熟料生

产线，合同总金额为 9,245 万元。 

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

业非执行董事，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海螺创业的控股子公司，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属于本

集团之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不

构成关连交易。 

川崎重工在立磨的设计、制造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其产品在全球拥有广泛市

场和良好的用户口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获许可使用川崎重工的立磨设计和制造技术。

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其提供的原料立磨运转性能可靠、

易于维护，效率高、能耗低，与纯进口立磨相比，可降低采购成本、缩短采购周期。 

上述《立磨买卖合同》价格系按照设备制造成本、以及同期市场价格，并参考海螺川崎

节能公司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惟有关价格须不高于海螺川崎节能

公司向其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报告期内，仅就执行上述《立磨买卖合同》而言，本集团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支付有关

设备价款为 9,245 万元；若包含因履行以前年度签署之相关合同，本集团于报告期内累

计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支付有关设备价款为 12,327 万元。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和本公司网站）、2015

年5月22日（上交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之公告；而此关联交易无需获

独立股东批准。 

 

独立非执行董事就关联（关连）交易之确认 

报告期内，本集团的关联（关连）交易乃日常业务所需，且均按一般商业业务条件并根

据公平原则基准及有关协议的条款（如有者）进行，该等交易对本公司而言均属公平合

理，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且未有超越先前公告所披露的上限（如有者），上述所

列各项持续关连交易均经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及确认。 



 

35 

针对已披露的持续关联（关连）交易（“该等交易”），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已执行了

必要的程序并向董事会发出函件，表示：（1）未有发现该等交易未经董事会批准；（2）

就涉及本集团提供商品及服务的交易而言，他们并未发现任何迹象致使他们相信该等交

易在所有重要方面与本集团的定价政策不符；（3）他们并未发现任何迹象致使他们相

信该等交易在所有重要方面与该等交易协议条款不符；（4）他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事项

致使他们相信每一项该等交易的年度累计总价值金额超过本公司已在公告中所披露的

年度最高总价值金额的上限。 

（九）重大合同 

1、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托管、承包、租赁其它

公司资产或其它公司托管、承包、租赁本公司资产的事项。 

 

2、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所有担保均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报告期内，本公司担保（均为连带

责任担保）发生额为 272,373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本公司

持有股

权比例 

本公司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期限 

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 
借款用途 

债权人 

名称 

1 贵定海螺 50% 2,500 1 年 2015.4.8 
补充流动

资金 
贵定农行

2 贵定海螺  50% 2,500 1 年 2015.7.10 
补充流动

资金 
贵定农行

3 贵定海螺  50% 2,500 1 年 2015.7.21 
补充流动

资金 
贵定农行

4 贵定海螺  50% 2,500 1 年 2015.10.30 
补充流动

资金 
贵定农行

5 贵阳海螺  50% 5,000 1 年 2015.12.29 
补充流动

资金 
贵阳中行

6 铜仁海螺  51% 5,100 1 年 2015.12.28 
补充流动

资金 
铜仁中行

7 六矿瑞安  51% 15,000 1 年 2015.5.21 
补充流动

资金 
六枝农行

8 六矿瑞安  51%    10,000 1 年 2015.12.9 
补充流动

资金 
六枝中行

9 

黔西南州发

展资源开发

有 限 公 司

（“黔西南公

司）  

51%     2,550 1 年 2015.12.15 
补充流动

资金 
兴义中行

10 南加海螺  71.25% 
 2,000 万

美元
(12,987)

6 个月 2015.9.17 
补充流动

资金 
雅加达美

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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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印尼海螺  75% 
5,000 万

美元
(32,468) 

3 年 2015.11.16 
补充流动

资金 
工行欧洲

分行  

12 印尼海螺  75% 
4,850 万

美元
(31,494)

2 年 2015.11.16 
补充流动

资金 

三井住友

雅加达分

行 

13 
海螺国际香

港 
100% 

30,000 
3 年 2015.12.9 

补充流动

资金 
进出口银

行  

14 
西巴布亚公

司 
49% 

11,515 万

美元
(74,774)

10 年 2015.06.03 
项目建设

投资 
中行雅加

达分行 

15 

中缅（芜湖）

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45% 43,000 1 年 2015.11.23 
补充流动

资金 
芜湖中行

合计 272,373 - - - - 

注： 

（1）本公司为贵定海螺、贵阳海螺、铜仁海螺、黔西南公司、西巴布亚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为按照持

股比例对其贷款进行的担保。   

（2）本公司为六矿瑞安提供的担保为全额担保，六枝工矿（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六矿瑞安 49％

股权）提供股权质押。本公司为中缅（芜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全额担保，

GAO SHENG GROUP PTE. LTD（持有中缅公司 55％股权）提供股权质押。 

（3）本公司为南加海螺 2,000 万美元贷款、印尼海螺 5,000 万美元和 4,850 万美元贷款提供的担保

均为全额担保，昌兴物料（国际）有限公司（为持有印尼海螺 25%权益，合计持有南加海螺

28.75%权益的股东）以其持股比例对应的借款金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表中本公司为南加

海螺、印尼海螺及西巴布亚公司美元贷款担保的人民币金额系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折算。  

 

报告期内，本公司为合营公司（即上表中所列示之西巴布亚公司、中缅（芜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发生金额为 117,774 万元；除此之外，本公司不曾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以及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报告期末，本公司对外

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17,774 万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发生金额为 154,599 万元，其中除上表中银行

贷款担保外，本公司对上海国贸提供贸易融资授信担保 37,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本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410,413 万元。 

报告期末，本公司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360,230 万元，美

元 25,865 万元，合计折合人民币 528,187 万元（其中美元担保余额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行折算），占本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7.63%（未超过 50%）。 

报告期内，本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即上表中所列示之南加海螺、

印尼海螺、海螺国际香港）提供的担保额为 106,949 万元，均履行了股东大会的批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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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曾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以及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

人提供担保。 

本公司以分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水泥厂和白马山水泥厂资产作为抵押

品向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国际金融公司）融资 6.5 亿元十年期借款已于报

告期内到期偿还，相关抵押资产已解除抵押。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披露之担保及资产抵押事项外，本集团并无提供任何其

他担保及抵押，亦无任何其他重大或有负债。 

（十）委托理财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委托理财业务，亦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委托理

财业务。 

 

（十一）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本公司编制了《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并与本年度报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联交所

网站及本公司网站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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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内本公司股份总数及结构均未发生变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 -

1、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

2、其他内资持股 -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99,302,579 100 - - - 5,299,302,579 100

1、人民币普通股 

（即A股） 
3,999,702,579 75.48 - - - 3,999,702,579 75.48

2、境外上市外资股（即

H 股） 
1,299,600,000 24.52 - - - 1,299,600,000 24.52

三、股份总数 5,299,302,579 100 - - - 5,299,302,579 100

 

（二）2015年度本公司股票交易摘要 

  A 股/人民币元 H 股/港币元 

年初首交易日开盘价  22.50 28.49 

年终最后交易日收盘价  17.10 20.85 

年内最高交易价  28.75 33.35 

年内最低交易价  15.30 20.20 

 

（三）股东情况 

1、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登记股东总数为 102,318 户，其中 H 股登记股东为 119

户；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公司登记股东总数为 103,099 户，其中 H 股登记股东为

128 户。 

2、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登记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东性质
期末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 
类别 

1 海螺集团
（注2）

 国有法人 1,948,869,927 36.78 A 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3）

 境外法人 1,298,056,390 24.49 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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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创投资
（注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6,713,246 5.41 A 股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164,428 2.23 A 股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0,249,600 1.33 A 股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6,700,137 1.26 A 股 

7 兴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其他 52,359,287 0.99 A 股 

8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其他 21,994,878 0.42 A 股 

9.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3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5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6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7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9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9.1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21,963,000 0.41 A 股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9,999,945 0.38 A 股 

注： 

 （1）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螺集团持有本公司 1,948,869,927 股 A 股，海创投资持有本公司

286,713,246 股 A 股，报告期内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3）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298,056,390 股 H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 24.49%，占本公司已发行 H 股股份的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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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就董事会所知，上述股东中，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海螺集团和海创投资存在关联关系。除

此之外，董事会未知上述股东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5）就本公司所知，上述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3、于2015年12月31日，以下人士 (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员除外)持有本公司股份及

相关股份之权益或淡仓而记入本公司根据香港法例 (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而存置之权益登记册中（本段提及董事或最高

行政人员包括监事）： 

股东名称 持有之股份数目 权益性质 

权益占

有关类别

股份之百分比

海螺集团 
1,948,869,927 股

A 股 (好仓) 

实益拥有人/ 

受控制公司权益 

48.73% 

(附注 2)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948,869,927 股

A 股 (好仓)

(附注 1)

受控制公司权益 
48.73% 

(附注 2) 

海螺创业 

1,948,869,927 股

A 股 (好仓)

(附注 1)

受控制公司权益 
48.73% 

(附注 2) 

海创投资 

298,447,816

A 股 (好仓)

(附注 1)

受控制公司权益/ 
实益拥有人 

7.46% 
(附注 2) 

JPMorgan Chase & Co. 

141,732,858 股

H 股 (好仓)

 (附注 4)

实益拥有人/ 

投资经理/受托人 

/保管人 

10.90% 

（附注 3）

JPMorgan Chase & Co. 

2,422,068 股

H 股 (淡仓)

(附注 4)

实益拥有人 
0.18% 

（附注 3）

Genesis Asset Managers, LLP  
116,804,686 股

H 股 (好仓)
投资经理 

8.99% 

（附注 3）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116,568,000 股

H 股 (好仓)

（附注 5）

受控制公司权益 
8.97% 

（附注 3）

BlackRock,Inc. 

90,683,798 股

H 股 (好仓)

（附注 6）

受控制公司权益 
6.98% 

（附注 3）

BlackRock,Inc. 

144,000 股

H 股 (淡仓)

（附注 6）

受控制公司权益 
0.01% 

（附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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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77,303,500 股

H 股 (好仓) 投资经理 
5.95% 

（附注 3）

附注： 

（1）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拥有海螺集团 51%权益；海创实业拥有海螺集团

49%权益，而海创实业由安徽海创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海创新型建材”）全资拥有，

海创新型建材由中国海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海创香港”）全资拥有，海创香港则由中国海创

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海创国际”）全资拥有，海创国际为海螺创业（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

公司，股份编号 00586）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安徽省投资集团、海创实业、

海创新型建材、海创香港、海创国际及海螺创业均被视为拥有全部海螺集团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权

益。 

     海创投资持有的 298,447,816 股 A 股中的 286,713,246 股由海创投资实益持有，11,734,570 股以海螺

物业名义持有（海螺物业是海创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2）内资股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3,999,702,579 股，均为 A 股股份。 

（3）H 股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1,299,600,000 股。 

（4）根据 JPMorgan Chase & Co.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载述的有关事件的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呈交的股份权益申报表，该等股份是透过 JPMorgan Chase & Co.的若干附属公司持有。其持有的

141,732,858 股 H 股（好仓）中的 39,024,294 股以实益拥有人身份持有；28,873,805 股以投资经理身

份持有；2,285 股（可供借出的股份）以受托人身份持有；73,832,474 股（可供借出的股份）以保管

人身份持有。 

（5）根据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于 2008 年 12 月 12 日（载述的有关事件的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11

日）呈交的股份权益申报表，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通过其若干附属公司持有本公司 38,856,000

股 H 股；假设该公司不曾处置任何股份，经本公司于 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分别实施的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相应持有本公司 116,568,000 股 H 股。 

（6）根据 BlackRock,Inc.于 2016 年 1 月 5 日（载述的有关事件的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呈交的股

份权益申报表该等股份是透过 BlackRock,Inc.的若干附属公司持有。 

 

除上述股东外，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并未知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 336 条而备存的登记册所记录之权益及淡仓。 

 

4、本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登榜 

成立日期： 1996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 8亿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 资产经营，投资、融资、产权交易，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运输、仓储，建筑工程，科技产品开发、技术服务，进出口

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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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海螺集团还控股并持有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32.07%股权。报告期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5、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安徽省投资集团系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国资委”）所属的国有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螺集

团、安徽省投资集团以及安徽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6、公众持股量 

基于公开之资料及据董事所知悉，截至本报告日期为止，本公司一直维持联交所上市规

则所订明之公众持股量。 

（五）购买、出售或赎回上市股份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内本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任何本

公司上市股份。 

（六）优先股发行情况及优先认股权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根据公司章程及中国法律，并无规定本公司需对现有

的股东按其持股比例给予其优先购买新股之权利。 

（七）有关涉及本身的证券之交易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团并无发行或授予任何可转换证券、期权、认股权证

或其它类似权证。另外，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并无可赎回证券。 

（八）上市证券持有人税项减免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内，本公司的上市证券持有人按中国法律地位并不能够因持

有该等证券而享有税项减免。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1％

36.78％ 

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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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  期 

王建超 副董事长 男 1964年7月 2015年8月21日－2016年5月27日 

黄灌球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1960年11月 2013年5月28日－2016年5月27日 

戴国良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1957年12月  2013年5月28日－2016年5月27日 

赵建光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1965年7月  2015年3月10日－2016年5月27日 

郭景彬 非执行董事 男 1958年1月 2014年6月20日－2016年5月27日 

章明静 执行董事 女 1962年9月  2013年5月28日－2016年5月27日 

周  波 执行董事、总会计师 男 1976年1月 2013年5月28日－2016年5月27日 

齐生立 监事会主席 男 1965年9月 2015年6月2日－2016年5月27日 

汪鹏飞 监事 男 1962年8月 2015年6月2日－2016年5月27日 

汪纯健 职工监事 男 1969年8月 2015年3月23日－2016年5月27日 

吴  斌 总经理 男 1965年1月 2015年8月21日聘任 

李群峰 副总经理 男 1971年9月 2015年3月23日聘任 

李晓波 副总经理 男 1970年3月 2015年3月23日聘任 

丁  锋 副总经理 男 1972年12月 2015年3月23日聘任 

李乐意 工艺总工程师 男 1962年12月 2012年3月26日聘任 

柯秋璧 总经理助理 男 1963年9月 2012年3月26日聘任 

陈永波 总经理助理 男 1965年7月 2014年8月20日聘任 

夏小平 副总会计师 男 1958年3月 2013年3月22日聘任 

杨开发 董事会秘书 男 1974年2月 2011年3月28日聘任 

赵不渝 公司秘书（香港） 男 1963年1月 2000年8月29日聘任 

报告期内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性别 出生年月 离任日期 

郭文叁 董事长、执行董事 男 1955年9月 2015年12月4日 

方俊文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1950年4月 2015年1月7日 

王  俊 监事会主席 男 1957年2月 2015年6月2日 

朱玉明 监事 男 1947年12月 2015年6月2日 

丁  锋 职工监事 男 1972年12月 2015年3月23日 

王建超 总经理 男 1964年7月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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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或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姓 名 职 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持股数（股）

报告期内减持 

股份数（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股数（股） 

李晓波 副总经理 193,000 - 193,000 

柯秋璧 总经理助理 504,445 - 504,445 

陈永波 总经理助理 15,000 3,000 12,000 

夏小平 副总会计师 115,000 - 115,000 

除上表披露者外，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持有或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控股股东海螺集团任职情况： 

姓  名 在海螺集团担任职务 任职时间 

王建超 董事、副总经理 2013年5月至今 

郭景彬 董事 1997年1月至今 

副总经理 2010年3月至今 
齐生立 

董事 2013年5月至今 

汪鹏飞 副总经理 2013年5月至今 

汪纯健 组织人事部部长 2015年9月至今 

丁  锋 总经理助理 2012年5月至今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姓  名 在其他单位担任职务 

郭景彬 

①海螺创业执行董事兼主席 
②海创国际董事长 
③海创香港董事长 
④海创新型建材董事 
⑤亳州海创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⑥芜湖海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⑦玉屏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⑧习水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章明静 
①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 
②海创投资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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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生立 海螺型材董事长 

汪鹏飞 
①海螺型材董事 
②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小平 青松建化监事 

李群峰 青松建化董事 

杨开发 海创投资副总经理 

 

 

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执行董事 

王建超先生，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高级经济师。王先生毕业于黄山学院，于 1982

年加入本集团，于 2014 年获得暨南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王先生曾担任海螺

集团进出口部副部长、本公司国际业务部部长、供应部部长、对外经济合作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章明静女士，本公司执行董事，高级经济师。章女士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于 1987 年

加入本集团，曾担任原宁国水泥厂对外经济合作部部长、发展部副部长、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上海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资本运营、

上市公司规范管理以及内控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章女士现亦担任印尼海螺董

事长职务。 

周波先生，本公司执行董事、总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学，于 2000

年加入本集团，曾担任枞阳海螺财务处处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以

及湖南区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本公司副总会计师等职务，在财务管理、内部风险管控

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非执行董事 

郭景彬先生，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高级工程师。郭先生毕业于上海建材学院，于 1980

年加入本集团，于 1998 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郭

先生历任原宁国水泥厂计量自动化处处长、人事部部长、副厂长以及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等多个中高层管理职位，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郭先生曾担任本公司第一

届至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灌球先生，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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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曾任职于法国巴黎融资（亚太）有限公司的投资银行（亚洲）主管，在基金管理、

证券经纪及企业融资等方面拥有近 30 年的丰富经验。黄先生为雄牛资本（香港）有限

公司（一家直接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创办人，目前为其主管合伙人，黄先生亦在

西部水泥（一家自 2010 年 8 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利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一

家自 2013 年 9 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一家自 2014

年 7 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以及 REF Holdings Limited (一家自 2015 年 9 月于香

港联交所上巿的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黄先生曾在赛晶电力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一

家自 2010 年 10 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 

 

戴国良先生，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戴先生毕业于纽西兰惠灵顿 Victoria 

University，获商业及行政学学位。戴先生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澳洲会计师公会会

员、纽西兰会计师公会会员，在香港及海外拥有丰富的会计、企业融资及投资经验。戴

先生现为天达融资亚洲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企业融资部主管。戴先生现亦在六福集

团（国际）有限公司及佳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赵建光先生，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赵先生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赵先生拥有 20 年证券从业经验，曾担任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裁、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南方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部高级经理等职务，现担任建元天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监事 

齐生立先生，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高级经济师。齐先生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1989 年

加入本集团，历任宁国水泥厂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海螺集团组宣部副部长、部长，本公

司人事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务。 

汪鹏飞先生，本公司监事。汪先生毕业于四川江油技工学校，于 1984 年加入本集团，

历任宁国水泥厂副厂长、枞阳海螺董事长、怀宁海螺董事长、荻港海螺董事长、芜湖海

螺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汪纯健先生，本公司职工监事。汪先生毕业于安徽建材工业学校，于 1989 年加入本集

团，历任宁国水泥厂操作员、铜陵海螺销售处副处长、蚌埠海螺总经理、宁波海螺总经

理、浙江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广东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等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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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 

吴斌先生，本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吴先生毕业于安徽建筑工程学校，于 1983 年

加入本集团，历任白马山水泥厂销售处副处长、本公司销售部副部长、部长、广西区域

管理委员会主任、皖北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多个领导

职务，在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李群峰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李先生毕业于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于 1994

年加入本集团，曾担任铜陵海螺制造分厂厂长、生产品质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总经理及皖北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李先生在水泥生产工艺、品质管理方面

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李先生现亦兼任本公司贵州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晓波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工程师。李先生毕业于天津建材学校，于 1990 年

加入本集团，曾担任宁国水泥厂技术主管、公司装备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常务副部长、

英德海螺常务副总经理、重庆海螺董事长兼总经理、达州海螺董事长兼总经理、川渝区

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皖北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李先生现亦兼任本公司机电保全

部部长。 

丁锋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中级会计师。丁先生毕业于铜陵学院，于 1994 年加入本

集团，曾担任铜陵海螺财务处副处长、枞阳海螺财务总监、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江西

区域及贵州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财务管理、企业管理、以及项目收购兼并方

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李乐意先生，本公司工艺总工程师，工程师。李先生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于 1983 年

加入本集团，历任原宁国水泥厂制造分厂厂长、铜陵海螺副总工程师、枞阳海螺总经理、

本公司生产调度中心主任、贵州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多个领导职务，曾主持完成多项

水泥生产工艺技术改造项目，具有丰富的工艺设计、技术创新、现场生产组织以及企业

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柯秋璧先生，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柯先生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于 1986

年加入本集团，曾担任原宁国水泥厂矿山分厂副厂长、池州海螺常务副总经理、枞阳海

螺司副总经理、川渝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本公司矿产资源管理部部长等多个领导职务，

具有较为丰富的工艺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柯先生现亦兼任本公司工程

技术部部长。 

 

陈永波先生，本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陈先生毕业于长春建材工业学校，于 1995

年加入本集团，曾担任铜陵海螺制造分厂厂长、枞阳海螺总经理、怀宁海螺总经理、陕

甘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皖北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云南区域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具有较丰富的生产运行管理经验。陈先生现亦兼任本公司生产调度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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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平先生，本公司副总会计师，中级会计师。夏先生毕业于安徽省商业学校，于 1980

年加入本集团，历任宁国水泥厂财务处处长、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池州海螺财务总监、

兴业葵阳海螺副总会计师和总经理等多个领导职务，在财务管理、内部审计和企业内部

风险管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夏先生现亦兼任本公司监察审计室主任。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杨开发先生，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经济师。杨先生毕业于安徽大学，于 1996 年加

入本集团，曾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以及江西区域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具有较为丰富的证券管理及资本市场经验。杨先生现亦兼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赵不渝先生，本公司秘书（香港），香港执业律师，毕业于香港大学。现为赵不渝·马

国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先生曾负责处理多项香港地区及跨国性公司财务及商业法律

工作，其中包括上市、收购合并及私有化发行、集团改组等。 

（二）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或离任情况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俊文先生的辞任于 2015 年 1 月 7 日生效。经 2015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赵建光先生获委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其任职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生效，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即

预计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 

2015 年 8 月 21 日，本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一致选举王建超先生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同日，王建超先生辞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根据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之建议，董事

会聘任吴斌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 

郭文叁先生因到法定退休年龄，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向本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

告，请求辞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郭文叁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副董事长王建超先生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起代行董事长职责。 

经 2015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齐生立先生、汪鹏飞先生获委任本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任职于 2015 年 6 月 2 日生效，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即预计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监事王俊先生、朱玉明先生的辞任于 2015 年 6 月

2 日生效。 

根据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推举，汪纯健先生自 2015 年 3 月 23 日起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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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锋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根据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之建议，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本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聘

任李群峰先生、李晓波先生、丁锋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郭文叁先生自公司成立之日即担任公司董事长，任职近 20 年，在此期间呕心沥血、殚

精竭虑、勤勉尽责，引领企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公司经营

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水泥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作出重要贡献，公司董

事会对郭文叁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对报告期内离任的其他董事、监事亦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任期内为

公司经营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三）董事、监事之服务合约及合约权益 

有关本公司执行董事与监事分别与公司订立的服务合约期限请参见前述之“（一）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各董事与监事或与该董事或监事有关连的实体均无在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所

订立的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约中（在本年度内或结束时仍然生效者）仍然或曾经直接或

间接拥有重大权益。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董事及或监事并无与本集团的任何成员订立任何于一年内本集团须

以补偿形式（法定补偿除外）终止之服务合同。 

报告期内及直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期间，未曾有或现有生效的任何获准许弥偿条文惠及

本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之附属公司的任何董事（如由本公司订立） 

本公司于报告期内已购买及维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面对若干法律行动时提供适当的保障。 

 

（四）董事、监事、最高行政人员的股本权益 

报告期内，本公司各董事、监事、最高行政人员及其各自的配偶及未满 18 岁之子女概

无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联公司（定义见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的任何股份、

相关股份、债券证的权益及或淡仓，同时亦未被授予认购或行使上述权利认购本公司或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定义的相联公司的股份或债券之权益。此等权益或淡仓

须加入在本公司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 条要求所设置和编制的登记册中；

并须依据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 10《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通知本公司

及联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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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情况 

1、报酬决策程序及确定依据 

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负责依据其职权范围书制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酬金

政策及薪酬方案。公司董事、内部监事的报酬依据年度目标、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及公

司的经营绩效来核定和发放；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情况请详见本报告之第八章“公司治

理”中的“（四）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评及激励机制的建立、实施情况”。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本公司获得的年度报酬情况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情况                   （单位：元） 

姓  名      职   位 税前报酬/津贴 

王建超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698,851.52 

章明静 执行董事 809,763.61 

周  波 执行董事、总会计师 748,818.80 

郭景彬 非执行董事 0 

黄灌球 独立非执行董事 125,000 

戴国良 独立非执行董事 125,000 

赵建光 独立非执行董事 125,000 

齐生立 监事会主席 0 

汪鹏飞 监事 0 

汪纯健 职工监事 214,303.57 

吴  斌 总经理 828,905.44 

李群峰 副总经理 738,801.29 

李晓波 副总经理 713,686.23 

丁  锋 副总经理 714,299.20 

柯秋璧 总经理助理 690,743.58 

陈永波 总经理助理 674,975.58 

李乐意 工艺总工程师 712,778.19 

夏小平 副总会计师 671,707.86 

杨开发 董事会秘书 587,769.81 

 注：1、上述年度薪酬包括基本薪金、花红，以及个人和公司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各类保险。 

     2、黄灌球先生、戴国良先生、赵建光先生报告期内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亦不会要求本公司

支付报告期内的薪酬，上表中所列金额为本公司向他们支付的津贴。 

     3、王建超先生的年薪由安徽省国资委考核,结合海螺集团经营目标完成情况核定。 



 

51 

     4、汪纯健先生的税前报酬为 2015 年 1 月至 9月从本集团领取的报酬，自 2015 年 10 月开始其

未在本集团领取报酬。 

报告期内离任的公司董事长郭文叁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俊文先生、监事会主席王俊

先生和监事朱玉明先生于报告期内均未向本公司领取报酬或津贴，未来亦不会要求本公

司向其支付报告期内的薪酬。 

 
    
（六）最高酬金人士 

报告期内，本集团最高酬金五名人士均为本公司高管人员，报酬详情请参见前述之“（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情况”及本年度报告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

务报告附注 10。 

 

（七）员工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团在职员工 47,832 人，其中生产人员 31,424 人，销售

人员 1,831 人，技术人员 9,450 人，财务人员 965 人，行政管理人员 4,162 人；大专及以

上学历 13,936 人，中专（含高职）11,897 人，高中及以下 21,999 人。员工的专业构成

和受教育程度如下图所示： 

 

 

 

 

 

 

 

报告期内，本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通过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将年薪收入与

产量、销量、效益、成本等挂钩进行考核；专业技术管理骨干及普通员工实行岗薪和年

功工资，建立了以岗位为基础的对标考核管理体系，将工资收入与岗位指标和职责履行

情况挂钩进行考核。 

培训方面，本集团广泛组织开展多层次培训，着力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提升员工的专

业技能和安全意识。报告期内，本集团进一步完善了总部、区域和子公司三级培训管理

体系，强化专业部室和区域专业组履职能力，着力加强干部培训，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

执政能力，有效促进了广大干部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强对区域子公司基

层员工技能培训工作的督促和检查，为企业生产稳定、管控有效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公司无需承担离、退休职工的费用。 

 

大专及以上

中专（含高职）

高中及以下

生产人员

销售人员

技术人员

财务人员

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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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养老保险金 

有关养老保险金详情列载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财务报告附注 7(b)，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已列入损益账的养老保险金为 41,674 万元。 

 

（九）员工住房  

根据中国政府有关规定，本集团须按员工薪金的一定比例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除此之

外，本集团并无其它责任。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团已付的住房公积金

总额约为 22,2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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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概况 

本公司自 1997 年于联交所上市及 2002 年于上交所上市以来，按照境内外的有关上市规

则和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决策独立、高效、透明。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报告期

内，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均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确保决策程序和内容合法、

有效，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公司董事本着勤勉、严谨、负责的态度，组织实施股东大会的各项决

议，科学决策，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董事会已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负责日常管治职能。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效运作，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履行情况及公司依法运作相关事项实施有效监督。 

本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不存在重

大差异。 

（二）股东大会、监事会运作情况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015 年 6 月 2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刊登于 2015 年 6 月 3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刊登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公司依法运作事项等实施监督，

对报告期内的监督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独立非执行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薪酬及提名

委员会职权范围书》以及《审核委员会职权范围书》的规定，本着诚信、勤勉的原则，

尽心尽力地履行各项职责，参加本公司 2015 年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会议，召开

专业委员会会议，及时听取公司管理层就公司 2015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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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汇报，并赴公司生产现场实地考察，参与公司各项重大决策，发挥专业特长，为公司

的经营发展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依法保障中小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对外担保、关联交

易等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本公司的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均系审核委员会委员，故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年报编制

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请参见下述“（五）企业管治情况之 8.董事会审核委员会”。 

 

（四）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评及激励机制的建立、实施情况 

本公司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建立了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并通过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

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激励和约束。年初，公司结合各高级管理人员及子公司经营班

子成员岗位职责及工作分工，签订包括年度产量、销量、利润、成本、管控目标等关键

绩效指标以及年度职责履行要求在内的《年度目标责任书》；年末，公司成立专业综合

检查及业绩考核评价组，对高管及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的年度经营业绩及关键效益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对年度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年度目标责任书》考核

清算结果及综合评价结果兑现其年度薪酬。 

 

（五）企业管治情况 

1、《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 14 载列之《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

治报告》的全部守则条文。 

 

2、董事的证券交易 

本公司已经就董事的证券交易，采纳了一套不低于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 10 载列之《上

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标准守则”）所规定的标准的行为守则。经本

公司特别查询后，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于报告期内彼等均已遵守《标准守则》内所规定

有关董事的证券交易的标准及其本身所订有关的行为守则。 

 

3、董事会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董事会组成如下： 

姓名 职务 

王建超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黄灌球 独立非执行董事 

戴国良 独立非执行董事 

赵建光 独立非执行董事 

郭景彬 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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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明静 执行董事 

周  波 执行董事 

董事会成员之间及董事长（及代行董事长职责之副董事长）及行政总裁之间不存在有包

括任何财务、业务、家属或其它重大相关的关系。 

 

报告期内，董事会举行 2 次现场会议，另外以通讯方式和签字表决的方式对有关决议事

项进行了表决，共计形成 46 份决议，各董事出席和参与情况如下：  

姓 名 现场会议出席率 参与决议事项表决率 

郭文叁注 100% 100% 

王建超 100% 100% 

黄灌球 100% 100% 

戴国良 100% 100% 

赵建光 100% 100% 

郭景彬 100% 100% 

章明静 100% 100% 

周  波 100% 100% 

注：郭文叁先生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报告期内，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一章、第十一 A 章行使职权，而管理层依据《公

司章程》第十三章行使职权。董事会亦负责履行守则 D3.1 所载之职能。董事会召开会

议，以制订、检讨及监察本公司之企业管治政策及常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培训及

持续专业发展、本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监管规定方面之政策及常规、雇员及董事遵守标准

守则及合规手册之情况。董事会的有关工作请参见本报告刊载之第四章“董事会报告”，

而管理层的有关工作请参见本报告刊载之第五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董事的持续培训及发展 

董事需参与持续专业发展，拓展和更新其知识及技能，以确保其继续在具备全面资讯及

切合所需之情况下向董事会作出贡献。董事承诺遵守《上市规则》之《企业管治守则》

守则条文第 A.6.5 条的关于董事培训的有关责任。 

本公司通过召开研讨会、提供学习材料，组织参加证券监管机构、境内外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协会、及专业机构举办的研讨会，定期收集整理市场监管动态和信息，并以电

邮发送给董事参考等多种方式、途径，为董事安排适当的持续专业发展培训，以确保彼

等了解本公司业务及经营、市场环境，充分明白上市规则、普通法及相关监管规定要求

董事所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协助彼等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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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政年度，全体董事均有参与持续专业发展培训。 

 

5、董事长及行政总裁 

鉴于郭文叁先生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辞任本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

前，由本公司副董事长王建超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本公司行政总裁（即总经理）

由吴斌先生担任。 

董事长的主要职责是：(a) 领导董事会，确保董事会有效地运作，履行应有职责，及时

就所有重要的事项进行适当讨论；(b) 确保董事会会议上所有董事均适当知悉当前的事

项； (c) 负责确保董事及时收到充分的资讯，而有关资讯亦必须完备可靠；及(d)检查董

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行政总裁（总经理）的主要职责是：(a)在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层的协助下，负责本集团

之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b) 负责推行董事会所采纳的重要策略及发展计划，包括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c)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组织制定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岗位标准和专业管理流程，制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及各

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评价标准；(d)提请聘任、解聘或调任公司副总经理或财务负责人；(e)

召集和主持行政总裁（总经理）办公会议及专业管理研讨会议；及(f)执行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6、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确认 

公司现任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请参见本报告之第八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

情况”中的“（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3.13 条收到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俊文先生、黄灌球先生、

戴国良先生就其独立性而作出的年度确认函，本公司对其独立性表示认同，并认为所有

独立非执行董事属于独立人士。 
 

7、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在董事会辖下设立了薪酬及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

制订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的酬金政策及厘订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薪酬方案、制订董事接任

计划等。薪酬及提名委员会为董事会下属的非常设机构，对董事会负责。 

 

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定期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并就任何拟作出的变动或必要

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根据工作经历、专业知识、敬业精神等要素挑选及推荐董事候选

人。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由赵建光先生、黄灌球先生、戴国良先生、

郭景彬先生和章明静女士五人组成，赵建光先生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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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全体委员均出席会议，讨论及审

议事项如下： 

 

（1）2015 年 3 月 22 日会议审议通过：（i）2014 年度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酬金及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薪酬考核目标；（ii）关于提名李群峰先生、李晓波先生、丁锋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及（iii）检讨并同意董事会当前的架构、人数及组成。 

 

（2）2015 年 8 月 21 日会议审议通过：为落实安徽证监局皖证监函字[2015]87 号文件对

上市公司高管兼职整改之要求，同意王建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意提名吴斌先

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并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对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所披露的薪酬

进行了审核，认为彼等薪酬符合公司薪酬制度的相关规定，与年度绩效考评结果一致。 

 

有关公司董事及监事的报酬政策，请参见前述本报告之第七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员工情况之第（五）项第 1 段－报酬决策程序和确定依据”。 

 

8、董事会审核委员会 

董事会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在董事会下辖设立了审核委员会，以

对外聘核数师的独立性和工作效率、公司的财务汇报程序、内部监控制度的效率进行监

督的方式，协助董事会开展工作。审核委员会为董事会下属的非常设机构，对董事会负

责。 

 

为确保审核委员会的相关职能得到有效发挥，本公司制定了《审核委员会职权范围书》

和《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等相关制度。《审核委员会职权范围书》（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修订，加入了有关风险管理的职责）中规定了委员会人数及任职条件，明确了

委员会的职责和职权，对委员会会议召开以及向董事会的汇报程序等事宜进行了明确要

求。《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中详细规定了在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审核委员

会要开展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学习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关于年报编制工作的相关

要求、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公司审计工作时间安排、督促年审会计师在约定时

间内提交审计报告、在年审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前和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分别审阅公司

财务报表、向董事会提交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和下年

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等事宜。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由黄灌球先生、戴国良先生和赵建光先生三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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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灌球先生为主席。 

报告期内，审核委员会共举行四次会议，全体委员均亲自出席。每次会议讨论事项具体

如下： 

（1）2015 年 1 月 19 日，审核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审阅了公司内部编制的 2014 年度

财务报表，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公司 2014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安排

及需要重点关注事项的汇报；公司审计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称“毕马威”）汇报了审计工作时间安排及审计工作重点，

审核委员会同意审计师进入公司开展 2014 年度现场审计工作。 

（2）2015 年 3 月 2 日，审核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再次审阅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

听取了毕马威关于审计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认为审计师按照计划时间认真完成了审计

工作。 

（3）2015 年 3 月 22 日，审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i）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之年度财务报告；（ii）2014 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iii）2014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iv）

2014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v）本公司为其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之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并同意提呈董事会审议；（vi）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vii）建议董事会续聘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国内及国

际审计师的议案。 

2015 年 3 月 22 日，审核委员会就毕马威从事本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工作的情况出具了总

结报告，对毕马威的工作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毕马威在为海螺水泥提供 2014 年度审计

工作的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香港审计准则》及其它相

关规定开展审计工作，较好的履行了审计职能，因此，提议董事会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的国内及国际审计

师。 

（4）2015 年 8 月 21 日，审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i）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

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之 2015 年中期（半年度）财务报告；（ii）2015 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以及半年度业绩公告。 

 

自编制本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开展以来，审核委员

会全程参与： 

（1）在审计师实施审计工作之前，审核委员会首先审阅了公司内部编制的 2015 年度财

务报表，并同意审计师进场审计；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审核委员会督促毕马威按照工作

计划认真做好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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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审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审核委员会再一次审阅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

认为审计师按照计划时间认真完成了审计工作。 
 

（3）2016 年 3 月 22 日，审核委员会就毕马威从事本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工作的情况出

具了总结报告，对毕马威的工作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毕马威在为海螺水泥提供 2015 年

度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香港审计准则》及

其它相关规定开展审计工作，较好的履行了审计职能，因此，提议董事会继续聘任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的国内及国

际财务审计师，提议董事会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的内控审计师。 

9、核数师酬金 

有关本公司 2015 年度聘请的核数师酬金请参见本报告之第六章“重要事项之（三）核

数师及酬金”。 

10、董事对财务报表之责任 

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及业绩公告已经审核委员会审阅。而本公司各董事同意及确

认他们各自及共同就本年度的财务报告有编制账目的责任。董事负责根据适用之法定及

监管规定编制真实且公平地反映本集团于会计期间之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之

财务报表。于编制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财务报表时，本公司已贯彻采纳及

应用适用之会计政策。各董事并无知悉任何或会严重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之不明朗

事件或情况。 

11、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 

本公司设有内部审核功能。本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与本年度报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联交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披露。董事会认为本集团

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是足够和有效的。 

公司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集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与本年度报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联交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进行披露。公

司设有监察审计室，负责公司日常内部风险监控。 

12、股东权利 

本公司章程第六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持有公司发行在外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 10%或以上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亦有权

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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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十五条规定，公司召开周年股东大会，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

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惟前述提案需于

前述会议通知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送达公司，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个工作日内发

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条规定

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之事宜，请参阅本公司网站所载之“股东提名人参选董事的程序”。 

股东可随时致函本公司位于安徽芜湖的办公地点，向董事会提出查询及表达意见。 

13、公司秘书 

公司秘书为杨开发先生及赵不渝先生，有关详情请参阅本报告第八章“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之“（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4、投资者关系及与股东之沟通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利用召开股东大会、业绩说明会、接

待投资者现场调研、安排电话会议等方式积极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使公司股东和广

大投资者享有平等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 

另外，本公司之网站载有公司资料、本公司刊登之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以

及相关临时公告、通函，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可取得本公司之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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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债券相关情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亿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 

场所 

11 海螺 01 122068 2016.5.22 70 5.08 
2011 年安徽

海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2011 年

公司债券”） 

11 海螺 02 122069 

2011.5.23 

2018.5.22 25 5.20 

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 

上交所

12 海螺 01 122202 2017.11.06 25 4.89 
2012 年安徽

海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2012 年

公司债券”） 

12 海螺 02 122203 

2012.11.07

2022.11.06 35 5.10 

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 

上交所

注：2012 年公司债券“12 海螺 02”附加第 7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即发行人有权在第 7 年末上调后 3 年的票面利率（亦可不行使该权利，维持原票面利率），投资者

有权选择在第 7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及资信评级机构联系方式 

名称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联系人 瞿珊 

2011 年公司债券 

债券受托管理人 

联系电话 010-66299517 

名称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

字楼 22 层 

联系人 杨汝睿 

2012 年公司债券 

债券受托管理人 

联系电话 010-5902 6600 

名称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和 2012 年

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

际金融中心 C 座 14 层 

 

（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发行 95 亿元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为 946,198 万元，根据募集说明书承

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于 2012 年已使用完毕，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03,448 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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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偿还贷款 442,750 万元。 

本公司 2012 年发行 60 亿元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为 599,524 万元，根据募集说明书承

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于 2013 年已使用完毕，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万元，用

于偿还贷款 299,524 万元。 

 

（四）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及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于 2015 年 4 月出具的两份信用等级通知

书（信评委函字[2015]跟踪 031 号、信评委函字[2015]跟踪 032 号）及跟踪评级报告，

基于中诚信对本公司及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和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进行跟踪分

析，经中诚信证评信用等级委员会审定，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稳定，

维持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AAA，维持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AAA。前述两份跟踪评价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及

本公司网站进行披露。 

中诚信将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公司债券继续作出跟踪评级，预计

出具评级报告时间为 2016 年 4 月，届时本公司将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及本

公司网站进行披露。 

 

（五）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和偿债计划 

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和 2012 年公司债券均由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螺集团提供无条件的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螺集团对外累计担保余额

为 165.80 亿元（包括为本公司两期合计 155 亿元公司债券提供的担保），占海螺集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经审计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比例为 22.04%。 

本公司发行之 2011 年公司债券和 2012 年公司债券之偿债计划如下： 

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利息，将于发行日之后的第 1 年至第 5 年内，在

每年的 5 月 23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本金将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 

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7 年期品种的利息，将于发行日之后的第 1 年至第 7 年内，在

每年的 5 月 23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本金将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 

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利息，将于发行日之后的第 1 年至第 5 年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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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11 月 7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本金将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 

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利息，将于发行日之后的第 1 年至第 10 年内，

在每年的 11 月 7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本金将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本次债券的利息，将于发行日之后的第 1 年至第 7 年内，在每年的 11 月 7 日由

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回售部分本次债券的本金将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由发行人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支付。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上述偿债计划执行，切实保障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和 2012 年公司债券担保人海螺集团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

经审计）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亿元） 752.4 

资产负债率（%） 31.47 

净资产收益率（%） 10.74 

流动比率（倍） 2.22 

速动比率（倍） 1.86 

 

（六）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七）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4 月披露了《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4 年度），内容包括发行人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

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本期债券付息情况和跟踪评级情

况等。 

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4 月披露了《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4 年度），内容包括发行人年度经营和财务状

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和跟踪评级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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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15 年 2014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原因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5,461,538 19,749,514 -21.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千元） 

-12,719,267 -4,851,114 -162.2 增加三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千元） 

-5,395,324 -6,785,676 20.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千元） 

4,285,034 12,512,121 -65.8 增加三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所致 

流动比率(%) 128.45 174.32 下降 45.87 个
百分点 

 

速动比率(%) 107.68 143.93 下降 36.25 个
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30.13 31.92 下降 1.79 个百
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49 0.61 -19.67  

利息保障倍数 11.36 14.67 -22.5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23 15.60 -34.42 营业收入下降，经营活

动现金流减少所致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5.97 18.20 -12.25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九）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冻结、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

变现、无法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亦不存在

其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十）公司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本公司除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和 2012 年公司债券外，不存在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 

 

（十一）公司报告期内的银行授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各家银行为公司提供授信总金额为 859.11 亿人民币、5.5 亿美元，已使

用授信额度 28.83 亿人民币、1.25 亿美元，尚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 830.28 亿人民币、

4.25 亿美元。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新增银行贷款 293,058 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 367,0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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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报告期内执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按期支付相关债券利息，不存在违约情形。 

 

（十三）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及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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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财务报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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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600688 号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和利润
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
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

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
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
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
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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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600688 号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和财务状
况以及 2015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经营成果及合并现金流量和现金流量。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虞晓钧 
 
 
 
 
 
中国北京 李玲 
 
 
 
 
 
 201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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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14,471,446,152 14,151,606,02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五、2 - 20,343,265

 应收票据 五、3 4,495,183,746 3,908,887,144
 应收账款 五、4 422,052,404 333,247,400
 预付款项 五、5 442,277,513 533,551,061
 应收利息 五、6 46,606,434 53,542,491
 其他应收款 五、7 763,104,522 517,938,896
 存货 五、8 4,238,039,415 4,375,976,175
 其他流动资产 五、9 1,327,674,812 1,201,963,874
流动资产合计  26,206,384,998 25,097,056,33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五、10 3,249,600,352 3,935,395,280
 长期股权投资 五、11 2,975,436,986 2,644,144,218
 投资性房地产 五、12 40,155,656 32,114,352

固定资产 五、13 61,695,521,297 57,250,499,675
 在建工程 五、14 1,571,510,183 3,975,224,102
 工程物资 五、15 1,060,360,897 1,416,838,028
 无形资产 五、16 7,160,487,353 6,721,625,590
 商誉 五、17 463,730,688 374,557,189
 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18 453,936,387 283,476,5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五、19 904,266,824 522,165,9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79,575,006,623 77,156,040,951
资产总计  105,781,391,621 102,253,097,283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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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20 859,871,964 272,380,1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五、21 6,393,050 1,472,704

 应付账款 五、22 3,904,053,518 4,024,948,109
 预收款项 五、23 1,355,100,411 1,092,772,458
 应付职工薪酬 五、24 582,762,431 523,593,185
 应交税费 五、25 972,212,186 984,172,185
 应付利息 五、26 346,408,998 350,511,633
 应付股利 五、27 153,765,500 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五、28 4,636,217,812 4,890,371,2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五、29 7,585,376,010 2,056,787,727
流动负债合计  20,402,161,880 14,397,009,37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五、30 2,246,400,640 2,104,520,602
应付债券 五、31 8,493,280,974 15,482,555,066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五、32 - 5,617,376
递延收益 五、33 169,630,833 129,981,2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五、18 558,346,586 522,172,68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467,659,033 18,244,846,974
负债合计  31,869,820,913 32,641,856,350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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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股东权益：     

股本 五、34 5,299,302,579 5,299,302,579
资本公积 五、35 10,684,321,525 10,686,638,402
其他综合收益 五、36 725,005,636 519,247,041

 盈余公积 五、37 2,649,651,290 2,649,651,290
 未分配利润 五、38 51,133,606,916 47,061,768,57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70,491,887,946 66,216,607,886
 少数股东权益  3,419,682,762 3,394,633,047
股东权益合计  73,911,570,708 69,611,240,93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5,781,391,621 102,253,097,283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十五、1 11,792,662,657 11,309,488,16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20,343,265

应收票据 十五、2 191,943,377 298,060,520
应收账款 十五、3 28,944,380 13,196,865
预付款项  88,131,237 94,780,228
应收利息  83,688,969 54,670,962
应收股利  - 2,496,400,000
其他应收款 十五、4 27,565,920,576 23,451,647,298
存货  239,504,136 465,491,233
其他流动资产  56,241,313 100,304,974
流动资产合计  40,047,036,645 38,304,383,50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五、10 3,249,600,352 3,935,395,280
长期应收款 十五、5 7,960,000,000 6,275,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十五、6 38,467,553,861 35,667,939,663
投资性房地产 五、12 40,155,656 32,114,352
固定资产 十五、7 889,743,222 965,476,351
在建工程  17,968,599 7,939,776
工程物资  9,115,747 3,244,872
无形资产  284,874,004 301,111,2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919,011,441 47,188,221,562
资产总计  90,966,048,086 85,492,605,069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3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十五、8 209,810,015 256,610,218
预收款项  117,104,382 58,865,254
应付职工薪酬  58,371,232 55,072,777
应交税费  49,043,598 42,303,240
应付利息  340,122,276 347,208,554
其他应付款 十五、9 5,225,143,735 6,023,852,36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十五、10 6,997,429,561 7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997,024,799 7,483,912,408
   
非流动负债：   
应付债券 五、31 8,493,280,974 15,482,555,066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递延收益  3,203,094 1,458,3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5,117,517 192,367,383
非流动负债合计  8,741,601,585 15,676,380,782
负债合计  21,738,626,384 23,160,293,190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股东权益：    

股本  5,299,302,579 5,299,302,579
资本公积  16,803,659,305 16,803,659,305
其他综合收益  754,118,585 569,110,065
盈余公积  2,649,651,290 2,649,651,290
未分配利润  43,720,689,943 37,010,588,640

股东权益合计  69,227,421,702 62,332,311,879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90,966,048,086 85,492,605,069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5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一、营业收入 五、39 50,976,036,006 60,758,500,923
二、减：营业成本 五、39 36,887,855,177 40,264,329,986

营业税金及附加 五、40 425,261,228 339,994,757
销售费用 五、41 3,105,093,847 2,936,834,685
管理费用 五、42 3,177,596,052 2,679,857,666
财务费用 五、43 569,500,729 714,489,131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以“－”号填 
列) 

五、44 -140,412 -579,99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五、45 -25,263,611 21,317,083

  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五、46 1,880,902,104 -21,413,14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亏损 
 

-38,179,175 -59,477,814

三、营业利润  8,666,507,878 13,823,478,632
加：营业外收入 五、47 1,444,486,568 1,074,269,90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80,033,550 5,354,659
减：营业外支出 五、48 71,597,611 14,938,58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0,406,801 9,376,809

四、利润总额  10,039,396,835 14,882,809,951
减：所得税费用 五、49 2,411,445,159 3,295,214,168

五、净利润  7,627,951,676 11,587,595,7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6,385,018 10,993,022,264
少数股东损益  111,566,658 594,573,519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6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续)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五、36 209,870,761 958,359,48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205,758,595 965,940,498

(一)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05,758,595 965,940,498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173,507,852 987,989,962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0,750,075 -22,049,464
3.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受的份额 

 
11,500,668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4,112,166 -7,581,012

七、综合收益总额  7,837,822,437 12,545,955,2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722,143,613 11,958,962,76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5,678,824 586,992,507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五、50 1.42 2.07
(二)稀释每股收益 五、50 1.42 2.07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7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一、营业收入 十五、11 2,290,618,458 2,672,406,402

减：营业成本 十五、11 1,835,265,223 1,849,621,68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7,639,119 10,839,495
销售费用  93,925,942 86,508,509
管理费用  255,810,048 210,045,787
财务费用  -395,607,383 -216,945,273
资产减值损失(收益以“－”号填 
列) 

 
-57,355,827 3,677,42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343,265 27,380,196

 投资收益 十五、12 10,226,476,793 13,807,790,55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42,937,531 -15,319,429

二、营业利润  10,647,074,864 14,563,829,527
加：营业外收入  33,468,775 24,190,38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3,050,473 75,671
减：营业外支出  30,197 1,852,83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4,679 1,852,515
三、利润总额  10,680,513,442 14,586,167,085

减：所得税费用  525,865,463 214,549,305
四、净利润  10,154,647,979 14,371,617,780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8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续)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85,008,520 987,989,962

(一)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85,008,520 -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73,507,852 987,989,962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受的份额 

 
11,500,668 -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339,656,499 15,359,607,742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79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4,665,931,474 81,338,901,079
收到的税费返还  314,813,053 325,798,91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51(1) 1,091,927,285 807,223,8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072,671,812 82,471,923,7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3,703,159,647 51,290,630,76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89,480,762 3,863,222,951
支付的各项税费  7,368,859,920 8,713,350,8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51(2) 1,102,997,426 950,230,6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164,497,755 64,817,435,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五、
52(1)(a)

9,908,174,057 17,654,488,6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7,732,781,655 9,079,768,04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8,584,341 91,981,453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39,530,553 18,357,028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51(3) 1,014,737,605 522,964,35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25,634,154 9,713,070,88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5,167,383,546 6,973,545,374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396,072,886 6,341,697,95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五、52(2) 3,564,426,595 1,044,738,512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51(4) 517,017,860 204,202,95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644,900,887 14,564,184,7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9,266,733 -4,851,113,910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80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68,562,013 90,476,26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368,562,013 90,476,26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99,610,690 1,041,470,0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68,172,703 1,131,946,33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670,050,418 4,054,696,203
分配股利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881,798,029 3,233,974,63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利润  472,995,599 249,537,585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支付的现金净额  34,746,900 42,602,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51(5)

76,901,827 586,349,19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63,497,174 7,917,622,0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5,324,471 -6,785,675,69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669,988 -24,509,79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以
“－”号填列) 

五、
52(1)

(b)
-8,227,087,135 5,993,189,21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12,121,499 6,518,932,288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五、
52(3)

4,285,034,364 12,512,121,499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81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769,660,751 3,278,766,635
收到的税费返还  4,853,650 7,970,70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309,414 17,602,3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01,823,815 3,304,339,68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37,317,074 2,387,855,37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7,251,446 209,993,05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5,195,986 390,145,9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81,445,571 2,565,408,8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21,210,077 5,553,403,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9,386,262 -2,249,063,57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7,151,169,796 9,080,991,14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991,075,369 11,376,493,273
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051,096 7,527,30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00,331,195 2,686,356,38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245,627,456 23,151,368,10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56,543,232 19,037,457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支付的现金净额  34,746,900 42,602,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1,949,101,228 6,341,697,95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2,683,598,041 1,340,639,042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79,628,095 4,497,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603,617,496 12,240,976,4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2,009,960 10,910,391,650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8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续)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08,615,739 15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08,615,739 1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39,586,075 300,000,000
分配股利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297,246,344 2,712,029,61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36,832,419 3,012,029,6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8,216,680 -2,862,029,61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3,160,226 -10,832,1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 
以“－”号填列) 

 -8,018,753,208 5,788,466,33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16,878,499 3,928,412,168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98,125,291 9,716,878,499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王建超        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83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王建超  周波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本年年初余额  5,299,302,579 10,686,638,402 519,247,041 2,649,651,290 47,061,768,574 3,394,633,047 69,611,240,933 5,299,302,579 10,692,265,678 -446,693,457 2,649,651,290 37,923,502,213 2,647,151,314 58,765,179,617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 -2,316,877 205,758,595 - 4,071,838,342 25,049,715 4,300,329,775 - -5,627,276 965,940,498 - 9,138,266,361 747,481,733 10,846,061,316 

(一)综合收益总额  - - 205,758,595 - 7,516,385,018 115,678,824 7,837,822,437 - - 965,940,498 - 10,993,022,264 586,992,507 12,545,955,269 
(二)股东投入和减少 

资本  
- -2,316,877 - - - 336,131,990 333,815,113 - -5,627,276 - - - 610,026,811 604,399,535 

1. 股东投入的 
资本  

- - - - - 368,562,013 368,562,013 - - - - - 90,476,265 90,476,265 

2. 收购子公司 
增加的少数股东
权益  

- - - - - - - - - - - - 556,525,270 556,525,270 

3.购买子公司少
数股权 七、2

- -2,316,877 - - - -32,430,023 -34,746,900 - -5,627,276 - - - -36,974,724 -42,602,000 

(三)利润分配 
五、
38 

- - - - -3,444,546,676 -426,761,099 -3,871,307,775 - - - - -1,854,755,903 -449,537,585 -2,304,293,488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 - - - - - - - 
2. 对股东的分配 - - - - -3,444,546,676 - -3,444,546,676 - - - - -1,854,755,903 - -1,854,755,903 
3. 非全资子公司 
股利 

- - - - - -426,761,099 -426,761,099 - - - - - -449,537,585 -449,537,585 

三、本年年末余额  5,299,302,579 10,684,321,525 725,005,636 2,649,651,290 51,133,606,916 3,419,682,762 73,911,570,708 5,299,302,579 10,686,638,402 519,247,041 2,649,651,290 47,061,768,574 3,394,633,047 69,611,240,933 



 

8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 

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 
权益合计 

一、本年年初余额 5,299,302,579 16,803,659,305 569,110,065 2,649,651,290 37,010,588,640 62,332,311,879 5,299,302,579 16,803,659,305 -418,879,897 2,649,651,290 24,493,726,763 48,827,460,040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 - 185,008,520 - 6,710,101,303 6,895,109,823 - - 987,989,962 - 12,516,861,877 13,504,851,839 

(一)综合收益总额 - - 185,008,520 - 10,154,647,979 10,339,656,499 - - 987,989,962 - 14,371,617,780 15,359,607,742 
(二)股东投入和减少资 

本 
- - - - - - - - - - - - 

(三)利润分配 - - - - -3,444,546,676 -3,444,546,676 - - - - -1,854,755,903 -1,854,755,903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 - - - - - 
2. 对股东的分配 - - - - -3,444,546,676 -3,444,546,676 - - - - -1,854,755,903 -1,854,755,903 

三、本年年末余额 5,299,302,579 16,803,659,305 754,118,585 2,649,651,290 43,720,689,943 69,227,421,702 5,299,302,579 16,803,659,305 569,110,065 2,649,651,290 37,010,588,640 62,332,311,879 

 
此财务报表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 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王建超  周波  刘剡 
 
 
刊载于第 85 页至第 217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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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基本情况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境内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芜湖。本公司的母公司为安徽海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海螺集团”)，最终控股公司为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主要从事水泥及水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及
其相关业务。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参见附注七。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新增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参见附注六。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三、 公司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集团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量、发出存货的计量、固定资产的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以及收入的确认和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是根据本集团相关业务
经营特点制定的，具体政策参见相关附注。 
 

1、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和财
务状况、2015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经营成果及合并现金流量和现金流量。 
 
此外，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同时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2014 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
报告的一般规定》有关财务报表及其附注的披露要求。 

 
2、 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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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业周期 
 
本公司将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作为正常营
业周期。本公司主要业务的营业周期通常小于 12 个月。 

 
4、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本公司及
子公司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本公司的部
分子公司采用本公司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在编制本财务报
表时，这些子公司的外币财务报表按照附注三、8 进行了折算。 

 
5、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
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
产和负债，按照合并日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计量。取
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
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合并日为合并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权的日期。 

 
(2)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本集团作为购买方，为取得被购买方控制权而付出
的资产(包括购买日之前所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
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之和，减去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
方可辨认净资产于购买日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如为正数则确认为商誉(参
见附注三、18)；如为负数则计入当期损益。本集团将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
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
始确认金额。本集团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其他各项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
益。付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集团在
购买日按公允价值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方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可辨认资
产、负债及或有负债。购买日是指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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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时，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
购买方的股权，本集团会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
买方的股权涉及的以后可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及权益法核算下
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参见附注三、12(2)(b))于购买日转入当期投资收
益。 

 
6、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 总体原则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子公司。控制，是指本集团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
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
回报金额。在判断本集团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时，本集团仅考虑与
被投资方相关的实质性权利(包括本集团自身所享有的及其他方所享有的
实质性权利)。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由控制开始日起至
控制结束日止包含于合并财务报表中。 
 
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占的权益、损益和综合收益总额分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
的股东权益中和合并利润表的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后单独列示。 
 
如果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
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当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时，合并时已按照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合并时
所有集团内部交易及余额，包括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均已抵销。集团内部
交易发生的未实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失是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则全
额确认该损失。 

 
(2) 合并取得子公司 

 
对于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
时，以购买日确定的被购买子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
础自购买日起将被购买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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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置子公司 
 
本集团丧失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时，终止确认与该子公司相关的资产、负
债、少数股东权益以及权益中的其他相关项目。对于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投
资，本集团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由此产生的
任何收益或损失，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按下述
原则判断是否为一揽子交易： 

 
- 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 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 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 一项交易单独考虑时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

的。 
 
如果各项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则在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以前的各项
交易，按照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的会计政
策进行处理(参见附注三、6(4))。 
 
如果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则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原有子公司
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处理，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
额之间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
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4) 少数股东权益变动 

 
本公司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
计算应享有子公司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以及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
下因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而取得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
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均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持有期限短、
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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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本集团收到投资者以外币投入资本时按当日即期汇率折合为人民币，其他外币
交易在初始确认时按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合为人民币。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该日的即期汇率折算。除与购建符合资
本化条件资产有关的专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参见附注三、16)外，其他
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
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
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外币非
货币性项目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
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
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
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其他综合收
益中单独列示。处置境外经营时，相关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股东权益转
入处置当期损益。 

 
9、 金融工具 
 

本集团的金融工具包括货币资金、除长期股权投资(参见附注三、12)以外的股权
投资、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借款、应付债券及股本等。 

 
(1)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集团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
产负债表内确认。 
 
本集团在初始确认时按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目的，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分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贷款及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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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
始确认金额。初始确认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如下：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包括交

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本集团持有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及衍生工具
属于此类。 
 
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
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应收款项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 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集团将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且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
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初始确认后，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本集团将在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没
有归类到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对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初始确认后按成本
计量；其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
金股利，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当期损益。按实际利率法计
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参见附注三、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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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是指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包括财务担保合同负债。财务担保合同指本集团作为保证
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本集团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
者承担责任的合同。财务担保合同负债以初始确认金额扣除累计摊销额
后的余额与按照或有事项原则(参见附注三、21)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两
者之间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后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
量。 

 
(2)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列报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 本集团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

的； 
 
- 本集团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将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本集团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集团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

和。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本集团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
或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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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资产的减值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
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a)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b)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c)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d) 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e) 权益工具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f) 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下跌(即公允价值下跌超过其持有

成本 50%)或非暂时性下跌(即公允价值下跌持续 12 个月)等。 
 
有关应收款项减值的方法，参见附注三、10，其他金融资产的减值方法如
下： 

 
-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按下述原则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失。 
 
运用个别方式评估时，当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
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时，本集团将该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该现值，减记的金额
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当运用组合方式评估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损失时，减值损失金额是根
据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持有至到期投资 (包括以个别方式评估未
发生减值的持有至到期投资) 的以往损失经验，并根据反映当前经济状
况的可观察数据进行调整确定的。 
 
持有至到期投资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
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本集团将原确认的减
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
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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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失。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本集团将原直接计
入股东权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从股东权益转出，计入当
期损益。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
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本集团将原确
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
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不得转回。 
 

(5) 权益工具 
 
本公司发行权益工具收到的对价扣除交易费用后，计入股东权益。回购
本公司权益工具支付的对价和交易费用，减少股东权益。 
 
回购本公司股份时，回购的股份作为库存股管理，回购股份的全部支出
转为库存股成本，同时进行备查登记。库存股不参与利润分配，在资产
负债表中作为股东权益的备抵项目列示。 
 
库存股注销时，按注销股票面值总额减少股本，库存股成本超过面值总
额的部分，应依次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库存股成本低于面值总额的，低于面值总额的部分增加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 
 
库存股转让时，转让收入高于库存股成本的部分，增加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低于库存股成本的部分，依次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盈余公
积、未分配利润。 
 

(6) 可转换工具 
 

- 含权益成分的可转换工具 
 

对于本集团发行的可转换为权益股份且转换时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对
价的金额固定的可转换工具，本集团将其作为包含负债和权益成分的复
合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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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确认时，本集团将相关负债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先确定负债成
分的公允价值(包括其中可能包含的非权益性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
值)，再从复合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中扣除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作为权
益成分的价值，计入权益。发行复合金融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在负债
成分和权益成分之间按照各自占总发行价款的比例进行分摊。 
 
初始确认后，对于没有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负债成分，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权益成分在初始计量后不
再重新计量。 
 
当可转换工具进行转换时，本集团将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转至权益相关
科目。当可转换工具被赎回时，赎回支付的价款以及发生的交易费用被
分配至权益和负债成分。分配价款和交易费用的方法与该工具发行时采
用的分配方法一致。价款和交易费用分配后，其与权益和负债成分账面
价值的差异中，与权益成分相关的计入权益，与负债成分相关的计入损
益。 
 

- 不含权益成分的其他可转换工具 
 
对于本集团发行的不含权益成分的其他可转换工具，在初始确认时，可
转换工具的衍生工具成分以公允价值计量，剩余部分作为主债务工具的
初始确认金额。 
 
初始确认后，衍生工具成分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
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主债务工具，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
量。 
 
当可转换工具进行转换时，本集团将主债务工具和衍生工具成分转至权
益相关科目。当可转换工具被赎回时，赎回支付的价款与主债务工具和
衍生工具成分账面价值的差异计入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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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按下述原则运用个别方式和组合方式评估减值损失。 
 
运用个别方式评估时，当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
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将该应收款项的
账面价值减记至该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当运用组合方式评估应收款项的减值损失时，减值损失金额是根据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包括以个别方式评估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的以往损
失经验，并根据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可观察数据进行调整确定的。 
 
在应收款项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
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本集团将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
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a)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
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大于人民币 10,000,000 元的应收款项视为
重大。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方法 

当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
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对该部分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b)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理由 

账龄为 1 到 3 年，考虑其性质后收回风险较大。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 

当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
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对该部分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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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上述(a)和(b)中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本集团也会将其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客户所属行业、公司性质、应收款项性质将应收

款项分为 4 个组合。 
组合 1 应收账款账龄超过 3 年 
组合 2 应收账款账龄未超过 3 年 
组合 3 按其他应收款性质确定-除政府代垫款以外的其他

应收款 
组合 4 按其他应收款性质确定-政府代垫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账龄分析法 
组合 3 账龄分析法 
组合 4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 

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 

比例(%) 
 组合 1 组合 2 组合 3 组合 4
1 年以内(含 1 年) 不适用 0% 0% 0%
1－2 年(含 2 年) 不适用 0% 0% 0%
2－3 年(含 3 年) 不适用 0% 0% 0%
3－4 年(含 4 年) 100% 不适用 100% 0%
4－5 年(含 5 年) 100% 不适用 100% 0%
5 年以上 100% 不适用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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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和成本 
 
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库存商品以及周转材料。周转材料指
能够多次使用、但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的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和其他材料。 
 
存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使存货达
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除原材料采购成本外，在产品及库
存商品还包括直接人工和按照适当比例分配的生产制造费用。 

 
(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采用加权平均法计量。 
 
低值易耗品及包装物等周转材料采用一次摊销法进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
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产而持有的原
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据其生产的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为基础确定。为
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
础计算。当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相关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按单个存货项目计算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集团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98 

12、 长期股权投资及共同经营 
 

(1)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确定 
 

(a) 通过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
公司按照合并日取得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
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
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足冲减时，
调整留存收益。通过非一揽子的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上述原则确
认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和
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
足冲减时，调整留存收益。 

 
-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

公司按照购买日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
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该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通过非一揽子的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为本
公司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
增投资成本之和。 

 
(b) 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 对于通过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初始

确认时，对于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按照实际
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于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
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
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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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a) 对子公司的投资 
 

在本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本公司采用成本法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进行后续计量，对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由本公司
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但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
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除外。 
 
对于子公司的投资按照成本减去减值准备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对子公司投资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参见附注三、19。 
 
在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附注三、6 进
行处理。 
 

(b) 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 
 
合营企业指本集团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控制(参见附注三、12(3))且仅对
其净资产享有权利的一项安排。 
 
联营企业指本集团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参见附注三、12(3))的企
业。 
 
后续计量时，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
算。 
 
本集团在采用权益法核算时的具体会计处理包括： 

 
-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前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后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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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投资后，本集团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
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
资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
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
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以下简称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本集团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份额计
入股东权益，并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在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其他综合收
益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份额时，本集团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按照本集团的会计政策或会
计期间进行必要调整后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等。本集团
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按照应享
有的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本集团的部分，在权益法核算时予以抵
销。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失是相关资产
减值损失的，则全额确认该损失。 

 
- 本集团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发生的净亏损，除本集团负有承担

额外损失义务外，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
成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合营
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后实现净利润的，本集团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
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本集团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投资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
方法参见附注三、19。 

 
(3) 确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共同控制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
动(即对安排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
致同意后才能决策。 
 
本集团在判断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通常考虑下述事项： 

 
- 是否任何一个参与方均不能单独控制被投资单位的相关活动； 
 
- 涉及被投资单位相关活动的决策是否需要分享控制权参与方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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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指本集团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
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4) 共同经营 

 
共同经营是指本集团与其他合营方共同控制且本集团享有该安排相关资
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一项安排。 
 
本集团主要按照下述原则确认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的项目： 
 
- 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 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 确认出售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 按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 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13、 投资性房地产 
 

本集团将持有的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的房地产划分为投资性房
地产。本集团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即以成本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
备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本集团将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扣除预计净残值和累
计减值准备后在使用寿命内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
计提方法参见附注三、19。 
 
投资性房地产的使用寿命、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分别为： 

 
项目 使用寿命(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海螺大厦 30 5 3.17 

 
本集团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 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 本集团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

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本集团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
进行摊销，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参见附注三、20)为基础调
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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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本集团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
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外购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使该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支出。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按附
注三、15 确定初始成本。 
 
对于构成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如果各自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
方式为本集团提供经济利益，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本集团分别
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对于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包括与更换固定资产某组成部分相关的支出，
在与支出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时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与固定资产日常维护相关的支出在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以成本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2)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除永久业权土地外，本集团将固定资产的成本扣除预计净残值和累计减值
准备后在其使用寿命内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永久业权土地无需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分别为： 
 
类别 使用寿命(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 5 3.17 
机器设备 15 5 6.33 
办公设备及其他设备 5 5 19 
运输工具 5-10 5 9.5 - 19 

 
本集团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
法进行复核。 
 

(3)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参见附注三、19。 
 
(4)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和折旧方法参见附注三、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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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资产处置 
 

固定资产满足下述条件之一时，本集团会予以终止确认。 
 

- 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 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报废或处置固定资产项目所产生的损益为处置所得款项净额与项目账面
金额之间的差额，并于报废或处置日在损益中确认。 
 

15、 在建工程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工程用物资、直接人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
款费用(参见附注三、16)和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
出。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此前列于在建工
程，且不计提折旧。 
 
在建工程以成本减减值准备(参见附注三、19)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16、 借款费用 
 
本集团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的借款费用，予以资
本化并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均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财务费用。 
 
在资本化期间内，本集团按照下列方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包
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 
 
- 对于为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本集团以专门借款按

实际利率计算的当期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
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专门借款应予资本
化的利息金额。 

 
- 对于为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的一般借款，本集团根据累计资产

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
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是根据一般借款
加权平均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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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确定借款的实际利率时，是将借款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
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借款初始确认时确定的金额所使用的利率。 
 
在资本化期间内，外币专门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汇兑差额，予以资本化，计入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而除外币专门借款之外的其他外币借款本金及
其利息所产生的汇兑差额作为财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资本化期间是指本集团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
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当资本支出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及为
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时，借款费用开始资本
化。当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
化。对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
续超过 3 个月的，本集团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17、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以成本减累计摊销(仅限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及减值准备(参见
附注三、19)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本集团将
无形资产的成本扣除预计净残值和累计减值准备后按直线法在预计使用寿命期
内摊销。 
 
各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为：  
 

项目 摊销年限(年) 
土地使用权 30-50
矿山开采权 5-30
粘土取土权 5-30
其他(如海域使用权等) 5-50

 
本集团将无法预见未来经济利益期限的无形资产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并对这类无形资产不予摊销。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没有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 

 
18、 商誉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其初始成本是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
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本集团对商誉不摊销，以成本减累计减值准备(参见附注三、19)在资产负债表内
列示。商誉在其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处置时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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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除存货及金融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减值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以确定下列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迹
象，包括： 
 
- 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 
- 无形资产 
-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 长期股权投资 
- 商誉等 
 
本集团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此外，
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本集团至少每年对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估
计其可收回金额，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商誉估计其可收回金额。本集团依据相关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的受益情况分摊商誉账面
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组合，下同)的公允价值(参见附注三、
20)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资产组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组成，是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
的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
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税前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
定。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资产的账
面价值会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与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相关的减值损失，先
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但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该资产的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
确定的)和零三者之中最高者。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会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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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允价值的计量 
 
除特别声明外，本集团按下述原则计量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
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本集团估计公允价值时，考虑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相关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
时考虑的特征(包括资产状况及所在位置、对资产出售或者使用的限制等)，并采
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使用
的估值技术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21、 预计负债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集团承担的现时义务，且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
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集团，以及有关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则本集团会确认
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对于货
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预计负债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确定。在
确定最佳估计数时，本集团综合考虑了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
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
可能性相同的，最佳估计数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在其他情况下，最佳
估计数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 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 
 
- 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的，按照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并按照当前最佳估计
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22、 收入 

 
收入是本集团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股东权益增加且与股东投入资本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在其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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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销售商品收入 
 

当同时满足上述收入的一般确认条件以及下述条件时，本集团确认销售商
品收入： 
 
- 本集团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 
- 本集团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

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本集团按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
额。 
 

(2) 提供劳务收入 
 
本集团按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提供劳务收入金
额。 
 
在资产负债表日，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根据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
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 
 
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则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
额结转劳务成本；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则将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 

 
23、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本集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或按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
提的职工工资、奖金、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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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本集团所参与的设定提存计划是按照中国有关法规要求，本集团职工参加
的由政府机构设立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
的缴费金额按国家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算。本集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
期间，将应缴存的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3) 辞退福利 

 
本集团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
产生的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 本集团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

福利时； 
 
- 本集团有详细、正式的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计划；并且，该重组计

划已开始实施，或已向受其影响的各方通告了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从而
使各方形成了对本集团将实施重组的合理预期时。 

 
24、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本集团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
府以投资者身份向本集团投入的资本。政府拨入的投资补助等专项拨款中，国
家相关文件规定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的，也属于资本性投入的性质，不属于政府
补助。 

 
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并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
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本集团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作为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本集团取得的与资产相关之外的其他政府补助作为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集团将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如果用于
补偿本集团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本集团将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
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用于补偿本集团已发生的相关费用
或损失的，则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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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专项储备 

 
本集团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
时计入专项储备。 
 
本集团使用专项储备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
产的，待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
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
间不再计提折旧。 
 

26、 所得税 
 
除因企业合并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包括其他综合收益)的交易或者事项产生
的所得税外，本集团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计入当期损益。 
 
当期所得税是按本年度应税所得额，根据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预期应交所得
税，加上以往年度应付所得税的调整。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本集团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
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那么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
销后的净额列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根据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确定。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包括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很
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如果不属于企业合并交易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额(或可抵扣亏损)，则该项交易中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不会产生递延所得税。商誉
的初始确认导致的暂时性差异也不产生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根据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预期收回或结算方式，依
据已颁布的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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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
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
额予以转回。 
 
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以抵
销后的净额列示： 
 
- 纳税主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

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
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 

 
27、 经营租赁、融资租赁 

 
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是指无论所有权最终是否转移但实质
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租
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1) 经营租赁租入资产 

 
经营租赁租入资产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相关资产成本
或费用。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 经营租赁租出资产 

 
经营租赁租出的除投资性房地产(参见附注三、13)以外的固定资产按附注
三、14(2)所述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按附注三、19 所述的会计政策计提
减值准备。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收入。经营租
赁租出资产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金额较大时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
内按照与确认租金收入相同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损益；金额较小时，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111 

(3) 融资租赁租入资产 
 

于租赁期开始日，本集团融资租入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
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确认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本集
团将因融资租赁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租入资产价值。融资租赁租入资
产按附注三、14(2)所述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按附注三、19 所述的会计
政策计提减值准备。 
 

对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入资产所有权的，租入资产在使用寿
命内计提折旧。否则，租赁资产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使用寿命两者中较短
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本集团对未确认融资费用采用实际利率法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
并按照借款费用的原则处理(参见附注三、16)。 
 
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将与融资租赁相关的长期应付款减去未确认融资费
用的差额，分别以长期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28、 股利分配 
 

资产负债表日后，经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中拟分配的股利或利润，不确认
为资产负债表日的负债，在附注中单独披露。 

 

29、 关联方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
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可为个人或企业。仅仅同受国
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 
 
此外，本公司同时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确定本集
团或本公司的关联方。 
 

30、 分部报告 
 

本集团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如果
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存在相似经济特征且同时在各单项产品或劳务的性质、生
产过程的性质、产品或劳务的客户类型、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方式、生产产
品及提供劳务受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的，可以合并
为一个经营分部。本集团以经营分部为基础考虑重要性原则后确定报告分部。 
 
本集团在编制分部报告时，分部间交易收入按实际交易价格为基础计量。编制
分部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编制本集团财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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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会计估计及判断 
 
编制财务报表时，本集团管理层需要运用估计和假设，这些估计和假设会对会
计政策的应用及资产、负债、收入及费用的金额产生影响。实际情况可能与这
些估计不同。本集团管理层对估计涉及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因素的判断进行持
续评估，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除附注五、17 和九载有关于商誉减值、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估值涉及的的假设和
风险因素的数据外，其它主要估计金额的不确定因素如下： 
 
(a) 应收款项减值 

 
如附注三、10 所述，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审阅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款
项，以评估是否出现减值情况，并在出现减值情况时评估减值损失的具体
金额。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显示个别或组合应收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出
现大幅下降的可观察数据、显示个别或组合应收款项中债务人的财务状况
出现重大负面变动的可观察数据等事项。如果有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
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则将原确认的减值损
失予以转回。 

 
(b) 存货跌价准备 

 
如附注三、11 所述，本集团定期估计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并对存货成本高
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确认存货跌价损失。本集团在估计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并以可得到的资料作为估计的基础，其中包括
存货的市场价格及本集团过往的营运成本。存货的实际售价、完工成本及
销售费用和税金可能随市场销售状况、生产技术工艺或存货的实际用途等
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可能会随上述原因而发生变
化。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调整将影响估计变更当期的损益。 

 
(c) 除存货及金融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减值 

 
如附注三、19 所述，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除存货及金融资产外的其他
资产进行减值评估，以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是否下跌至低于其账面价值。
如果情况显示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可能无法全部收回，有关资产便会视为
已减值，并相应确认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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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回金额是资产(或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
(或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当本集团不能可
靠获得资产(或资产组)的公开市价，且不能可靠准确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
时，本集团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可回收金额。在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时，需要对该资产(或资产组)生产产品的产量、售价、相关经营
成本以及计算现值时使用的折现率等作出重大判断。本集团在估计可收回
金额时会采用所有能够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根据合理和可支持的假设所
作出有关产量、售价和相关经营成本的预测。 

 
(d) 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折旧和摊销 

 
如附注三、13、14 和 17 所述，本集团对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等资产在考虑其残值后，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和摊销。本集团定期
审阅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和摊销费用数
额。资产使用寿命是本集团根据对同类资产的已往经验并结合预期的技术
改变而确定。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来期间对折旧和摊
销费用进行调整。 

 
(e) 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估计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时，本集团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并以预期收回该资产期间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为基础计算并确认相关递
延所得税资产。本集团需要运用判断来估计未来取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间
和金额，并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对未来的适用所得税税率
进行合理的估计和判断，以决定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额。如果未
来期间实际产生的利润的时间和金额或者实际适用所得税税率与管理层
的估计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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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项 
 
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

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
交增值税 

3%、6%、11%
13%及 17%

营业税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3%或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及营业税计征 1%至 7%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及营业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及营业税计征 2%
资源税 按照石灰石和粘土等实际开采吨数乘以

相应税率计征 
每吨人民币 0.5 元至

人民币 3 元
土地使用税 按实际占用应税土地面积乘以适用税额

计征 
每平方米人民币 0.6

元至人民币 30 元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除注 2

 
除下述注 2 所述子公司外，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本年度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2014：25%)。 

 
2、 税收优惠及批文 
 

享受税收优惠的各子公司资料列示如下： 
 
公司名称 优惠税率 优惠原因 
 
平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广元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广元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礼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礼泉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贵阳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贵定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贵定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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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优惠税率 优惠原因 
 
遵义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广西四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合工贸”)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贵州六矿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六矿瑞安”)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乾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乾县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黔西南州发展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黔西南公司”)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四川南威水泥有限公司 (“南威水泥”)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梁平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铜仁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铜仁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水城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城海螺”) 15% 西部大开发 (注 (i) ) 

新疆困难地区重点 
鼓励发展产业企业 

哈密弘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哈密建材”) 12.5% (注 (ii) ) 
 

注 (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颁布的 2015 年第 4 号《关于执
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对设在
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新增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
业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经企业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 16
家企业已于 2015 年取得主管税务机关的相关批复，确认其符合享受优
惠税率的条件。除铜仁海螺于 2015 年才开始适用优惠税率，其余 15 家
子公司均已按 15%汇算清缴 2014 年企业所得税。 

 
注 (ii)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财税 2011 年第 53

号《关于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在新疆困难地区新办的属于《新疆困
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
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哈密建材已在 2012 年 10 月
取得税务局备案批复，确认其从 2012 年至 2016 年享受企业所得税“两
免三减半”，故其 2015 年度适用税率为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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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外币 
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
金额

外币
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
金额

库存现金：    
人民币 132,773 1 132,773 265,890 1 265,890
美元 4,692 6.4936 30,468 2,801 6.1190 17,139

印尼盾 707,290,959 
  0.47072/

千印尼盾 332,936 38,375,320
0.49188/ 

千印尼盾 18,876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3,928,456,362 1 13,928,456,362 9,977,022,775 1 9,977,022,775
美元 49,188,836 6.4936 319,412,623 657,303,891 6.1190 4,022,042,509

印尼盾 77,898,914,429 
0.47072/

千印尼盾 36,668,577 25,903,800,413
0.49188/ 

千印尼盾 12,741,561

港币 746 0.8378 625 16,160 0.7889 12,749
   

其他货币 
资金： 

  

人民币 184,986,851 1 184,986,851 139,484,527 1 139,484,527
港币 1,700,808 0.8378 1,424,937  
合计  14,471,446,152  14,151,606,026
其中： 
存放在境外 
的款项总额 

 320,905,809  65,646,934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的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人民币 10,023,464,073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0,024,499,650 元)。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的其他货币资金主要包括开立银行保函的保证金
人民币 32,987,666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3,830,290 元) ，专项保证
金人民币 151,999,185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25,654,237 元) ，存出
投资款人民币 1,424,937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种类 2015 年 2014 年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衍生金融资产 - 20,343,265

合计 - 20,343,265
 

衍生金融资产主要为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掉期合约。本集团已将持有的外汇掉
期合约在 2015 年全部交割，其所持有的远期外汇合约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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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票据 
 

(1) 应收票据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种类 2015 年 2014 年

银行承兑汇票 4,478,683,746 3,895,387,144
商业承兑汇票 16,500,000 13,500,000
合计 4,495,183,746 3,908,887,144

 
上述应收票据均为一年内到期。 

 
(2)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已质押的应收票据(2014 年 12 月 31 日：

无) 
 

(3) 年末本集团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种类 
年末终止 
确认金额 

年末未终止
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2,330,273,344 1,734,197,809
合计 2,330,273,344 1,734,197,809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为结算贸易应付款项人民币 2,330,273,344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617,232,606 元)而将等额的未到期应收票
据背书予供货商，而由于本集团管理层认为该等未到期票据所有权的风险
及回报已实质转移，故而完全终止确认该等应收票据及应付供货商款项。
本集团对该等完全终止确认的未到期应收票据的继续涉入程度以出票银
行无法向票据持有人结算款项为限。本集团继续涉入所承受的可能最大损
失为本集团背书予供货商的未到期应收票据款项，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人
民币 2,330,273,344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617,232,606 元)。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未到期应收票据人民币 1,734,197,809 元 (二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289,066,503 元) 背书予供货商以结算应付账
款未被终止确认，主要是因为管理层认为票据所有权之信贷风险尚未实质
转移。其相对应的应付账款也未终止确认。上述未到期应收票据以及应付
账款的面值约等于其公允价值。该等未到期应收票据限期为一年。 
 

(4)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因出票人未履约而将其转应收账款的票
据(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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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按客户类别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1. 应收关联公司 29,450,492 23,319,715
2. 其他客户 401,584,341 318,910,114
小计 431,034,833 342,229,829
减：坏账准备 8,982,429 8,982,429
合计 422,052,404 333,247,400

 
(2) 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2014 年
1 年以内(含 1 年) 422,052,404 333,247,400
1 年至 2 年(含 2 年) - -
2 年至 3 年(含 3 年) - -
3 年以上 8,982,429 8,982,429
小计 431,034,833 342,229,829
减：坏账准备 8,982,429 8,982,429
合计 422,052,404 333,247,400

 
账龄自应收账款确认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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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注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了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 - - - -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 1 (a) 8,982,429 2% 8,982,429 100% - 8,982,429 3% 8,982,429 100% - 
组合 2 (a) 422,052,404 98% - 0% 422,052,404 333,247,400 97% - 0% 333,247,400 
组合小计 (a) 431,034,833 100% 8,982,429 2% 422,052,404 342,229,829 100% 8,982,429 3% 333,247,40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了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 - - - - 

合计  431,034,833 100% 8,982,429 2% 422,052,404 342,229,829 100% 8,982,429 3% 333,247,400 

 
注*：此类包括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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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合中，年末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422,052,404 - -
1 至 2 年 - - -
2 至 3 年 - - -
3 年以上 8,982,429 8,982,429 100%
合计 431,034,833 8,982,429 2%

 
(4) 本年计提、收回、转回或核销的坏账准备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余额 8,982,429 9,857,865 
本年计提 - - 
本年收回或转回 - 400,000 
本年核销 - 475,436 
年末余额 8,982,429 8,982,429 

 
(5) 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余额 

的比例 
(%)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1. 客户 A 46,199,886 10.72% -
2. 客户 B 36,814,583 8.54% -
3. 客户 C 27,893,494 6.47% -
4. 建德市成利建材有限

公司(“成利建材”) 
19,753,440 4.58% -

5. 客户 D 16,334,387 3.79% -
合计 146,995,790 3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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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付款项 
 
(1) 预付款项分类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预付货款 443,543,734 534,817,282
减：减值准备 1,266,221 1,266,221
合计 442,277,513 533,551,061

 
(2) 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2014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439,601,376 99.11% 530,034,880 99.10%
1 至 2 年(含 2 年) 1,259,637 0.28% 2,019,701 0.38%
2 至 3 年(含 3 年) 1,416,500 0.32% 1,496,480 0.28%
3 年以上 1,266,221 0.29% 1,266,221 0.24%
小计 443,543,734 100% 534,817,282 100%
减：减值准备 1,266,221 - 1,266,221 -
合计 442,277,513 100% 533,551,061 100%

 
账龄自预付款项确认日起开始计算。 

 
(3)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项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占预付款 

项余额 
的比例(%)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1. 供应商 A 预付货款 92,045,849 一年以内 20.75% -
2. 供应商 B 预付货款 28,912,302 一年以内 6.52% -
3. 供应商 C 预付货款 16,804,241 一年以内 3.79% -
4. 供应商 D 预付货款 10,116,607 一年以内 2.28% -
5. 供应商 E 预付货款 8,613,908 一年以内 1.94% -
合计  156,492,907 一年以内 3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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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收利息 
 

(1) 应收利息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定期存款 46,606,434 53,542,491
合计 46,606,434 53,542,491

 
7、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按客户类别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1. 应收关联方 93,866,178 39,508,180
2. 其他 696,810,846 506,143,630
小计 790,677,024 545,651,810
减：坏账准备 27,572,502 27,712,914
合计 763,104,522 517,938,896

 
(2) 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2014 年
1 年以内(含 1 年) 732,387,439 490,180,596
1 年至 2 年(含 2 年) 21,528,684 19,174,358
2 年至 3 年(含 3 年) 9,188,399 8,583,942
3 年以上 27,572,502 27,712,914
小计 790,677,024 545,651,810
减：坏账准备 27,572,502 27,712,914
合计 763,104,522 517,938,896

 
账龄自其他应收款确认日起开始计算。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123 

(3)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注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了 
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 - - -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 1 (a) 647,460,110 82% 27,572,502 4% 619,887,608 306,988,770 56% 27,712,914 9% 279,275,856 

组合 2 (a) 143,216,914 18% - 0% 143,216,914 238,663,040 44% - 0% 238,663,040 
组合小计 (a) 790,677,024 100% 27,572,502 3% 763,104,522 545,651,810 100% 27,712,914 5% 517,938,89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 
了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 - - - - - - - - 

合计  790,677,024 100% 27,572,502 3% 763,104,522 545,651,810 100% 27,712,914 5% 517,938,896 

 
注*：此类包括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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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合中，年末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732,387,439 - -
1 至 2 年 21,528,684 - -
2 至 3 年 9,188,399 - -
3 年以上 27,572,502 27,572,502 100%
合计 790,677,024 27,572,502 3%

 
(4) 本年计提、收回、转回或核销的坏账准备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余额 27,712,914 27,766,826 
本年计提 - - 
本年收回或转回 140,412 53,912 
本年核销 - - 
年末余额 27,572,502 27,712,914 

 
(5) 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1. 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贷款 143,216,914 238,663,040
2. 存出保证金 206,093,089 163,776,832
3. 其他 441,367,021 143,211,938
小计 790,677,024 545,651,810
减：坏账准备 27,572,502 27,712,914
合计 763,104,522 517,93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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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年末金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年末余额 
的比例(%)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1. 客户 E 
第三方 

拆出资金 
200,000,000 一年以内 25.29% - 

2. 成利建材 
关联方 

拆出资金 
27,960,000 一年以内 3.54% - 

3. 客户 F 
向地方政府 
提供的贷款 

20,000,000 一年以内 2.53% - 

4. 客户 G 
向地方政府 
提供的贷款 

15,000,000 一年以内 1.90% - 

5.客户 H 
向地方政府 
提供的贷款 

12,500,000 一年以内 1.58% - 

合计  275,460,000  34.84% - 

 
8、 存货 

 
(1) 存货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存货种类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881,799,001 2,560,853 1,879,238,148 2,320,453,371 5,314,690 2,315,138,681
在产品 191,466,717 - 191,466,717 172,033,889 - 172,033,889
库存商品 2,167,334,550 - 2,167,334,550 1,889,501,065 697,460 1,888,803,605
合计 4,240,600,268 2,560,853 4,238,039,415 4,381,988,325 6,012,150 4,375,976,175

 
上述存货预计于一年内流转。 

 
(2) 存货本年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存货种类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余额
原材料 2,320,453,371 32,247,678,392 32,686,332,762 1,881,799,001
在产品 172,033,889 34,459,253,513 34,439,820,685 191,466,717
库存商品 1,889,501,065 37,143,267,548 36,865,434,063 2,167,334,550
小计 4,381,988,325 103,850,199,453 103,991,587,510 4,240,600,268
减：跌价准备 6,012,150 - 3,451,297 2,560,853
合计 4,375,976,175 103,850,199,453 103,988,136,213 4,238,03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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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存货种类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减少金额 

年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5,314,690 - - 2,753,837 - 2,560,853
在产品 - - - - - -
库存商品 697,460 - - 697,460 - -
合计 6,012,150 - - 3,451,297 - 2,560,853

 
为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为基
础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库存商品，其可变现净值以合
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当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相关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本年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对已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在耗用或销售时结
转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9、 其他流动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预缴所得税 344,253,113 158,706,634
待抵扣增值税 949,647,657 1,027,592,316
预缴其他税费 33,774,042 15,664,924
合计 1,327,674,812 1,201,963,874

 
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 按公允价值 
计量的 

3,249,600,352 - 3,249,600,352 3,935,395,280 - 3,935,395,280

 
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之
股票投资，其公允价值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报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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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的成本 2,259,443,129
公允价值 3,249,600,352
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 
变动金额 

990,157,223

已计提减值金额 -
 
(3) 本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没有发生减值(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11、 长期股权投资 
 

(1) 长期股权投资分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对合营企业的投资 767,748,866 436,775,876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2,207,688,120 2,207,368,342
小计 2,975,436,986 2,644,144,218
减：减值准备  

- 合营企业 - -
- 联营企业 - -

合计 2,975,436,986 2,644,14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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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股权投资本年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减变动 

年末余额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追加投资 减少投资

权益法下确认
的投资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宣告发放现金
股利或利润 计提减值准备

合营企业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265,471,173 - - 29,600,828 - - -23,358,022 - 271,713,979 - 

中缅 (芜湖)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缅贸易”) 

110,149,839 68,932,125 - 36,955,362 - - - - 216,037,326 - 

印尼巴布亚水泥有限公司 
(“西巴水泥”) 

61,154,864 187,760,161 - -38,192,705 12,996,358 - - - 223,718,678 - 

缅甸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缅甸海螺”) 

- 56,503,553 - 1,365,512 -1,590,182 - - - 56,278,883 - 

小计 436,775,876 313,195,839 - 29,728,997 11,406,176 - -23,358,022 - 767,748,866 - 
联营企业 
安徽朱家桥水泥有限公司 
(“朱家桥水泥”) 

47,422,091 - - -3,958,108 - - - - 43,463,983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青松建化”)* 

2,159,946,251 - -1,405,946,844 26,392,686 94,492 - -5,841,120 - 774,645,465 - 

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西部水
泥”)** 

- 1,449,828,915 - -60,250,243 - - - - 1,389,578,672 - 

小计 2,207,368,342 1,449,828,915 -1,405,946,844 -37,815,665 94,492 - -5,841,120 - 2,207,688,120 - 
合计 2,644,144,218 1,763,024,754 -1,405,946,844 -8,086,668 11,500,668 - -29,199,142 - 2,975,436,986 - 

 
注*：于 2015 年 4 月至 7 月，本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青松建化 242,326,262 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558,095,423 元。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团合计持有青松建化 146,028,004 股，占青松建化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59%。 
 
注**：于 2015 年 6 月，本集团与西部水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本集团认购西部水泥 903,467,970 股股份，占西部水泥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6.67%。本集团认
购西部水泥股份的价格为每股港币 1.69 元（人民币约 1.35 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204,113,019 元。于 2015 年 10 月，本集团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西部水泥 244,098,000 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45,715,896 元。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合计持有西部水泥 1,147,565,970 股，占西部水泥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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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资性房地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房屋及建筑物
原值 

年初余额 34,189,463
本年增加 

- 固定资产转入 9,768,418
本年减少 -
年末余额 43,957,881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2,075,111
本年计提 1,263,110

固定资产转入 464,004
本年减少 -
年末余额 3,802,225

 
减值准备 

年初及年末余额 -
 
账面价值 

年末 40,155,656
年初 32,11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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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固定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永久业权土地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办公设备
及其他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原值  
年初余额 33,174,319,575 44,377,261,719 626,184,070 1,691,966,683 79,869,732,047
本年增加  
    - 购置 20,077,355 399,642,394 24,638,490 182,164,605 626,522,844

  - 在建工程转入 3,118,107,305 3,451,414,293 2,400,352 5,520,692 6,577,442,642
    -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增加 
812,656,572 693,653,395 1,476,237 14,408,048 1,522,194,252

本年处置或报废 89,110,825 164,665,684 1,166,517 37,258,913 292,201,939
本年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9,768,418 - - - 9,768,418
年末余额 37,026,281,564 48,757,306,117 653,532,632 1,856,801,115 88,293,921,428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5,485,455,941 15,489,263,276 479,611,176 1,116,834,355 22,571,164,748
本年计提 1,002,750,631 2,980,662,167 27,891,786 199,552,569 4,210,857,153
本年处置或报废 78,608,954 97,049,083 1,026,180 24,895,473 201,579,690
本年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464,004 - - - 464,004
年末余额 6,409,133,614 18,372,876,360 506,476,782 1,291,491,451 26,579,978,207
  
减值准备  
年初余额 14,416,292 33,638,696 12,636 - 48,067,624
本年计提 - - - - -
本年处置或报废 5,491,148 24,154,552 - - 29,645,700
年末余额 8,925,144 9,484,144 12,636 - 18,421,924
  
账面价值  
年末 30,608,222,806 30,374,945,613 147,043,214 565,309,664 61,695,521,297
年初 27,674,447,342 28,854,359,747 146,560,258 575,132,328 57,250,499,675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固定资产抵押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311,728,311 元的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作为人民币 650,000,000 元的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抵押物之一)。 
 

2015 年，本集团无新增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014 年：无)。 
 

2015 年，本集团因处置固定资产而转出计提的减值准备人民币 29,645,700 元
(2014 年：人民币 579,972 元)。 
 

14、 在建工程 
 

(1) 在建工程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1,571,510,183 - 1,571,510,183 3,975,224,102 - 3,975,224,102
 

本集团在建工程本年新增中包括由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新增的在建
工程人民币 115,589,094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999,397,1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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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在建工程项目本年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年初
余额

本年
增加

本年转入
固定资产 年末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

工程
进度

利息资本化
累计金额 

其中： 
本年利息

资本化金额

本年
利息资
本化率

(%) 资金来源 
乐清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乐清海螺”)200 万 t/a 水泥
粉磨及配套码头工程 

615,310,000 478,405,716 24,977,138 -502,512,418 870,436 100% 投产 - - - 自有资金 

阳春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阳春海螺”)二期 12000t/d
熟料线+440 万 t/a 水泥粉磨
+18MW 余热发电 

1,173,380,000 335,085,331 627,368,545 -921,186,862 41,267,014 82%
部分
投产

7,036,721 - -
自有资金 

及其他借款 

铜仁海螺一期二期 2*4500t/d
熟料线+220 万 t/a 水泥粉磨
+9MW 余热发电 

1,282,620,000 459,394,625 719,264,372 -1,166,527,632 12,131,365 97%
部分
投产

- - - 自有资金 

祁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祁阳海螺”)二期4500t/d
熟料线+220万t/a粉磨站
+9MW余热发电 

428,280,000 54,598,945 314,501,843 -358,879,493 10,221,295 100% 投产 - - - 自有资金 

南加里曼丹海螺水泥有限公
司(“印尼南加海螺”)一二期
2*3200t/d熟料线+2*155万t/a
水泥粉磨+2*18MW燃煤发电 

2,261,350,000 18,799,970 192,237,507 - 211,037,477 71%
部分
投产

4,856,040 4,856,040 1.84%
~3.90%

自有资金 
及其他借款 

重庆海螺二期4500t/d熟料线
+9MW余热发电+配套码头
设施 

531,990,000 30,019,328 68,055,130 -98,074,458 - 100% 投产 - - - 自有资金 

印尼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印
尼海螺”）440万t/a粉磨站码
头工程 

975,310,000 32,515,371 125,831,099 - 158,346,470 16% 在建 - - -
自有资金 

及其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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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预算数
年初
余额

本年
增加

本年转入
固定资产 年末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

工程
进度

利息资本化
累计金额 

其中： 
本年利息

资本化金额

本年
利息资
本化率

(%) 资金来源 
文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文山海螺”)4500t/d 熟料线
+220 万 t/a 水泥粉磨+9MW 余热
发电 

812,120,000 573,223,548 47,194,899 -619,175,781 1,242,666 99% 投产 - - - 自有资金 

巴中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巴中海螺”)4500t/d 熟料线
+220 万 t/a 水泥粉磨+9MW 余热
发电 

769,690,000 605,628,729 127,084,930 -732,713,659 - 100% 投产 - - - 自有资金 

贵阳海螺三期4500t/d熟料线
+220万t/a水泥+9MW余热发电 

631,720,000 139,920,939 394,106,608 -533,802,834 224,713 87% 投产 631,029 631,029 5.4%
自有资金 

及其他借款 
临夏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临夏海螺”)2*4500t/d 熟料线
+2*220 万 t/a 水泥粉磨+2*9MW
余热发电+110 万 t/a 粉磨站
+4.5MW 余热发电 

1,442,020,000 585,043,773 167,975,615 -696,002,532 57,016,856 52%
部分
投产

- - - 自有资金 

盈江允罕水泥有限公司（“盈江
允罕”）4500t/d 熟料线+220 万
t/a 水泥粉磨+9MW 余热发电 

773,390,000 39,935,765 194,295,675 -3,339,086 230,892,354 37% 在建 6,145,249 - -
自有资金 

及其他借款 

湖南省云峰水泥有限公司(“湖
南云峰”)二期 4500t/d 熟料线
+220 万 t/a 水泥粉磨+9MW 余热
发电 

782,632,800 62,802,854 47,421,302 -24,587,909 85,636,247 14% 在建 - - - 自有资金 

弋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弋阳海螺”)二期 4500t/d 熟
料线+9MW 余热发电 

502,660,00 27,741,168 74,773,243 -43,349,915 59,164,496 20% 在建 - - - 自有资金 

南通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海螺”)100 万 t/a 粉磨站 

214,350,000 - 7,979,407 - 7,979,407 4% 在建 - - - 自有资金 

其他 532,108,040 1,040,661,410 -877,290,063 695,479,387 8,995,625 -  
合计 3,975,224,102 4,173,728,723 -6,577,442,642 1,571,510,183 27,664,664 5,48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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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物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预付大型设备款 913,374,953 794,690,539
专用设备 132,149,220 592,530,110
专用材料 14,836,724 29,617,379
合计 1,060,360,897 1,416,838,028

 
本集团工程物资本年新增中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新增的工程物资(2014 年：
人民币 122,524,199 元)。 

 
16、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土地使用权 矿山开采权 粘土取土权 其他 合计
账面原值  
年初余额 4,480,681,573 3,234,277,182 42,420,470 28,431,727 7,785,810,952
本年增加  
   -购置 351,724,284 113,245,191 3,446,502 64,003 468,479,980

 -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增加 

129,993,071 96,503,847 - 11,875 226,508,793

本年处置 12,381,378 - - - 12,381,378
年末余额 4,950,017,550 3,444,026,220 45,866,972 28,507,605 8,468,418,347
  
累计摊销  
年初余额 564,215,082 486,541,879 10,936,827 2,491,574 1,064,185,362
本年计提 106,917,305 136,300,899 2,642,786 1,338,765 247,199,755
本年处置 3,454,123 - - - 3,454,123
年末余额 667,678,264 622,842,778 13,579,613 3,830,339 1,307,930,994
  
减值准备  
年初及年末余额 - - - - -
  
账面价值  
年末账面价值 4,282,339,286 2,821,183,442 32,287,359 24,677,266 7,160,487,353
年初账面价值 3,916,466,491 2,747,735,303 31,483,643 25,940,153 6,721,625,590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无形资产抵押(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61,799,922 元的土地使用权已作为本集团人民币 650,000,000 元的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的抵押物之一)。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134 

(2)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无形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原因 
土地使用权 221,312,651 申请登记注册中 
矿山开采权 9,350,500 申请登记注册中 
合计 230,663,151  

 
17、 商誉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 
形成商誉的事项 

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处置 年末余额

账面原值   
分宜海螺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分宜海螺”) 

 16,119,621 - - 16,119,621

贵阳海螺  14,215,986 - - 14,215,986
贵定海螺  8,018,620 - - 8,018,620
遵义海螺  990,744 - - 990,744
四合工贸  37,297,978 - - 37,297,978
众喜项目 * 116,066,524 - - 116,066,524
六矿瑞安  720,244 - - 720,244
亳州海螺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亳州海螺”) 

 847,196 - - 847,196

广西凌云通鸿水泥有
限公司 
  (“凌云通鸿”) 

 18,111,842 - - 18,111,842

临夏海螺  86,977,238 - - 86,977,238
盈江允罕  376,340 - - 376,340
邵阳市云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邵阳云峰”) 

 27,248,174 - - 27,248,174

湖南云峰  41,722,799 - - 41,722,799
国产实业 (湖南)水泥
有限公司 
(“国产实业”) 

 5,843,883 - - 5,843,883

赣州海螺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赣州海螺”） 

（a） - 89,173,499 - 89,173,499

小计  374,557,189 89,173,499 - 463,730,688
减值准备  - - - -
合计  374,557,189 89,173,499 - 463,73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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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凤凰山公司”)、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有限
公司(“金陵河公司”)、乾县众喜水泥有限公司(“乾县众喜”)、陕西众喜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众喜集团”)的水泥相关业务资产，合称“众喜项目”。 
 

(a) 本集团于 2015 年设立赣州海螺，并与江西圣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圣塔实
业”)、江西圣塔集团泓瑞建材有限公司（“泓瑞建材”）以及赣州市天和建材
有限公司（“天和建材”）签订收购协议约定人民币 2,048,187,871 元作为合并
成本。其收购了圣塔实业、泓瑞建材和天和建材完整的熟料生产线、水泥生
产线、土地、矿山及存货等资产以及与该资产不可分割的其他资产和权益(“被
转让资产”)。该资产组合具有投入、加工处理和产出能力，因此被视作企业
合并。合并成本超过可辨认资产价值的差额人民币 89,173,499 元确认为与赣
州海螺相关的商誉。 

 
为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商誉会分配至一组资产组(即在每次收购中购入的子公
司或子公司的组合)。这些资产组亦即本集团为内部管理目的评估商誉的最低
层次。 
 
商誉的可收回金额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方法确定。本集团根据管理层
批准的最近未来 5 年财务预算和 12.53%的税前折现率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超过 5 年财务预算之后年份的现金流量均保持稳定。对可收回金
额的预计结果并没有导致确认减值损失。但预计该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所依据的关键假设可能会发生改变，管理层认为如果关键假设发生负面变动，
则可能会导致本集团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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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可抵扣或

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
产/负债(负债

以“－”号填列)

可抵扣或 
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 
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
产/负债(负债以

“－”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53,109,736 13,277,434 54,589,620 13,647,405

可抵扣亏损 911,506,433 195,271,743 406,643,226 83,114,272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880,326,112 220,081,528 694,906,862 173,726,7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6,393,050 1,598,263 1,472,704 368,176

递延收益 125,553,298 26,129,208 79,460,071 15,041,788
小计 1,976,888,629 456,358,176 1,237,072,483 285,898,357

互抵金额 -9,687,156 -2,421,789 -9,687,156 -2,421,789

互抵后的金额 1,967,201,473 453,936,387 1,227,385,327 283,476,5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 
并资产评估增值 

-1,207,009,418 -301,752,354 -1,267,274,071 -316,818,518

固定资产折旧 -45,906,859 -11,476,715 -61,656,689 -12,986,7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 - -20,343,265 -5,085,81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990,157,223 -247,539,306 -758,813,423 -189,703,355

小计 -2,243,073,500 -560,768,375 -2,108,087,448 -524,594,471

互抵金额 9,687,156 2,421,789 9,687,156 2,421,789

互抵后的金额 -2,233,386,344 -558,346,586 -2,098,400,292 -522,17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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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可抵扣亏损 2,566,963 9,590,997

 
(3)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到期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 5,227,736 
2016 年 1,527,782 1,995,278 
2017 年 223,774 666,803 
2018 年 230,557 627,824 
2019 年 122,480 1,073,356 
2020 年 462,370 - 
合计 2,566,963 9,590,997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代政府代垫款 395,180,940 633,536,400
预付土地款及工程款 206,756,078 127,292,589
预付收购款 445,546,720 -
小计 1,047,483,738 760,828,989
减：一年内到期部分 143,216,914 238,663,040
合计 904,266,824 522,165,949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是预付土地款及工程款和因工
程所需，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代垫之款项。该等代垫款将于相关工程项目前期
筹备工作结束后予以清偿。其中人民币 160,810,000 元代垫款无抵押、无担保，
按年利率 4.60% ~ 6.40% 计算利息；人民币 234,370,940 元代垫款无抵押、无担
保且不计息。该等代垫款项预计将于 2016 年至 2019 年收回。 
 
预付收购款为本集团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巢湖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巢湖海
螺”）于 2015 年与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巢东水泥”)签订收购协议, 以
人民币 1,113,866,800 元作为对价收购巢东水泥所有的水泥生产相关业务。根据
协议，本集团向巢东水泥预付部分收购款人民币 445,546,7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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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短期借款 
 

(1) 短期借款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保证借款 223,500,000 75,000,000
信用借款 636,371,964 197,380,116
合计 859,871,964 272,380,116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的短期借款中有人民币 223,500,000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75,000,000 元)由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盘
江控股”)提供担保。 

 
(2) 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 

 
本集团本年无此类事项(2014 年：无)。 

 
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交易性金融负债  
其中：衍生金融负债 6,393,050 1,472,704
合计 6,393,050 1,472,704

 
衍生金额负债主要为远期外汇合约。远期外汇合约的公允价值是采用对远期外
汇合约的行权价格与市场远期价格之差的方法来确认。 

 
22、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账款 3,904,053,518 4,024,948,109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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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预收款项 1,355,100,411 1,092,772,458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无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预收款项(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24、 应付职工薪酬 
 

(1) 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短期薪酬  509,197,334 3,597,232,449 3,527,058,646 579,371,137
离职后福利 
  -设定提存计划  12,436,996 445,800,183 454,845,885 3,391,294

一年内到期的解除 
国有企业职工劳 
动关系之经济 
补偿金 

五、32 1,958,855 - 1,958,855 -

合计  523,593,185 4,043,032,632 3,983,863,386 582,762,431

 
(2) 短期薪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461,477,273 2,905,570,371 2,817,869,926 549,177,718

职工福利费 - 240,224,596 240,224,596 -

社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4,130,752 154,958,651 158,507,146 582,257

工伤保险费 492,208 28,810,062 29,162,513 139,757

生育保险费 169,166 12,425,064 12,551,864 42,366

住房公积金 2,021,825 221,180,811 222,805,313 397,323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40,906,110 34,062,894 45,937,288 29,031,716

合计 509,197,334 3,597,232,449 3,527,058,646 579,3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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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基本养老保险 11,363,606 416,735,806 424,883,213 3,216,199
失业保险费 1,073,390 29,064,377 29,962,672 175,095
合计 12,436,996 445,800,183 454,845,885 3,391,294

 
25、 应交税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增值税 147,268,715 157,424,487
企业所得税 259,155,367 512,642,005
资源税 79,374,938 63,231,624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附加 233,908,574 15,229,248
土地使用税 48,215,514 35,982,107
教育费附加 7,328,047 9,754,03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426,794 16,958,962
其他 183,534,237 172,949,715
合计 972,212,186 984,172,185

 
26、 应付利息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长期借款利息 6,210,596 10,057,445 
公司债券利息 340,122,276 340,122,276 
短期借款利息 76,126 331,912 
合计 346,408,998 350,511,633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无重要的已逾期未支付的利息(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27、 应付股利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少数股东股利 153,765,5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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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他应付款 
 

(1) 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工程、设备款 2,099,944,235 2,429,970,720 
应付股权转让款及收购价款 1,079,681,376 971,011,863 
工程质保金 540,707,884 624,872,945 
存入保证金 470,963,030 366,883,520 
履约保证金 166,308,292 180,101,315 
其他 278,612,995 317,530,896 
合计 4,636,217,812 4,890,371,259 

 
(2) 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未偿还原因
应付工程设备款 292,153,242 工程尚未达到付款条件
工程质保金 71,077,197 质保期限尚未到期
合计 363,230,439

 
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项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587,946,449 2,056,787,727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6,997,429,561 -
合计 7,585,376,010 2,056,78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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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抵押借款 - 650,000,000 
保证借款 322,200,000 164,265,000 
信用借款 265,746,449 1,242,522,727 
合计 587,946,449 2,056,787,727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中有人民币
208,000,000 元由海螺集团提供担保，人民币 75,000,000 元由盘江控股提供
担保，人民币 39,200,000 元由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24,265,000 元由海螺集团担保，人民币
40,000,000 元由盘江控股提供担保)。 
 

(3)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1 海螺 01 6,997,429,561 -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的增减变动(不包括划分为金融负债的优先股、永续
债等其他金融工具)：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面值 发行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金额 

11 海螺 01 7,000,000,000
2011 年

5 月 23 日
五年 7,000,000,000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 
发行 

按面值 
计提利息

折溢价 
摊销 

本年偿还 年末余额

11 海螺 01 6,991,386,930 - 355,600,000 6,042,631 355,600,000 6,997,429,561
 

30、 长期借款 
 

(1) 长期借款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保证借款 250,000,000 640,000,000 
信用借款 1,996,400,640 1,464,520,602 
合计 2,246,400,640 2,104,5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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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借款条件分类列示的长期借款利率区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末金额 利率区间
保证借款 250,000,000 4.41%-5.31%
信用借款 1,996,400,640 1.53%-5.31%
合计 2,246,400,640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的长期借款中有人民币 250,000,000 元由盘
江控股提供担保(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17,000,000 元由海螺集团
担保，人民币 423,000,000 元由盘江控股提供担保)。 
 

31、 应付债券 
 

(1) 应付债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11 海螺 01 - 6,991,386,930
11 海螺 02 2,496,121,135 2,494,647,662
12 海螺 01 2,499,234,964 2,498,844,396
12 海螺 02 3,497,924,875 3,497,676,078
合计 8,493,280,974 15,482,555,066

 
(2) 应付债券的增减变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面值 发行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金额
11 海螺 02 2,500,000,000 2011 年 5 月 23 日 七年 2,500,000,000
12 海螺 01 2,500,000,000 2012 年 11 月 7 日 五年 2,500,000,000
12 海螺 02 3,500,000,000 2012 年 11 月 7 日 十年 3,500,000,000
合计 8,500,000,000 ─ ─ 8,500,000,000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
发行

按面值 
计提利息

折溢价摊销 本年偿还 年末余额

11 海螺 02 2,494,647,662 - 130,000,000 1,473,474 130,000,000 2,496,121,136
12 海螺 01 2,498,844,396 - 122,250,000 390,568 122,250,000 2,499,234,964
12 海螺 02 3,497,676,078 - 178,500,000 248,796 178,500,000 3,497,924,874
合计 8,491,168,136 - 430,750,000 2,112,838 430,750,000 8,493,28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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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解除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之 
经济补偿金 (a)(b) 

- 7,576,231 

减：一年内支付的部分    
一年内到期的解除国有企业职

工劳动关系之经济补偿金 五、24 - 1,958,855 

合计  - 5,617,376 
 

(a) 根据海螺集团于 2002 年与南京化建产业 (集团) 有限公司 (“南京化
建”) 签订之协议，购买南京化建其一下属水泥厂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本
公司之子公司中国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水泥厂”) 需承担有关解除国有
企业职工劳动关系之经济补偿金共约人民币 82,270,900 元。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应付款已经支付完毕(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650,834
元)。 

 
(b) 根据本公司的子公司南京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南京海螺”) 于 1998 年

与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签订之有关购买其一下属水泥厂经营性资
产及负债的协议，南京海螺需支付解除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之经济补偿
金共计人民币约 10,000,000 元。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应付款已经提
前支付完毕(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5,925,397 元)。 

 
33、 递延收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形成原因 

政府补助 111,614,735 51,196,817 9,870,249 152,941,303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并按资产折旧进度进行
分摊 

未实现售后 
租回收益 
  (融资租赁) 

18,366,513 - 1,676,983 16,689,530

本集团 2010 年售后租回
形成融资租赁业务中资
产售价与账面价值差额
确认递延收益并按资产
折旧进度进行分摊 

合计 129,981,248 51,196,817 11,547,232 169,63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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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政府补助的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新增 
补助金额 

本年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年末余额 

节能技改补助 95,568,070 51,196,817 6,823,584 139,941,303
能源项目补助 16,046,665 - 3,046,665 13,000,000
合计 111,614,735 51,196,817 9,870,249 152,941,303

 
34、 股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余额

本年变动增减(＋、－) 

年末余额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无限售条件股份 5,299,302,579 - - - - - 5,299,302,579
  - 人民币普通 
 股(A 股) 

3,999,702,579 - - - - - 3,999,702,579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H 股) 

1,299,600,000 - - - - - 1,299,600,000

合计 5,299,302,579 - - - - - 5,299,302,579

 
除 A 股股东必须为中国公民或法人、H 股股东必须为境外投资者外，A 股与 H
股享有同等权益。A 股股利必须以人民币支付，H 股股利必须以港币支付。 

 
35、 资本公积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股本溢价 (1) 10,498,092,240 - 2,316,877 10,495,775,363
其他 (2) 188,546,162 - - 188,546,162
合计  10,686,638,402 - 2,316,877 10,684,321,525
 

(1)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本年减少为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产生。 
 
(2)  该项目主要为本集团收到的相关政府部门给予的节能技术改造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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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综合收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 

年初余额 
本年所得税前

发生额

减：前期计入
其他综合
收益当期
转入损益

减：
所得税影响

税后归属于 
母公司 

税后归属于 
少数股东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

年末余额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69,110,065 648,444,558 -417,100,755 -57,835,951 173,507,852 - 742,617,917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49,863,024 20,750,075 - - 20,750,075 4,112,166 -29,112,949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
份额 

- 11,500,668 - - 11,500,668 - 11,500,668 

合计 519,247,041 680,695,301 -417,100,755 -57,835,951 205,758,595 4,112,166 725,005,636

 
37、 盈余公积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2,649,651,290 - - 2,649,651,290
 

38、 未分配利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未分配利润  47,061,768,574 37,923,502,213
加：本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516,385,018 10,993,022,264

减：应付普通股股利 (1) -3,444,546,676 -1,854,755,903
年末未分配利润  51,133,606,916 47,061,76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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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内分配普通股股利 
 
根据 2015 年 6 月 2 日股东大会的批准，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向普通股
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 0.65 元，共人民币 3,444,546,676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每股人民币 0.35 元，共人民币 1,854,755,903 元)。 
 

(2) 年末未分配利润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中包含了本公
司的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人民币 3,304,670,631 元  (2014 年：人民币
2,890,782,913 元) 。 

 
39、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49,728,717,808 35,761,997,834 58,964,535,456 38,623,126,052
其他业务 1,247,318,198 1,125,857,343 1,793,965,467 1,641,203,934
合计 50,976,036,006 36,887,855,177 60,758,500,923 40,264,329,986

 
营业收入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49,728,717,808 58,964,535,456
  -销售商品 49,728,717,808 58,964,535,456
小计 49,728,717,808 58,964,535,456
其他业务收入 1,247,318,198 1,793,965,467
  -材料销售收入 673,730,574 1,081,179,639
  -其他 573,587,624 712,785,828
合计 50,976,036,006 60,758,5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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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营业税金及附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税 117,524,385 8,500,6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6,934,617 211,614,063 
教育费附加 90,802,226 119,880,069 
合计 425,261,228 339,994,757 

 
41、 销售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工资及福利费 390,588,585 354,843,615 
折旧费 178,589,033 162,734,584 
出口费、中间费用及运输费 498,643,772 470,283,398 
包装及装卸费 1,611,152,046 1,550,121,180 
其他 426,120,411 398,851,908 
合计 3,105,093,847 2,936,834,685 

 
42、 管理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工资及福利费 1,323,641,338 1,193,814,231 
其他税费 791,112,833 558,446,166 
折旧及摊销 439,418,990 364,848,210 
环保费 142,624,105 127,677,125 
其他 480,798,786 435,071,934 
合计 3,177,596,052 2,679,8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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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财务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贷款及应付款项的利息支出 968,308,588 1,085,358,436 
减：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487,069  46,422,363 
存款及应收款项的利息收入 452,428,228 419,998,846 
净汇兑亏损 52,112,781 87,991,715 
其他财务费用 6,994,657 7,560,189 
合计 569,500,729 714,489,131 

 
本集团本年度用于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人民币借款资本化率为 5.4% 
(2014 年：资本化率为 4.20% ~ 5.78%) ，外币借款资本化率为 1.84%~3.90% (2014
年：1.84%)。 

 
44、 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以“－”号填列)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账款 - -400,000 
预付账款 - -126,080 
其他应收款 -140,412 -53,912 
固定资产 - - 
合计 -140,412 -579,992 

 
4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20,343,265 22,789,787

其中：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20,343,265 20,343,26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4,920,346 -1,472,704

其中：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 

-4,920,346 -1,472,704

合计 -25,263,611 21,317,083
其中：因终止确认而转出至投资（损失）

/收益的金额 
 

-18,870,561 2,44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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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 投资收益分项目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38,179,175 -59,477,814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152,148,579 -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108,848,724 8,572,590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108,848,724 8,572,59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 
投资收益 

9,385,199 29,492,083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648,698,777 -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转入 417,100,755 -
合计 1,880,902,104 -21,413,141

 
47、 营业外收入 
 

(1) 营业外收入分项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注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计入
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计  80,033,550 5,354,659 80,033,550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41,759,775 3,584,793 41,759,775
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38,273,775 1,769,866 38,273,775
政府补助 (2) 1,328,909,877 1,018,565,999 1,014,096,824
其他  35,543,141 50,349,243 35,543,141
合计  1,444,486,568 1,074,269,901 1,129,67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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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补助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补助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具体性质

税收返还 314,813,053 325,798,915
“三废”资源综合利用

增值税返还

出售经核证碳排 
放量收入 

6,803,073 -
出售在联合国清洁发展

机制执行委员会登记注册
的经核证碳排放量收入

其它补贴收入 1,007,293,751 692,767,084
地方政府给予企业发展

的财政补助、补贴
合计 1,328,909,877 1,018,565,999

 
48、 营业外支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计入
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合计 10,406,801 9,376,809 10,406,801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10,406,801 9,376,809 10,406,801
其他 61,190,810 5,561,773 61,190,810
合计 71,597,611 14,938,582 71,597,611
 

49、 所得税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注 2015 年 2014 年
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 
当年所得税 

 
2,580,023,565 3,359,479,727 

递延所得税的变动 (1) -192,121,866 -54,698,124 
汇算清缴差异调整  23,543,460 -9,567,435 
合计  2,411,445,159 3,295,214,168 
 
(1) 递延所得税的变动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暂时性差异的产生和转回 -198,042,433 -58,824,736
所得税税率的变动 5,458,197 3,053,256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可抵扣亏损 

462,370 1,073,356

合计 -192,121,866 -54,69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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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税前利润 10,039,396,835 14,882,809,951
按税率 25% 计算的预期所得税 2,509,849,209 3,720,702,488
加：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
 的影响 

38,221,406 21,321,482

调整以前年度所得税的影响 23,543,460 -9,567,435
冲回以前年度已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 
的影响 

231,033 69,862,399

减：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104,039,775 424,620,717
非应税收入的影响 25,924,897 15,316,355
节能节水设备投资抵免 
所得税 

29,026,344 64,968,475

其他 1,408,933 2,199,219
本年所得税费用 2,411,445,159 3,295,214,168

 
50、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1)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以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合并净利润除以本公司发行
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合并净
利润 

7,516,385,018 10,993,022,264

本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 

5,299,302,579 5,299,302,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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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过程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过程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已发行普通股股数 5,299,302,579 5,299,302,579
年末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5,299,302,579 5,299,302,579

 
(2) 稀释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稀释每股收益与基本每股
收益相同。 

 
51、 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收到政府补助及其他专项拨款 1,065,293,641 773,512,284
其他 26,633,644 33,711,519
合计 1,091,927,285 807,223,803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支付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 992,281,395 901,266,968
其他 110,716,031 48,963,679
合计 1,102,997,426 950,230,647

 
(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利息收入 459,364,285 418,859,488
收回代政府代垫款 337,585,000 104,104,870
收回联营合营企业拆借资金 217,788,320 -
合计 1,014,737,605 522,96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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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代政府代垫款 99,229,540 204,202,951
资金拆出款 417,788,320 -
合计 517,017,860 204,202,951

 
(5)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新收购子公司支付的债务承接款 76,901,827 586,349,199
合计 76,901,827 586,349,199

 

52、 现金流量表相关情况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a)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净利润 7,627,951,676 11,587,595,783
加：资产减值准备 -140,412 -579,992

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4,212,120,263 3,599,239,191
无形资产摊销 247,199,755 228,528,67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69,626,749 4,022,15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
填列） 

25,263,611 -21,317,083

财务费用 574,732,517 696,355,999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845,897,426 21,413,141
负商誉 - -13,090,297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增加 
以“－”号填列) 

-170,459,819 -59,538,07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减少 
以“－”号填列)  

-21,662,047 4,839,950

存货的减少 (增加以“－”号 
填列) 

161,261,093 -577,354,843

经 营 性 应 收 项 目 的 减 少  ( 增 加 以
“－”号填列)  

-895,512,677 3,483,699,176 

经 营 性 应 付 项 目 的 增 加  ( 减 少 以
“－”号填列) 

62,944,272 -1,299,325,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8,174,057 17,654,48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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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年末余额 4,285,034,364 12,512,121,499
减：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12,512,121,499 6,518,932,2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8,227,087,135 5,993,189,211

 
(2) 本年取得或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的相关信息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的有关信息：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的价格 3,811,212,625 1,352,668,495 
本年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于
本年支付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3,158,239,035 820,002,854 

减：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持有的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36,050,203 

加：以前年度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于本年支付的现金
或现金等价物 

406,187,560 260,785,861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3,564,426,595 1,044,738,512 

 
有关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的非现金资产和负债，参见附注六、1(3)
及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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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现金 4,285,034,364 12,512,121,499
其中：库存现金 496,177 301,905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 
 银行存款 

4,261,074,114 3,987,319,94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三个月
以内定期存款 

23,464,073 8,524,499,650

现金等价物 - -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85,034,364 12,512,121,499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 

 使用受限制的现金 
 和现金等价物 

- -

 
53、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受限原因
用于担保的资产  139,484,527 55,829,619 8,902,358 186,411,788 

- 货币资金 五、1 139,484,527 55,829,619 8,902,358 186,411,788 保证金

用于抵押造成所有
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473,528,233 - 473,528,233 - 

- 固定资产 五、14 311,728,311 - 311,728,311 - 

- 无形资产 五、17 161,799,922 - 161,799,922 - 

合计  613,012,760 55,829,619 482,430,591 186,411,788 

 
54、 外币折算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名称 
境外主要 

经营地 
记账

本位币
印尼海螺、印尼南加海螺、 
印尼海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印尼国贸”) 、 
南苏拉威西马诺斯海螺矿山有限公司 
(“南苏矿山”) 、 
印尼马诺斯水泥有限公司 (“马诺斯水泥”) 、 
印尼巴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巴鲁水泥”) 

印度尼西亚 印尼盾

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马德望海螺”) 柬埔寨 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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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子公司根据其在经营地主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作为确定记账本位
币的依据。本年本集团的子公司香港国际由于主要资金往来结算采用人民币，
将记账本位币变更为人民币最能反映企业的主要交易业务的经济结果，因此香
港国际将记账本位币更换为人民币。香港国际采用变更当日的即期汇率将所有
项目折算为变更后的记账本位币，折算后的金额作为以新的记账本位币计量的
历史成本。 
 

六、 合并范围的变更 
 
1、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被合并方 
业务取得

时点及 
购买日 

业务取得成
本 

业务取
得方式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自购买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被购买方 

收入 净利润 净现金流入 

赣州海螺 
2015 年 
6 月 13 日 

2,048,187,871
现金
支付

实际取得对被
购买方控制权

502,639,988 33,669,092 60,417,232

 
赣州海螺是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在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工业园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从事水泥、熟料的生产、仓储和销售，石子、建筑骨料生产和销售等
业务。其中海螺水泥持股 55%，广州市虔州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5%。 

 
于购买日 2015 年 6 月 13 日，赣州海螺以人民币 2,048,187,871 元作为合并成本
收购了第三方完整的熟料生产线、水泥生产线、土地、矿山及存货等资产以及
与该资产不可分割的其他资产和权益(“收购资产”)。该资产组合具有投入、加
工处理和产出能力，因此被视作企业合并。 

 
(2) 合并成本及商誉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成本 赣州海螺 

现金 2,048,187,871
合并成本合计 2,048,187,871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959,014,372
商誉 89,17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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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购资产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收购资产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存货 23,324,333 23,324,333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

物资 
1,637,783,346 1,402,033,765

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 297,906,693 168,621,927

可辨认净资产合计 1,959,014,372 1,593,980,025
 

上述可辨认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根据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
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参照同类或类
似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公允价值；对同类或类似资产也不存在活跃市场
的，则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2、 其它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集团本年新设立 3 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形成控制的判断依据 
马德望海螺 控股子公司 
北苏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北苏海螺”） 控股子公司 

巢湖海螺 控股子公司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159 

七、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 企业集团的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安徽长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长丰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张家港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张家港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5,000,000 98.71 - 新设或投资 
上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海螺”) 上海 上海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60,000,000 75 - 新设或投资 
南京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5,000,000 - 100 新设或投资 
南通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上海海螺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销售”) 上海 上海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福 建 省 建 阳 海 螺 水 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建 阳 海
螺”) 

福建 福建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4,000,000 76 - 新设或投资 

泰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泰州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1,520,000 93.75 - 新设或投资 
蚌埠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4,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温州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温州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分宜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1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上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上虞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6,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建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德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江西庐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庐山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泰州杨湾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杨湾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7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南昌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安徽怀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怀宁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73,25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中国水泥厂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淮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淮安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 - 100 新设或投资 
太仓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太仓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 - 100 新设或投资 
台州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台州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7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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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海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海门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江门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马鞍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安徽宣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宣城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06,5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芜湖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66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湖南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英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英德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80,000,000 70 5 新设或投资 
兴业葵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葵阳海螺”)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扶绥新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海螺”)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28,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兴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海螺”)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宁海强蛟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宁海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10,24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北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北流海螺”)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湛江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湛江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象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象山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89,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扬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1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弋阳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57,5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石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石门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21,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淮安楚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楚州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13,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平凉海螺 甘肃 甘肃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7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宁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宁德海螺”) 福建 福建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江西赣江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赣江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6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佛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六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89,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达州海螺 四川 四川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临湘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9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乐清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38,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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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全椒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全椒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广元海螺 四川 四川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 (“清新公司”)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2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重庆海螺  重庆 重庆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礼泉海螺 陕西 陕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千阳海螺”) 陕西 陕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9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淮南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6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阳春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济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海螺”)  山东 山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3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祁阳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益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益阳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广元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广元塑品”) 四川 四川 生产销售包装袋 2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宿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黄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化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州海螺”)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江华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66,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江华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塑品”) 湖南 湖南 生产销售包装袋 2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海螺”)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25,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保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保山海螺”)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安徽海螺暹罗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安徽 安徽 
开发、制造、销售耐火材料及售后
服务 

100,000,000 70 - 新设或投资 

铜仁海螺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10,000,000 51 - 新设或投资 
梁平海螺 四川 四川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印尼海螺 印尼 印尼 贸易和投资公司 51,000,000 美元 75 - 新设或投资 
印尼南加海螺 印尼 印尼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90,000,000 美元 - 71.25 新设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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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文山海螺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巴中海螺 四川 四川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8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亳州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000,000 70 - 新设或投资 
镇江北固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北固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 80 - 新设或投资 
进贤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进贤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2,000,000 70 - 新设或投资 
临夏海螺 甘肃 甘肃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海螺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海螺国际”) 香港 香港 投资及贸易 300,000,000 港币 100 - 新设或投资 
安徽海螺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海螺物贸”) 安徽 安徽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5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无锡海螺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无锡销售”) 江苏 江苏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1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印尼国贸 印尼 印尼 投资及贸易 10,000,000 美元 10 90 新设或投资 
南苏矿山 印尼 印尼 矿山开采及相关服务 1,000,000 美元 - 67.5 新设或投资 
马诺斯水泥 印尼 印尼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50,000,000 美元 0.5 99.5 新设或投资 
巴鲁水泥 印尼 印尼 水泥及水泥制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50,000,000 美元 0.5 99.5 新设或投资 
宝鸡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塑品”) 陕西 陕西 生产销售包装袋 1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安徽芜湖海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
螺建安”) 

安徽 安徽 提供建筑施工服务 3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上海海螺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螺国贸”) 上海 上海 自营和代理服务 1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上海海螺物流有限公司 (“海螺物流”) 上海 上海 提供各类商品物流服务 1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芜湖海螺物流有限公司 (“芜湖物流”) 安徽 安徽 提供各类商品物流服务 4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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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广东英龙海螺物流有限公司 (“英龙物流”) 广东 广东 提供商品物流服务 1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安徽宁昌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宁昌塑品”)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包装袋 53,554,1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英德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英德塑品”)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包装袋 6,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芜湖海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芜湖塑品”)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包装袋 30,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铜陵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742,000,000 100 -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 

宁波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宁波海螺”) 浙江 浙江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71,000,000 75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安徽荻港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荻港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90,000,000 99.75 0.25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安徽枞阳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枞阳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10,000,000 99.27 0.73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池州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950,000,000 99.67 0.33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双峰海螺”)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92,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江苏八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八菱海螺”) 江苏 江苏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2,960,000 75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上海海螺明珠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明珠海螺”) 上海 上海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000,000 76.2 18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贵阳海螺**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80,000,000 5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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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贵定海螺**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60,000,000 5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遵义海螺**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30,000,000 5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云南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壮乡水泥”)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四合工贸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20,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凤凰山公司 陕西 陕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928,8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金陵河公司 陕西 陕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72,376,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乾县海螺 陕西 陕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60,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六矿瑞安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77,450,000 51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黔西南公司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250,000,000 51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南威水泥 四川 四川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68,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哈密建材 新疆 新疆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0 8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凌云通鸿 广西 广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80,000,000 8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茂名市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茂名大地”) 广东 广东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60,00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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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全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盈江允罕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000,000 9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邵阳云峰 湖南 湖南 研发、销售型材及相关制品 120,000,000 65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湖南云峰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93,000,000 65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水城海螺*** 贵州 贵州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7,600,000 4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昆明宏熙水泥有限公司 (“昆明宏熙”) 云南 云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30,506,700 美元 8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国产实业 湖南 湖南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74,800,000 美元 80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赣州海螺 江西 江西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400,000,000 55 -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 

马德望海螺 柬埔寨 柬埔寨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10,000,000 美元 - 51 新设或投资 
北苏海螺 印尼 印尼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 美元 - 100 新设或投资 
巢湖海螺 安徽 安徽 生产和销售水泥及水泥制品 500,000,000 100 - 新设或投资 

 
* 除特别说明外，注册资本均为人民币。 
 
** 上述子公司系修改公司章程使本公司可控制其董事会 60%席位及投票权。 
 
*** 根据该子公司章程，本公司在其股东会享有除特别决议事项外其他股东会决议事项 100%的表决权，本公司拥有其董事会

60%席位及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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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全资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 

的持股比例

本年归属
于少数股东

的损益

本年向少数 
股东宣告 

分派的股利 
年末少数股
东权益余额

英德海螺 25.00% 46,994,574 - 588,277,662
张家港海螺 1.29% 178,446 - 5,809,271
宁波海螺 25.00% 7,201,936 -5,130,000 80,274,912
泰州海螺 6.25% -115,592 - 1,025,154
八菱海螺 25.00% - -1,960,000 5,723,056
建阳海螺 24.00% -88,329 - 11,188,349
上海海螺 25.00% - -1,390,000 70,857,322
明珠海螺 5.80% 25,011 - 3,746,089
贵阳海螺 50.00% 25,112,054 -163,634,500 424,394,769
贵定海螺 50.00% -4,250,986 -110,130,500 283,009,688
遵义海螺 50.00% 76,191,567 -127,442,600 440,495,273
耐火材料 30.00% 7,902,986 -3,000,000 44,348,231
六矿瑞安 49.00% -10,925,547 -10,325,574 262,210,749
黔西南公司 49.00% -5,722,761 - 107,479,327
铜仁海螺 49.00% 32,262,668 - 280,721,326
印尼海螺 25.00% -5,470,805 - 53,787,728
印尼南加海螺 5.00% -21,578,390 - -2,130,915
亳州海螺 30.00% 63,608 - 9,800,434
哈密建材 20.00% -1,437,975 - 7,544,652
凌云通鸿 20.00% 132,215 - 8,582,232
北固海螺 20.00% -111,048 - 11,526,684

茂名大地 33.00%
~0% -936,658 -3,747,925 -

进贤海螺 30.00% 807,388 - 13,936,302
盈江允罕 10.00% -1,116,236 - 2,789,391
邵阳云峰 35.00% 707,789 - 62,133,135
湖南云峰 35.00% 6,567,488 - 58,761,972
水城海螺 60.00% -44,692,432 - 235,153,312
昆明宏熙 20.00% -5,754,347 - 24,612,481
国产实业 20.00% -5,955,392 - 96,001,627
南苏矿山 10.00% - - 588,966
赣州海螺 45.00% 15,575,426 - 195,575,426
马德望海螺 49.00% - - 31,458,157
合计 111,566,658 -426,761,099 3,419,68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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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下表列示了上述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这些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是集
团内部交易抵销前的金额，但是经过了合并日公允价值以及统一会计政策
的调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资产 5,805,759,802 5,965,598,394 
非流动资产 20,007,108,119 16,112,008,248 
资产合计 25,812,867,921 22,077,606,642 
流动负债 10,844,109,625 8,464,860,014 
非流动负债 4,583,722,981 3,686,675,996 
负债合计 15,427,832,606 12,151,536,010 
营业收入 11,142,809,577 12,541,363,214 
净利润 384,349,943 1,663,022,091 
综合收益总额 402,995,017 1,633,391,616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023,606,297 2,330,814,980 

 
2、 在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份额发生变化且仍控制子公司的交易 

 
(1) 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份额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8 日收购茂名大地的少数股东股权 (占该公司股权的
33%) ，茂名大地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交易对于少数股东权益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茂名大地 

购买成本 34,746,900 
- 现金 34,746,900 
减：按取得的股权比例计算的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 
32,430,023 

差额 2,316,877 
其中：调整资本公积 2,31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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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合营企业 767,748,866 436,775,876
联营企业 2,207,688,120 2,207,368,342
小计 2,975,436,986 2,644,144,218
减：减值准备 - -
合计 2,975,436,986 2,644,14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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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企业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对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投资的

会计处理方法 注册资本

对本集团 
活动是否 

具有战略性 直接 间接
合营企业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安徽 安徽 
水泥装备(含铸造物)设计、采购、制
造、销售、维修及售后服务 

50% - 权益法 348,000,000 人民币 是 

中缅贸易* 安徽 安徽 
进出口业务及水泥设备、水泥生产
及水泥原料的技术服务 

45% - 权益法 6,500 万美元 是 

西巴水泥* 印尼 印尼 
水泥和熟料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
务以及石灰石、粘土、砂等矿业活
动 

49% - 权益法 8,000 万美元 是 

缅甸海螺* 缅甸 缅甸 水泥和熟料的生产及销售 45% - 权益法 2,000 万美元 是 
联营企业       

朱家桥水泥 安徽 安徽 
生产销售水泥，矿渣粉，商品混凝
土，中转熟料和水泥，并提供售后
服务 

40% - 权益法 1,500 万美元 是 

青松建化 新疆 新疆 
硫酸、盐酸等化工产品以及水泥、
熟料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10.59% - 权益法 1,378,790,086 人民币 是 

西部水泥 陕西 
英属泽西
岛 

水泥和熟料的生产及销售 - 21.17% 权益法 2,000 万英镑 是 

 
* 根据该等公司的公司章程，本公司与其他投资方对该等公司实施共同控制，因此该等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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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下表列示了本集团重要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这些合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是在按投资时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调整以及
统一会计政策调整后的金额。此外，下表还列示了这些财务信息按照权益法调整至本集团对合营企业投资账面价值的调节
过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川崎装备 中缅贸易 西巴水泥 缅甸海螺 合计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资产 340,031,301 415,483,617 1,036,476,635 222,482,100 40,902,832 70,926,433 143,722,157 - 1,561,132,925 708,892,150 
其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56,410,012 94,533,603 49,131,262 98,975,904 28,666,810 70,642,392 22,859,959 - 157,068,043 264,151,899 
非流动资产 595,524,493 617,651,220 19,553 - 1,026,301,154 29,297,743 1,132,925,460 - 2,754,770,660 646,948,963 
资产合计 935,555,794 1,033,134,837 1,036,496,188 222,482,100 1,067,203,986 100,224,176 1,276,647,617 - 4,315,903,585 1,355,841,113 
流动负债 399,183,906 509,248,562 175,874,362 1,869,510 27,658,347 -13,102,869 1,155,094,932 - 1,757,811,547 498,015,203 
非流动负债 - - 380,000,000 - 551,955,846 - - - 931,955,846 - 
负债合计 399,183,906 509,248,562 555,874,362 1,869,510 579,614,193 -13,102,869 1,155,094,932 - 2,689,767,393 498,015,203 
净资产 536,371,888 523,886,275 480,621,826 220,612,590 487,589,793 113,327,045 121,552,685 - 1,626,136,192 857,825,910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 
净资产份额 

268,185,944 261,943,138 216,279,822 99,275,666 238,918,998 55,530,252  54,698,708 - 778,083,472 416,749,056 

加：取得投资时形成 
的商誉 

- - - - 5,624,612 5,624,612 - - 5,624,612 5,624,612 

减：未实现的内部损益 
抵消 

- - - - -21,279,725 - - - -21,279,725 - 

其他 3,528,035 3,528,035 -242,496 10,874,173 454,793 - 1,580,175 - 5,320,507 14,402,208 

对合营企业投资的 
账面价值 

271,713,979 265,471,173 216,037,326 110,149,839 223,718,678 61,154,864 56,278,883 - 767,748,866 436,775,876 

营业收入 566,205,240 626,421,540 935,446,099 - 512,634 - 40,608,125 - 1,542,772,098 626,421,540 
财务费用 -8,968,669 -10,688,826 41,905,107 -276,745 -18,378,661 2,570,976 - - 14,557,777 -8,394,595 
其中：利息收入 894,732 606,379 752,042 40,350 123,003 70,263 - - 1,769,777 716,992 

利息费用 -9,807,422 -11,258,515 -4,573,682 - -1,363 -579,960 - - -14,382,467 -11,838,475 
所得税费用 -17,232,813 -10,807,022 -27,374,342 - - - -1,011,491 - -45,618,646 -10,807,022 
净利润 59,201,655 61,522,866 82,123,026 -280,580 -34,516,284 2,475,845 3,034,472 - 109,842,869 63,718,131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 - - - - - - -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26,523,179 - -3,533,736 - 22,989,443 - 
综合收益总额 59,201,655 61,522,866 82,123,026 -280,580 -7,993,105 2,475,845  -499,264 - 132,832,312 63,718,131 
本年收到的来自合营 
企业的股利 

23,358,022 43,071,657 - - - - - - 23,358,022 43,07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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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下表列示了本集团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这些联营企业的主要财
务信息取自最近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考虑了按投资时公允价值为基础的
调整以及统一会计政策调整后的金额。此外，下表还列示了这些财务信息
按照权益法调整至本集团对联营企业投资账面价值的调节过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青松建化 朱家桥水泥 西部水泥 合计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011,906,823 52,144,595 2,042,497,968 5,106,549,386
非流动资产 9,175,719,617 47,530,732 9,339,997,073 18,563,247,422
资产合计 12,187,626,440 99,675,327 11,382,495,041 23,669,796,808
流动负债 4,150,833,522 -4,647,640 2,770,031,320 6,916,217,202
非流动负债 2,660,118,316 - 2,708,563,101 5,368,681,417
负债合计 6,810,951,838 -4,647,640 5,478,594,421 12,284,898,619
净资产 5,376,674,602 104,322,967 5,903,900,620 11,384,898,189
少数股东权益 412,573,555 - 47,480,005 460,053,5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964,101,047 104,322,967 5,856,420,615 10,924,844,629
公允价值调整的影响 1,008,775,763 - 651,707,470 1,660,483,233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 

资产份额 
632,527,655 41,729,187 1,380,754,806 2,055,011,648

加：取得投资时形成 
的商誉 

142,117,810 - 8,823,866 150,941,676

其他 - 1,734,796 - 1,734,796
对联营企业投资的账面价

值 
774,645,465 43,463,983 1,389,578,672 2,207,688,120

存在公开报价的对联营企
业投资的公允价值 

852,803,543 - 1,538,252,509 2,391,056,052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08,499,951 52,298,994 1,810,089,835 3,870,888,780
净利润 -69,166,242 -9,895,271 -311,638,020 -390,699,533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 - - - -
其他综合收益 892,121 - - 892,121

综合收益总额 -68,274,121 -9,895,271 -311,638,020 -389,807,412
公允价值调整的影响 -33,178,008 - - -33,178,008

本期收到的来自联营 
企业的股利 

5,841,120 - - 5,841,120

 
注*数字取自于青松建化和西部水泥最近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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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青松建化 朱家桥水泥 合计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140,076,574 53,874,658 3,193,951,232
非流动资产 9,221,529,903 52,514,963 9,274,044,866
资产合计 12,361,606,477 106,389,621 12,467,996,098
流动负债 4,078,892,403 -7,828,616 4,071,063,787
非流动负债 2,656,328,542 - 2,656,328,542
负债合计 6,735,220,945 -7,828,616 6,727,392,329
净资产 5,626,385,532 114,218,237 5,740,603,769
少数股东权益 551,130,317 - 551,130,3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075,255,215 114,218,237 5,189,473,452
公允价值调整的影响 1,025,364,767 - 1,025,364,767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 

资产份额 
1,733,464,660 45,687,295 1,779,151,955

加：取得投资时形成 
的商誉 

426,481,591 - 426,481,591

其他 - 1,734,796 1,734,796
对联营企业投资的账面价值 2,159,946,251 47,422,091 2,207,368,342
存在公开报价的对联营企业投

资的公允价值 
2,264,105,371 - 2,264,105,371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2,664,072,244 70,051,336 2,734,123,580
净利润 -252,266,879 -5,947,295 -258,214,174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综合收益总额 -252,266,879 -5,947,295 -258,214,174
公允价值调整的影响 -33,178,008 - -33,178,008
本期收到的来自联营 

企业的股利 
19,417,713 - 19,41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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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 
 

本集团在日常活动中面临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主要包括 
 

 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 
 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 
 
下文主要论述上述风险敞口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在本年发生的变化、风险管理目
标、政策和程序以及计量风险的方法及其在本年发生的变化等。 
 
本集团从事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力求降低金
融风险对本集团财务业绩的不利影响。基于该风险管理目标，本集团已制定风
险管理政策以辨别和分析本集团所面临的风险，设定适当的风险可接受水平并
设计相应的内部控制程序，以监控本集团的风险水平。本集团会定期审阅这些
风险管理政策及有关内部控制系统，以适应市场情况或本集团经营活动的改变。
本集团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定期或随机检查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是否符合风险管
理政策。 

 
(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不能履行义务，造成另一方发生财务损失的风
险。本集团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债券投资和为套期目的
签订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管理层会持续监控这些信用风险的敞口。此外，本集
团要求大部分客户进行预付款。 
 
本集团除现金以外的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管理层认为其
不存在重大的信用风险，预期不会因为对方违约而给本集团造成损失。 
 
对于应收款项，本集团管理层已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信用政策，对客户进行信
用评估以确定赊销额度与信用期限。信用评估主要根据客户的财务状况、外部
评级及银行信用记录(如有可能)。有关的应收款项自出具账单日起 30-60 天内到
期(质保金除外)。应收款项逾期 2 个月以上的债务人会被要求先清偿所有未偿还
余额，才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信用额度。在一般情况下，本集团不会要求客户提
供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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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控本集团的信用风险，本集团按照账龄等要素对本集团的客户资料进行分
析。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并无重大逾期 1 个月到 1 年(含 1 年)的应收
款项，本集团子公司与相关公司每月进行对账，并进行积极催款，不存在重大
坏账风险。 
 
本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逾期但经个别方式和组合
方式评估后均未减值的应收款项金额不重大。 
 
本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是受每个客户自身特性的影响，而不是客户所在的行业或
国家和地区。因此重大信用风险集中的情况主要源自本集团存在对个别客户的
重大应收款项。于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的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本集团应
收账款总额的 34%(2014 年 12 月 31 日：43%)；于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的前
五 大 其 他 应 收 款 项 往 来 单 位 的 其 他 应 收 款 占 本 集 团 其 他 应 收 款 总 额 的
35%(2014 年 12 月 31 日：31%)。此外，本集团未逾期也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主要
是与近期并无违约记录的众多客户有关的。 
 
本集团一般只会投资于有活跃市场的证券(长远战略投资除外)，而且交易对方的
信用评级须在良好等级以上。如果交易涉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方便须有良
好的信用评级。鉴于交易对方的信用评级良好，本集团管理层并不预期交易对
方会无法履行义务。 
 
本集团所承受的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为资产负债表中每项金融资产(包括衍生金
融工具)的账面金额。除附注十二、2 所载本集团作出的财务担保外，本集团没
有提供任何其他可能令本集团承受信用风险的担保。于资产负债表日就上述财
务担保承受的最大信用风险敞口已在附注十二、2 披露。 
 

(2)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企业在履行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方式结算的义务时
发生资金短缺的风险。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负责自身的现金管理工作，包括现金
盈余的短期投资和筹措贷款以应付预计现金需求(如果借款额超过某些预设授
权上限，便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本集团的政策是定期监控短期和长期
的流动资金需求，以及是否符合借款协议的规定，以确保维持充裕的现金储备
和可供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同时获得主要金融机构承诺提供足够的备用资金，
以满足短期和较长期的流动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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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的金融负债按未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包括按合同利率
(如果是浮动利率则按 12 月 31 日的现行利率)计算的利息)的剩余合约期限，以
及被要求支付的最早日期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未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资产负债表
账面价值

1 年内或 
实时偿还 

1 年
至 2 年

2 年
至 5 年

5 年
以上 合计 

短期借款 883,846,711 - - - 883,846,711 859,871,96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6,393,050 - - - 6,393,050 6,393,050

应付账款 3,904,053,518 - - - 3,904,053,518 3,904,053,518
应付利息 346,408,998 - - - 346,408,998 346,408,998
其他应付款 4,636,217,812 - - - 4,636,217,812 4,636,217,812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956,269,901 - - - 7,956,269,901 7,585,376,010

长期借款 85,311,928 354,994,159 1,265,844,004 941,739,191 2,647,889,282 2,246,400,640
应付债券 430,750,000 2,930,750,000 3,165,500,000 3,857,000,000 10,384,000,000 8,493,280,974
合计 18,249,251,918 3,285,744,159 4,431,344,004 4,798,739,191 30,765,079,272 28,078,002,966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未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资产负债表
账面价值

1 年内或 
实时偿还 

1 年
至 2 年

2 年
至 5 年

5 年
以上 合计 

短期借款 275,376,103 - - - 275,376,103 272,380,1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1,472,704 - - - 1,472,704 1,472,704

应付账款 4,024,948,109 - - - 4,024,948,109 4,024,948,109
应付利息 350,511,633 - - - 350,511,633 350,511,633
其他应付款 4,890,371,259 - - - 4,890,371,259 4,890,371,259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130,227,157 - - - 2,130,227,157 2,056,787,727

长期借款 106,772,967 879,657,372 1,209,862,070 242,071,801 2,438,364,210 2,104,520,602
应付债券 786,350,000 7,786,350,000 5,917,750,000 4,035,500,000 18,525,950,000 15,482,555,066
合计 12,566,029,932 8,666,007,372 7,127,612,070 4,277,571,801 32,637,221,175 29,183,547,216

 
(3) 利率风险 
 

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的带息金融工具分别使本集团面临公允价值利率风险及现
金流量利率风险。本集团根据市场环境来决定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工具的比例，
并通过定期审阅与监察维持适当的固定和浮动利率工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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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团于 12 月 31 日持有的计息金融工具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实际利率 金额 实际利率 金额
固定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货币资金 0.75%~4.25% 10,208,450,921 2.25%~6.10% 10,163,984,157
- 其他应收款 4.60%~6.40% 290,460,000 6.15%~6.65% 136,960,000
-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0%~6.31% 98,310,000 6.15%~6.65% 230,000,000

金融负债  
- 短期借款 2.26%~3.92% 230,000,000 3.12% 150,000,000
-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 
- - 5.32% 650,000,000

- 应付债券 4.89%~5.20% 8,493,280,974 4.89%~5.20% 15,482,555,066
- 一年内到期的 

应付债券 
5.08% 6,997,429,561 - -

合计 (净负债以“－” 
号列示) 

-5,123,489,614  -5,751,610,909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实际利率 金额 实际利率 金额
浮动利率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  

- 货币资金 0.1‰~1.50% 4,262,499,054 0.35%~1.38% 3,987,319,964
金融负债  

- 短期借款 1.84%~3.92% 629,871,964 1.84% 122,380,116
-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 
2.65%~5.40% 587,946,449 3.30%~5.90% 1,406,787,727

- 长期借款 1.53%~5.31% 2,246,400,640 3.30%~5.90% 2,104,520,602
合计 (净负债以“－” 
号列示) 

798,280,001  353,631,519

 
(b) 敏感性分析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持有的、使本集团面临公允价值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
上述敏感性分析中的净利润及股东权益的影响是假设在资产负债表日利
率发生变动，按照新利率对上述金融工具进行重新计量后的影响。对于资
产负债表日持有的、使本集团面临现金流量利率风险的浮动利率非衍生工
具，上述敏感性分析中的净利润及股东权益的影响是上述利率变动对按年
度估算的利息费用或收入的影响。上一年度的分析基于同样的假设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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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利率上升 100 个
基点将会导致本集团股东权益及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5,298,395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人民币 2,333,543 元)。 
 

(4) 汇率风险 
 
对于不是以记账本位币计价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短期借款等外
币资产和负债，如果出现短期的失衡情况，本集团会在必要时按市场汇率买卖
外币，以确保将净风险敞口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a) 本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各外币资产负债项目汇率风险敞口如下。

出于列报考虑，风险敞口金额以人民币列示，以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
算。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未包括在内。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外币余额
折算人民币

余额 外币余额 
折算人民币

余额
货币资金  
  - 美元 49,193,528 319,443,091 657,306,692 4,022,059,648
  - 印尼盾 78,606,205,388 37,001,513 25,942,175,733 12,760,437
  - 港币 1,701,554 1,425,562 16,160 12,749
应收账款  
  - 美元 13,166,151 85,495,718 9,697,923 59,341,591
  - 印尼盾 200,001,000 94,145 114,517,000 56,329
预收账款  
  - 美元 4,866,025 31,598,020 3,238,534 19,816,590
  - 印尼盾 5,264,857,780 2,478,281 22,994,345,000 11,310,458
短期借款  
  - 美元 20,000,000 129,872,000 20,000,000 122,380,000
长期借款  
  - 美元 104,900,000 681,178,640 25,000,000 152,975,000
资产负债表敞口总额  
  - 美元 -67,406,346 -437,709,851 618,766,081 3,786,229,649
  - 印尼盾 73,541,348,608 34,617,377 3,062,347,733 1,506,308
  - 港币 1,701,554 1,425,562 16,160 12,749
外汇远期合约  
  - 美元 -45,000,000 -292,212,000 -72,000,000 -440,568,000
外汇期权合约  

- 美元 - - -12,000,000 -73,428,000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178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外币余额
折算人民币

余额 外币余额 
折算人民币

余额
资产负债表敞口净额  
  - 美元 -112,406,346 -729,921,851 534,766,081 3,272,233,649
  -印尼盾 73,541,348,608 34,617,377 3,062,347,733 1,506,308
  -港币 1,701,554 1,425,562 16,160 12,749

 
(b) 本集团适用的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分析如下： 
 

项目 平均汇率 报告日中间汇率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美元 6.2284 6.1428 6.4936 6.1190
印尼盾 0.00047 0.00052 0.00047 0.00049
港币 0.8034 0.7922 0.8378 0.7889

 
(c) 敏感性分析 
 

假定除汇率以外的其他风险变量不变，本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人民
币对美元和印尼盾的汇率变动使人民币升值 1% 将导致股东权益和净利
润的增加 (减少以“-”列示)情况如下。此影响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
折算为人民币列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股东权益 净利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美元 5,474,414 5,474,414
印尼盾 -259,630 -259,630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美元 -24,541,752 -24,541,752
印尼盾 -11,297 -11,297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对美
元和印尼盾的汇率变动使人民币贬值 1%将导致股东权益和净利润的变化
和上表列示的金额相同但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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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敏感性分析是假设资产负债表日汇率发生变动，以变动后的汇率对资
产负债表日本集团持有的、面临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进行重新计量得出
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未包括在内。上一年度的分析基于同样的假设和方
法。上述分析不包括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5) 其他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包括股票价格风险、商品价格风险等。 
 
本集团及本公司为规避股权投资风险，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利用存量资金通
过证券市场对国内部分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优势、发展潜力的水泥行业上市公
司进行战略投资。同时，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并根据股票市场和目标企业管理
的情况，集体研究具体投资策略。另一方面，本集团及本公司严格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结合公司战略投资安排，将股票投资细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跟踪管理。
对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关注标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通过参加
其股东大会，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对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则做好日常的密切跟踪，适时根据国家和
地方政策的变化以及股票市场的变化或者标的公司经营发展的变化进行交易，
获取投资收益。 
 
假设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及本公司所持可供出售权益投资的股票价格上
升或下降了 1%且其他变量不变，则相关股东权益将上升或下降人民币
24,372,003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升或下降人民币 29,515,465 元)，净利润无
影响 (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上述敏感性分析是假设资产负债表日股票价格发生变动，以变动后的股票价格
对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及本公司持有的、面临股票价格风险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进行重新计量得出的。
上述敏感性分析同时假设本集团及本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权益投资的公允价
值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将根据过往
与有关股票价格之相关性而发生变动，且不会因短期股票价格的波动而导致减
值。上一年度的分析基于同样的假设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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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允价值的披露 
 
下表列示了本集团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持续和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
负债于本报告期末的公允价值信息及其公允价值计量的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结
果所属层次取决于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的输入
值。三个层次输入值的定义如下： 
 
第一层次输入值： 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

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输入值： 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

输入值； 
 
第三层次输入值：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年末公允价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附注 
第一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第三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合计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权益工具投资 五、10 3,249,600,352 - - 3,249,600,352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资产总额  

3,249,600,352 - - 3,249,600,35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五、21 - 6,393,050 - 6,393,050
其中：衍生金融负债  - 6,393,050 - 6,393,050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负债总额  

- 6,393,050 - 6,39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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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附注 
第一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第三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 
合计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五、2 - 20,343,265 - 20,343,265
衍生金融资产  - 20,343,265 - 20,343,26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权益工具投资 五、10 3,935,395,280 - - 3,935,395,280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资产总额  

3,935,395,280 20,343,265 - 3,955,738,54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五、21 - 1,472,704 - 1,472,704
其中：衍生金融负债  - 1,472,704 - 1,472,704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负债总额  

- 1,472,704 - 1,472,704

 
2015 年，本集团金融工具的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之间没有发生重大转换。 
 

2、 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确定依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权益工具投资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是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报价确定的。 
 

3、 持续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定性及定量信
息 
 
衍生金融资产中的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掉期合约的公允价值是采用对远期外汇
合约的行权价格及外汇掉期合约的行权价格与市场远期价格之差的方法来确
定。外汇期权的公允价值按照市场价值参数和相应期权估值模型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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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情况 
 

除以下项目外，本集团 12 月 31 日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无重大差异。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5 年公允价值计量层次 2014 年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短期借款 859,871,964 857,863,565 - 857,863,565 - 272,380,116 269,651,285 
应付债券 8,493,280,974 8,666,123,515 8,666,123,515 - - 15,482,555,066 15,600,866,753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6,997,429,561 7,053,900,000 7,053,900,000 - - - - 
长期借款 2,246,400,640 2,168,249,817 - 2,168,249,817 - 2,104,520,602 2,035,100,30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587,946,449 589,802,393 - 589,802,393 - 2,056,787,727 2,065,268,028 
合计 19,184,929,588 19,335,939,290 15,720,023,515 3,615,915,775 - 19,916,243,511 19,970,886,370 

 
对于借款及长期应付款的公允价值是根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估计的。折现率为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利率。对于应付
债券的公允价值是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报价确定的。 

 
十、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 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公司
的持股比例 (%)

母公司对本公司的
表决权比例 (%) 本公司最终控制方 

海螺集团 安徽 
资产经营、投资、融资、产权贸易，建

筑材料，化工产品等开发、技术服务
800,000,000 36.78% 36.78%

安徽省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均不对外提供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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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的情况参见附注七、1。 
 

3、 本公司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本公司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参见附注七、3。 
 
4、 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螺创业”) 

本公司母公司之股东、本公司部分
董事亦为该公司股东及董事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海创公司”) 

本集团股东、本公司部分董事亦
为该公司股东及董事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公司”) 

受海螺集团控制的公司

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 
(“海螺设计院”) 

海螺集团之子公司

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螺信息技术”) 

海螺设计院之子公司

芜湖海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海创实业”)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工程”)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扬州海昌港务实业有限公司 
(“扬州海昌”)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安徽海创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创节能材料”)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亳州海创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海创节能材料”)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芜湖海螺投资有限公司 
(“芜湖投资及其附属公司”） 

海螺创业之子公司

芜湖海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创置业”) 

海创公司之子公司

芜湖三山海螺港务有限公司 
(“三山港务”) 

海创公司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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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芜湖海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螺物业”) 

海创公司之子公司

上海海一航运有限公司(“海一航运”) 海创公司之子公司
上海海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国投”) 

海创公司之子公司

芜湖新远船业修造有限公司 
  (“新远船业”) 

上海国投之子公司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海创公司之分公司
成利建材 本集团之托管公司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华塑水泥”)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
本集团之托管公司

重庆高林建材有限公司 
  (“高林建材”) 

2014 年 5 月 5 日前
本集团之托管公司

德保县海宝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海宝水泥”) 

2014 年 12 月 8 日前
本集团之托管公司

英德龙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英德龙山”) 

2014 年 5 月 29 日前过去 12 个月内
本集团一名董事为该公司董事，

2014 年 5 月 29 日起不再构成本集
团之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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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联交易情况 
 

下列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是按相关协议进行。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不含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2014 年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 
公司 

采购材料 7,809,637 7,765,055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采购材料 55,491,074 110,847,283
安徽海创节能材料 采购材料 28,654 35,287
亳州海创节能材料 采购材料 39,689 -
三山港务 采购材料 127,564,060 127,081,601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采购材料 114,162,412 101,084,119
朱家桥水泥 采购材料 769,709 3,170,639
英德龙山 采购材料 - 204,359,812
芜湖海创实业 采购设备 - 41,025,641
海螺川崎工程 采购设备 97,151,986 327,405,537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采购设备 109,205,179 181,196,581
新远船业 采购设备 23,466,368 16,205,168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采购设备 381,220,414 479,337,446
海螺设计院 工程设计 31,990,092 31,522,563
海螺信息技术 工程设计/采购材料 40,815,839 32,304,243
芜湖海创实业 工程设计/建筑安装 4,265,361 33,349,733
海螺川崎工程 工程设计/建筑安装 16,515,282 21,958,698
三山港务 运输服务 - 1,170,371
海螺集团 综合服务费 1,876,508 1,498,751
海螺物业 保洁绿化服务 557,485 202,803
扬州海昌 煤炭中转服务 56,172,152 53,024,363
海一航运 运输服务 137,276,911 135,982,808
上海国投 设备进口代理 - 8,66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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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2014 年
海螺集团 销售材料 136,537 162,145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销售材料 6,385,901 9,668,446
新远船业 销售材料 59,934 519,126
芜湖海创实业 销售产品 - 1,809,483
扬州海昌 销售产品 126,854 4,698,475
安徽海创节能材料 销售产品 1,538,333 92,382
亳州海创节能材料 销售产品 1,313,770 287,879
西巴水泥 销售产品 26,616,682 5,038,668
青松建化及其附属 
公司 

销售产品 3,952,084 11,632,637

朱家桥水泥 销售产品 280,320 510,793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 
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1,807,618 2,942,172

海螺川崎工程 销售产品/材料 168,854 88,618
芜湖投资及其附属 
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 82,495 -

三山港务 销售产品/材料 480,919 13,402,953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销售产品/材料 35,870,797 33,263,740
成利建材 销售产品/材料 58,309,518 62,794,124
高林建材 销售产品/材料 - 1,827,460
海宝水泥 销售产品/材料 - 24,219,712
英德龙山 销售产品/材料 - 20,290,297
缅甸海螺 销售产品/材料 12,103,133 -
中缅贸易 销售产品/材料 4,360,472 -
海螺设计院 提供用电 371,659 352,660
海螺信息技术 提供用电 257,101 44,309
海创置业 提供用电 17,544 36,287
海螺设计院 建筑劳务 164,000 50,344
海螺川崎工程 建筑劳务 - 32,453
三山港务 建筑劳务 59,253 -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建筑劳务 188,510 188,581
海一航运 装卸劳务 172,004 -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建筑劳务及

加工劳务
5,651,820 6,356,256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 
公司 

装卸劳务/
建筑劳务

114,765 831,574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维修、加工劳务 - 50,890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提供用电/
销售产品

902,381 886,177

英德龙山 
管理咨询服务，

建筑劳务
- 5,23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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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2014 年
扬州海昌 船运服务 - 1,846,172
芜湖投资及其附属 
公司 

委托管理服务 3,351,172 -

缅甸海螺 煤炭转口 1,331,622 -
西巴水泥 综合服务费 10,070,687 -
西巴水泥 销售设备 111,260,630 -
海螺设计院 销售设备 267,616,615 340,124,042

 
(3) 受托管理/承包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委托方 受托方 受托资产类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托管收益定价依据 
2015 年确认的

托管收益

华塑水泥 本公司 受托其水泥业务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
协议定价，董事会
领导下的集体决策 

8,266,358

 
(4) 关联租赁 

 
(a) 出租：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 年确认 
的租赁收入 

2014 年确认
的租赁收入

海螺集团 场地租赁 2,257,200 2,257,200
海螺型材 场地租赁 1,792,800 1,792,800
海螺设计院 场地租赁 675,000 675,000
合计 4,725,000 4,725,000

 
(b) 承租：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 年确认 

的租赁费 
2014 年确认

的租赁费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场地租赁 4,772,631 5,290,580
合计 4,772,631 5,29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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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联担保情况 
 

本集团作为被担保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海螺集团 15,708,000,000 2009 年 3 月 20 日至
2013 年 8 月 28 日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7 日 

否

 
本集团作为担保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西巴水泥 747,738,040 2015 年 6 月 3 日 2025 年 6 月 2 日 否

中缅贸易 430,000,000 2015 年 11 月 23 日 2016 年 10 月 11 日 否

 
(6) 关联方资金拆借 
 

2015 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出 
西巴水泥 24,011,960 2015 年 4 月 19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西巴水泥 23,976,680 2015 年 5 月 3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西巴水泥 11,991,084 2015 年 6 月 8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中缅贸易 68,325,594 2015 年 6 月 29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中缅贸易 51,175,200 2015 年 8 月 16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中缅贸易 38,307,803 2015 年 9 月 22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归还 
西巴水泥 24,011,960 2015 年 4 月 19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西巴水泥 23,976,680 2015 年 5 月 3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西巴水泥 11,991,084 2015 年 6 月 8 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年利率 5.35% 
中缅贸易 68,325,594 2015 年 6 月 29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中缅贸易 51,175,200 2015 年 8 月 16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中缅贸易 38,307,803 2015 年 9 月 22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年利率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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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归还 

海螺集团 1,870,000,000
2009 年 8 月 18 日至

2013 年 3 月 4 日
2014 年 3 月 27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年利率

4.69%~5.78%
 
(7)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9,180,405 9,294,308

 
(8) 其他关联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类型 2015 年 2014 年

海螺集团 商标许可权使用费 商标许可权使用费 1,513,000 1,513,000
海螺集团 借款利息支出 借款利息支出 - 26,544,169
成利建材 借款利息收入 借款利息收入 1,700,900 1,700,900
中缅贸易 借款利息收入 借款利息收入 3,259,608 -
西巴水泥 借款利息收入 借款利息收入 1,436,606 -

 
6、 关联方承担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承担性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承担金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承担金额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场地租赁合同 2,530,860 -
海螺川崎工程 采购合同 320,528,020 134,185,470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采购合同 51,700,000 66,000,000
海螺设计院 设计合同 32,136,638 24,5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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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应收关联方款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账款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公司 224,084 598,797

 成利建材 19,753,440 16,369,207
 青松建化及其附属公司 6,566,584 4,670,759
 西巴水泥 2,906,384 1,680,952

预付款项 海螺信息技术 956,908 755,295
 朱家桥水泥 - 42,035
 新远船业 148,000 1,413,400
 芜湖国际会议中心 - 2,241,771

预付工程款 海螺川崎工程 115,312,000 30,623,000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14,710,000 -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89,595,162 142,810,593

其他应收款 成利建材 27,960,000 27,960,000
 海螺设计院 58,492,080 51,445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公司 - 1,792,800
 华塑水泥 - 9,703,935
 芜湖投资及其附属公司 2,668,913 -
 中缅贸易 3,413,563 -
 缅甸海螺 1,331,622 -

 
本集团未对上述应收关联方余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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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关联方款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账款 三山港务 15,880,073 1,867,365
 海螺型材及其附属公司 1,569,859 4,243,334
 海螺信息技术 5,686,567 2,441,441
 扬州海昌 8,235,046 59,534
 安徽海创节能材料 - 41,286
 新远船业 - 1,441,000
预收款项 海螺设计院 - 12,339,961
 西巴水泥 86,161,031 -
 成利建材 - 406,088
 安徽海创节能材料 173,383 84,850
 亳州海创节能材料 62,571 139,119
其他应付款 海螺川崎工程 54,387,307 115,034,854
 海螺川崎节能设备 48,936,066 71,228,851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88,398,687 93,257,980
 芜湖海创实业 7,657,334 23,659,544
 海螺设计院 1,009,184 1,362,657
 海创置业 - 21,530,932
 三山港务 - 50,000
 朱家桥水泥 - 37,600
 海一航运 886,780 1,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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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资本管理 
 

本集团资本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保障本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够通过制定与风险水
平相当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并确保以合理融资成本获得融资的方式，持续为股东
提供回报。 
 
本集团对资本的定义为股东权益加上没有固定还款期限的关联方借款并扣除未
确认的已提议分配的股利。本集团的资本不包括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余额。 
 
本集团定期复核和管理自身的资本结构，力求达到最理想的资本结构和股东回
报。本集团考虑的因素包括：本集团未来的资金需求、资本效率、现实的及预
期的盈利能力、预期的现金流、预期资本支出等。如果经济状况发生改变并影
响本集团，本集团将会调整资本结构。 
 
本集团通过经调整的净债务资本率来监管集团的资本结构。经调整的净债务为
总债务(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加上未确认的已提议分配的股利，
扣除没有固定还款期限的关联方借款以及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经调整的净债务资本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 本集团 本公司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20 859,871,964 272,380,116 - -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 

五、29 
十五、10 

587,946,449 2,056,787,727 - 7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 
应付债券 

五、29 
 

6,997,429,561 - 6,997,429,561 -

小计  8,445,247,974 2,329,167,843 6,997,429,561 700,000,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五、30 2,246,400,640 2,104,520,602 - -
应付债券 五、31 8,493,280,974 15,482,555,066 8,493,280,974 15,482,555,066

小计  10,739,681,614 17,587,075,668 8,493,280,974 15,482,555,066
   
总债务合计  19,184,929,588 19,916,243,511 15,490,710,535 16,182,555,066
加：提议分配的 

股利 十三 
2,278,700,109 3,444,546,676 2,278,700,109 3,444,546,676

减：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 五、52 

4,285,034,364 12,512,121,499 1,698,125,291 9,716,878,499

经调整的净债务  17,178,595,333 10,848,668,688 16,071,285,353 9,910,223,243
股东权益  73,911,570,709 69,611,240,933 69,227,421,702 62,332,311,879
减：提议分配的 

利润 十三 
2,278,700,109 3,444,546,676 2,278,700,109 3,444,546,676

   
经调整的资本  71,632,870,600 66,166,694,257 66,948,721,593 58,887,765,203
经调整的净债务 
资本率  

23.98% 16.4% 24.01%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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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承诺及或有事项 
 
1、 重要承诺事项 
 

(1) 资本承担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已签订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 
履行的长期资产投资合同 

2,071,104,247 2,416,216,114 

已批准未订立的长期资产 
投资合同 

3,787,573,239 5,518,527,095 

合计 5,858,677,486 7,934,743,209 
 

(2) 经营租赁承担 
 

根据不可撤销的有关房屋及土地经营租赁协议，本集团于 12 月 31 日以后
应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1 年以内 (含 1 年) 2,530,860 - 
1 年以上 2 年以内 (含 2 年) - - 
2 年以上 3 年以内 (含 3 年) - - 
3 年以上 - - 
合计 2,530,860 - 

 
(3) 本集团本年无与合营企业以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未确认承诺(2014 年：

无)。 
 

2、 或有事项 
 
(1) 或有负债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3,734,131,600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3,278,605,261
元)；本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70,000,000 元(2014 年：无)。本公司董事认为本公司不会因为该等担保而
承担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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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开立信用证未结清余额人民币 69,425,906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35,760,599 元)。本公司认为该等信用证
不会引致额外风险。 
 
本集团本年为合营企业西巴水泥及中缅贸易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1,177,738,040 元(2014 年：无)。 
 

(2) 或有资产 
 
本集团本年无该等事项。 

 
十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提议分配的普通股股利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注 金额

拟分配的股利 注(1) 2,278,700,109

 
(1) 于资产负债表日后提议的利润分配 

 
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提议本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股
人民币 0.43 元(2014 年：每股人民币 0.65 元)，共人民币 2,278,700,109 元
(2014 年：人民币 3,444,546,676 元)。此项提议尚待股东大会批准。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提议派发的现金股利并未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为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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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其他重要事项 
 
1、 分部报告 
 

本集团根据内部组织机构、管理要求及内部报告制度以业务经营地为基础确定
了 5 个报告分部。这 5 个报告分部分别为：中国东部、中国中部、中国南部、
中国西部及海外。每个报告分部的主要业务均为生产和销售熟料和水泥产品。
本集团管理层定期审阅不同分部的财务信息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业绩。 
 
本集团按内部报告信息披露相关报告分部利润或亏损，资产及负债的信息。 
 
(1) 报告分部的利润或亏损、资产及负债的信息 
 

为了评价各个分部的业绩及向其配置资源，本集团管理层会定期审阅归属
于各分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及利润总额，这些信息的编制基础如下： 
 
分部资产包括归属于各分部的所有资产。分部新增的非流动资产是指在当
期购置或建造分部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
动资产所发生的资本支出总额。分部负债包括归属于各分部的所有负债。 
 
分部利润总额是指各个分部产生的收入(包括对外交易收入及分部间的交
易收入)，扣除各个分部发生的费用、归属于各分部的资产发生的折旧和摊
销及减值损失、直接归属于某一分部的银行存款及银行借款所产生的利息
净支出后的净额。分部之间收入的转移定价按照与其它对外交易相似的条
款计算。本集团并没有将所得税费用分配给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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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披露的本集团各个报告分部的信息是本集团管理层在计量报告分部利润或亏损、资产和负债时运用了下列数据，或
者未运用下列数据但定期提供给本集团管理层的： 
 
2015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中国东部 中国中部 中国南部 中国西部 海外 分部间抵销 合计 
对外交易收入 14,007,025,008 15,739,839,462 9,975,321,563 10,791,507,616 462,342,357 - 50,976,036,006 
分部间交易收入 2,438,873,163 13,487,340,421 123,566,062 21,953,865 - 16,071,733,511 - 
报告分部收入小计 16,445,898,171 29,227,179,883 10,098,887,625 10,813,461,481 462,342,357 16,071,733,511 50,976,036,006 
报告分部利润总额 
  (亏损以“－”号填列) 

761,480,674 10,526,491,158 1,997,839,002 1,110,408,675 -212,044,014 4,144,778,660 10,039,396,835 

- 利息收入 8,292,166 942,736,559 11,333,564 15,453,605 1,089,089 526,476,755 452,428,228 
- 利息支出 140,018,291 873,259,515 106,118,163 240,534,259 73,906,410 471,015,119 962,821,519 
- 折旧和摊销费用 435,672,133 1,969,698,130 628,758,946 1,361,912,990 71,573,410 8,295,591 4,459,320,018 

报告分部资产总额 9,669,151,320 84,432,310,073 11,443,584,297 28,343,246,581 4,064,859,838 32,171,760,488 105,781,391,621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 

- 531,215,288 - 2,164,224,137 279,997,561 - 2,975,436,986 

- 报告分部新增的 
非流动资产 

397,200,557 2,921,718,765 858,563,184 2,391,939,073 473,636,757 - 7,043,058,336 

报告分部负债总额 5,711,212,067 17,618,846,319 3,777,152,780 16,598,154,563 3,717,995,067 15,553,539,883 31,869,820,913 
主营业务收入 16,242,811,394 28,170,513,872 9,982,176,009 10,726,663,969 442,443,695 15,835,891,131 49,728,717,808 
主营业务成本 14,490,345,430 21,172,219,193 6,934,594,253 8,152,386,120 337,626,463 15,325,173,625 35,761,99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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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中国东部 中国中部 中国南部 中国西部 海外 分部间抵销 合计 
对外交易收入 19,408,818,372 17,820,833,355 11,507,809,478 11,978,298,917 42,740,801 - 60,758,500,923 
分部间交易收入 2,882,537,597 16,531,500,557 98,257,472 2,721,003 - 19,515,016,629 - 
报告分部收入小计 22,291,355,969 34,352,333,912 11,606,066,950 11,981,019,920 42,740,801 19,515,016,629 60,758,500,923 
报告分部利润总额 
(亏损以“－”号填列) 

1,707,637,418 12,274,976,837 3,465,868,582 2,085,999,617 -53,273,290 4,598,399,213 14,882,809,951 

-利息收入 11,406,479 901,637,953 2,952,885 11,261,591 1,001,151 508,261,213 419,998,846 
-利息支出 157,705,716 945,095,174 108,338,573 256,624,501 10,122,290 438,950,181 1,038,936,073 
-折旧和摊销费用 388,259,301 1,811,054,370 597,116,463 1,032,688,217 3,238,511 4,588,997 3,827,767,865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 - - - - - - 

报告分部资产总额 10,342,792,740 79,588,342,960 11,455,653,070 27,623,579,479 1,583,378,286 28,340,649,252 102,253,097,283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 

- 423,043,103 - 2,159,946,251 61,154,864 - 2,644,144,218 

-报告分部新增的 
非流动资产 

848,206,312 3,332,209,295 1,030,764,405 4,735,213,822 609,681,598 - 10,556,075,432 

报告分部负债总额 6,268,202,401 23,579,451,443 3,682,952,146 13,796,078,245 1,357,708,261 16,042,536,146 32,641,856,350 
主营业务收入 21,910,446,812 32,989,084,368 11,497,047,964 11,750,190,815 26,507,656 19,208,742,159 58,964,535,456 
主营业务成本 19,350,924,840 23,214,283,701 6,976,993,942 8,218,297,409 25,134,336 19,162,508,176 38,623,12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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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信息 
 

本集团按不同地区列示的有关取得的对外交易收入以及非流动资产(不包
括金融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下同)的信息见下表。对外交易收入是按接
受服务或购买产品的客户的所在地进行划分。非流动资产是按照资产实物
所在地(对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而言)或被分配到相关业务的所在地(对
无形资产和商誉而言)或合营及联营企业的所在地或债务人所在地进行划
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家或地区 
对外交易收入 非流动资产总额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中国 48,970,188,119 59,265,432,102 73,492,632,825 71,559,799,433
其中：中国大陆 48,970,188,119 59,265,432,102 73,492,632,825 71,559,799,433
小计 48,970,188,119 59,265,432,102 73,492,632,825 71,559,799,433
中国以外 2,005,847,887 1,493,068,821 2,378,837,059 1,377,369,670
合计 50,976,036,006 60,758,500,923 75,871,469,884 72,937,169,103
 

(3) 主要客户 
 
本集团本年不存在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十五、 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外币 
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
金额

外币
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
金额

库存现金：   
人民币 - - - 199 1 199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1,698,125,291 1 11,698,125,291 7,259,756,870 1 7,259,756,870
美元 - - - 646,694,138 6.1190 3,957,121,430
   

其他货币 
资金： 

  

人民币 94,537,366 1 94,537,366 92,609,663 1 92,609,663
   
合计  11,792,662,657  11,309,48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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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9,957,121,430 元)。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其他货币资金主要为专项保证金人民币
94,537,366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92,609,663 元)。 

 

2、 应收票据 
 

(1) 应收票据分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种类 2015 年 2014 年
银行承兑汇票 191,943,377 298,060,520

 
上述应收票据均为一年内到期。 

 
(2)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已质押或用于贴现的应收票据(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3) 年末本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种类 
年末终止 
确认金额 

年末未终止
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36,630,364 106,180,015
合计 36,630,364 106,180,015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结算贸易应付款项人民币 36,630,364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04,079,441 元) 而将等额的未到期应收票据
背书予供货商，而由于本公司管理层认为该等未到期票据所有权的风险及
回报已实质转移，故而完全终止确认该等应收票据及应付供货商款项。本
公司对该等完全终止确认的未到期应收票据的继续涉入程度以出票银行
无法向票据持有人结算款项为限。本公司继续涉入所承受的可能最大损失
为本公司背书予供货商的未到期应收票据款项，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人民
币 36,630,364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04,079,441 元) 。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到期应收票据人民币 106,180,015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47,233,526 元) 背书予供货商以结算应付账款未
被终止确认，主要是因为管理层认为票据所有权之信贷风险尚未实质转
移。其相对应的应付账款也未终止确认。上述未到期应收票据以及应付账
款的面值约等于其公允价值。该等未到期应收票据限期为一年。 

 
本年度本公司无因出票人无力履约而将票据转为应收账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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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按客户类别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其他客户 29,045,952 13,298,437
小计 29,045,952 13,298,437
减：坏账准备 101,572 101,572
合计 28,944,380 13,196,865

 
(2) 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2014 年
1 年以内(含 1 年) 28,944,380 13,196,865
1 年至 2 年(含 2 年) - -
2 年至 3 年(含 3 年) - -
3 年以上 101,572 101,572
小计 29,045,952 13,298,437
减：坏账准备 101,572 101,572
合计 28,944,380 13,196,865

 
账龄自应收账款确认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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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注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了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 - - - -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组合 1 (a) 101,572 0.3% 101,572 100% - 101,572 0.8% 101,572 100% - 
组合 2 (a) 28,944,380 99.7% - 0% 28,944,380 13,196,865 99.2% - 0% 13,196,865 
组合小计 (a) 29,045,952 100% 101,572 0.3% 28,944,380 13,298,437 100% 101,572 0.8% 13,196,865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了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 - - - - 
合计  29,045,952 100% 101,572 0.3% 28,944,380 13,298,437 100% 101,572 0.8% 13,19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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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合中，年末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8,944,380 - -
1 至 2 年 - - -
2 至 3 年 - - -
3 年以上 101,572 101,572 100%
合计 29,045,952 101,572 0%

 
(4) 本年计提、收回、转回或核销的坏账准备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余额 101,572 433,750
本年收回或转回 - -
本年核销 - 332,178
本年转销 - -
年末余额 101,572 101,572

 
(5) 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余额 

的比例 
(%)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1. 客户 I 15,004,104 51.7% -
2. 客户 J 7,106,292 24.5% -
3. 客户 K 3,551,029 12.2% -
4. 客户 L 3,145,272 10.8% -
5. 客户 M 126,594 0.4% -
合计 28,933,291 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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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按客户类别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1. 应收子公司 27,344,665,986 23,527,849,122
2. 应收其他关联公司 58,692,925 11,531,947
3. 其他 219,256,031 26,316,422
小计 27,622,614,942 23,565,697,491
减：坏账准备 56,694,366 114,050,193
合计 27,565,920,576 23,451,647,298

 
(2) 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2015 年 2014 年 
1 年以内(含 1 年) 27,560,984,019 23,456,833,588 
1 年至 2 年(含 2 年) 4,266,410 3,232,161 
2 年至 3 年(含 3 年) 670,147 - 
3 年以上 56,694,366 105,631,742 
小计 27,622,614,942 23,565,697,491 
减：坏账准备 56,694,366 114,050,193 
合计 27,565,920,576 23,451,647,298 

 
账龄自其他应收款确认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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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应收款分类披露：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注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了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a) 55,053,693 1% 55,053,693 100% - 124,626,580 1% 110,779,373 89% 13,847,207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 1 (b) 27,567,561,249 99% 1,640,673 0% 27,565,920,576 23,441,070,911 99% 3,270,820 0% 23,437,800,091 
组合 2 (b) - - - - - - - - - - 
组合小计 (b) 27,567,561,249 99% 1,640,673 0% 27,565,920,576 23,441,070,911 99% 3,270,820 0% 23,437,800,09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

独计提了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 

 - - - - - - - - - - 

合计  27,622,614,942 100% 56,694,366 0% 27,565,920,576 23,565,697,491 100% 114,050,193 1% 23,451,647,298 
 

注*： 此类包括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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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了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其他应收款

(按单位)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理由

应收温州 
海螺款 

55,053,693 55,053,693 100% 

亏损，子公司处
于停产状态，按
净 资 产 确 定 可
收回金额 

合计 55,053,693 55,053,693 100% 
 

(b) 组合中，年末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7,562,624,692 - -
1 至 2 年 2,625,737 - -
2 至 3 年 670,147 - -
3 年以上 1,640,673 1,640,673 100%
合计 27,567,561,249 1,640,673 0%

 
(4) 本年计提、收回、转回或核销的坏账准备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年初余额 114,050,193 110,246,687
本年计提 - 3,803,506
本年收回或转回 57,355,827 -
本年核销 - -
本年转销 - -
年末余额 56,694,366 114,05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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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款项性质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子公司往来款 19,009,665,986 15,302,849,122
应收子公司贷款 8,335,000,000 8,225,000,000
其他 277,948,956 37,848,369
合计 27,622,614,942 23,565,697,491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应收款项净额中包括应收子公司款项人民
币 27,289,612,293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3,417,069,749 元)。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应收子公司温州海螺款
项人民币 55,053,693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24,626,580 元)。鉴
于温州海螺处于停产状态，本公司管理层根据款项可收回性计提坏账准备
人民币 55,053,693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10,779,373 元)。 

 

(6) 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年末金额 账龄

占其他应
收款年末
余额的比

例(%) 
坏账准备
年末余额

1.海螺国际 应收子公司贷款 1,145,000,000 一年以内 4% -
2.芜湖海螺 应收子公司贷款 840,000,000 一年以内 3% -
3. 赣州海螺 应收子公司贷款 700,000,000 一年以内 3% -
4. 国产实业 应收子公司贷款 565,000,000 一年以内 2% -
5. 邵阳云峰 应收子公司贷款 450,000,000 一年以内 1% -
合计 3,700,000,000  13% -

 
5、 长期应收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子公司贷款 7,960,000,000 6,275,000,000

 
6、 长期股权投资 
 

(1) 长期股权投资分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子公司投资 36,929,195,547 47,500,000 36,881,695,547 33,452,048,215 47,500,000 33,404,548,215
对联营、合营企业
投资 

1,585,858,314 - 1,585,858,314 2,263,391,448 - 2,263,391,448

合计 38,515,053,861 47,500,000 38,467,553,861 35,715,439,663 47,500,000 35,667,93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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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子公司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长丰海螺 10,000,000 - - 10,000,000 - - 
张家港海螺 35,000,000 - - 35,000,000 - - 
上海海螺 45,000,000 - -  45,000,000 - - 
南通海螺 15,150,000 - -  15,150,000 - - 
上海销售 5,000,000 - -  5,000,000 - - 
建阳海螺  10,640,000 - -  10,640,000 - - 
泰州海螺  10,800,000 - -  10,800,000 - - 
蚌埠海螺   54,000,000 - -   54,000,000 - - 
温州海螺 47,500,000 - - 47,500,000 - 47,500,000 
分宜海螺 143,922,300 - - 143,922,300 - - 
上虞海螺 16,000,000 - - 16,000,000 - - 
建德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庐山海螺 31,420,000 68,580,000 - 100,000,000 - - 
杨湾海螺  170,000,000 - -  170,000,000 - - 
南昌海螺 20,000,000 - - 20,000,000 - - 
怀宁海螺 273,250,000 - - 273,250,000 - - 
中国水泥厂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台州海螺 70,000,000 - - 70,000,000 - - 
海门海螺 50,000,000 - - 50,000,000 - - 
江门海螺 105,000,000 - - 105,000,000 - - 
马鞍山海螺 80,000,000 - - 80,000,000 - - 
宣城海螺 420,690,000 - - 420,69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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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芜湖海螺 706,780,000 - - 706,780,000 - - 
湖南海螺 450,000,000 - - 450,000,000 - - 
英德海螺 406,054,400 - - 406,054,400 - - 
葵阳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新宁海螺 570,000,000 - - 570,000,000 - - 
兴安海螺 620,000,000 - - 620,000,000 - - 
宁海海螺 110,240,000 - - 110,240,000 - - 
北流海螺 850,000,000 - - 850,000,000 - - 
湛江海螺 100,000,000 - - 100,000,000 - - 
象山海螺 189,000,000 - - 189,000,000 - - 
扬州海螺 210,000,000 - - 210,000,000 - - 
弋阳海螺 1,170,000,000 - - 1,170,000,000 - - 
石门海螺 801,000,000 - - 801,000,000 - - 
楚州海螺 113,000,000 - - 113,000,000 - - 
平凉海螺 470,000,000 - - 470,000,000 - - 
宁德海螺 150,000,000 - - 150,000,000 - - 
赣江海螺 165,000,000 - - 165,000,000 - - 
佛山海螺 100,000,000 - - 100,000,000 - - 
六安海螺 89,000,000 - - 89,000,000 - - 
达州海螺 480,000,000 - - 480,000,000 - - 
临湘海螺 290,000,000 - - 290,000,000 - - 
乐清海螺 150,000,000 88,000,000 - 238,000,000 - - 
全椒海螺 350,000,000 - - 350,000,000 - - 
广元海螺 480,000,000 - - 480,000,000 - - 
清新公司 330,550,000 - - 330,55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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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重庆海螺 550,000,000 - - 550,000,000 - - 
礼泉海螺 480,000,000 - - 480,000,000 - - 
千阳海螺 270,000,000 220,000,000 - 490,000,000 - - 
淮南海螺 160,000,000 - - 160,000,000 - - 
阳春海螺 180,000,000 370,000,000 - 550,000,000 - - 
济宁海螺 235,000,000 - - 235,000,000 - - 
祁阳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益阳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海螺建安 25,530,353 - - 25,530,353 - - 
海螺国贸 133,966,193 - - 133,966,193 - - 
海螺物流 10,000,000 - - 10,000,000 - - 
宁昌塑品 105,793,244 - - 105,793,244 - - 
芜湖塑品 39,916,493 - - 39,916,493 - - 
铜陵海螺 2,865,089,509 - - 2,865,089,509 - - 
英德塑品 6,000,000 - - 6,000,000 - - 
芜湖物流 48,709,000 - - 48,709,000 - - 
英龙物流 10,000,000 - - 10,000,000 - - 
宁波海螺 138,331,796 - - 138,331,796 - - 
荻港海螺 1,925,127,913 - - 1,925,127,913 - - 
枞阳海螺 2,838,051,410 - - 2,838,051,410 - - 
池州海螺 4,212,389,008 - - 4,212,389,008 - - 
双峰海螺 688,000,000 - - 688,000,000 - - 
八菱海螺 25,272,000 - - 25,272,000 - - 
明珠海螺 24,421,700 - - 24,421,700 - - 
宿州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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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黄山海螺  80,000,000 - -  80,000,000 - - 
化州海螺 200,000,000 - - 200,000,000 - - 
江华海螺 266,000,000 - - 266,000,000 - - 
江华塑品 20,000,000 - - 20,000,000 - - 
龙陵海螺 231,800,000 - - 231,800,000 - - 
广元塑品 20,000,000 - - 20,000,000 - - 
贵阳海螺* 323,145,696 - - 323,145,696 - - 
贵定海螺* 241,722,315 - - 241,722,315 - - 
遵义海螺* 264,881,404 - - 264,881,404 - - 
保山海螺 300,000,000 - - 300,000,000 - - 
壮乡水泥 55,170,000 - - 55,170,000 - - 
四合工贸 207,402,000 - - 207,402,000 - - 
凤凰山公司 119,341,198 820,000,000 - 939,341,198 - - 
耐火材料 70,000,000 - - 70,000,000 - - 
金陵河公司 192,395,808 260,000,000 - 452,395,808 - - 
六矿瑞安 244,980,000 - - 244,980,000 - - 
黔西南公司 107,100,000 20,400,000 - 127,500,000 - - 
铜仁海螺 130,050,000 130,050,000 - 260,100,000 - - 
乾县海螺 200,000,000 360,000,000 - 560,000,000 - - 
梁平海螺 300,000,000 - - 300,000,000 - - 
印尼海螺 239,740,650 - - 239,740,650 - - 
文山海螺 280,000,000 - - 280,000,000 - - 
巴中海螺 280,000,000 - - 280,000,000 - - 
亳州海螺 21,000,000 - - 21,000,000 - - 
南威水泥 212,588,683 - - 212,588,6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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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哈密建材 81,154,600 - - 81,154,600 - - 
凌云通鸿 81,313,741 - - 81,313,741 - - 
北固海螺 40,000,000 - - 40,000,000 - - 
茂名大地 58,109,438 34,746,900 - 92,856,338 - - 
进贤海螺 29,400,000 - - 29,400,000 - - 
临夏海螺 200,000,000 150,000,000 - 350,000,000 - - 
海螺国际 11,950,240 229,636,082 - 241,586,322 - - 
海螺物贸 50,000,000 - - 50,000,000 - - 
无锡销售 100,000,000 - - 100,000,000 - - 
盈江允罕 31,405,300 - - 31,405,300 - - 
邵阳云峰 141,389,000 - - 141,389,000 - - 
湖南云峰 136,476,900 - - 136,476,900 - - 
水城海螺** 194,583,657 - - 194,583,657 - - 
昆明宏熙 120,955,300 - - 120,955,300 - - 
国产实业 421,782,156 - - 421,782,156 - - 
宝鸡塑品 10,000,000 - - 10,000,000 - - 
印尼国贸 614,810 5,734,350 - 6,349,160 - - 
赣州海螺 - 220,000,000 - 220,000,000 - - 
巢湖海螺 - 500,000,000 - 500,000,000 - - 
小计 33,452,048,215 3,477,147,332 - 36,929,195,547 - 47,500,000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参见附注七。 
 

* 上述子公司系修改公司章程使本公司可控制其董事会 60%席位及投票权。 
 

** 根据该子公司章程，本公司在其股东会享有除特别决议事项外其他股东会决议事项 100%的表决权，本公司拥有其董事会 60%席位及表决权。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212 

(3) 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减变动 

年末余额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追加投资

减少
投资

权益法下
确认的

投资收益
其他综
合收益

其他权
益变动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提减值

准备
 
海螺川崎装备制造 265,471,173 - - 29,600,828 - - -23,358,022 - 271,713,979 - 
中缅贸易 110,149,839 68,932,125 - 36,955,362 - - - - 216,037,326 - 
西巴水泥 61,154,864 187,760,161 - -38,192,705 12,996,358 - - - 223,718,678 - 
缅甸海螺 - 56,503,553 - 1,365,512 -1,590,182 - - - 56,278,883 - 
小计 436,775,876 313,195,839 - 29,728,997 11,406,176 - -23,358,022 - 767,748,866 - 

 
朱家桥水泥 47,422,091 - - -3,958,108 - - - - 43,463,983 - 
青松建化 1,779,193,481 - -1,015,968,030 17,166,642 94,492 - -5,841,120 - 774,645,465 - 
小计 1,826,615,572 - -1,015,968,030 13,208,534 94,492 - -5,841,120 - 818,109,448 - 
合计 2,263,391,448 313,195,839 -1,015,968,030 42,937,531 11,500,668 - -29,199,142 - 1,585,858,314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财务报表 

213 

7、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房屋及 
建筑物 机器设备 

办公设备及 
其他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原值  
年初余额 804,877,246 957,521,850 17,101,697 45,800,932 1,825,301,725
本年增加  

-购置 2,705,300 12,369,783 187,535 621,624 15,884,242
-在建工程 
转入 

780,051 8,133,438 - - 8,913,489

本年处置或报废 3,321,416 60,970 - 506,032 3,888,418
本年转入投资性房地

产 
9,768,418 - - - 9,768,418

年末余额 795,272,763 977,964,101 17,289,232 45,916,524 1,836,442,620
  
累计折旧  
年初余额 271,237,035 542,405,167 13,489,660 30,742,031 857,873,893
本年计提 33,279,150 50,969,010 1,213,473 5,739,511 91,201,144
本年处置或报废 1,416,835 14,070 - 480,730 1,911,635
本年转入投资性房地

产 
464,004 - - - 464,004

年末余额 302,635,346 593,360,107 14,703,133 36,000,812 946,699,398
  
减值准备  
年初余额 1,904,579 46,902 - - 1,951,481
本年计提 - - - - -
本年处置或报废 1,904,579 46,902 - - 1,951,481
年末余额 - - - - -
  
账面价值  
年末 492,637,417 384,603,994 2,586,099 9,915,712 889,743,222
年初 531,735,632 415,069,781 3,612,037 15,058,901 965,476,351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固定资产抵押(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311,728,311 元的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已作为本公司人民币 650,000,000 元
的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的抵押物之一)。 

 
8、 应付账款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单项金额重大的账龄超过 1 年的应付账款(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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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应付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2014 年
应付子公司款 4,852,114,938 5,261,696,134
其他 373,028,797 762,156,231
合计 5,225,143,735 6,023,852,365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项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 7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6,997,429,561 -
合计 6,997,429,561 700,000,000

 
(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信用借款 - 50,000,000
抵押借款 - 650,000,000
合计 - 700,000,000

 
(3)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中的逾期借款 

 
本公司本年无此类事项(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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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326,633,871 1,030,610,784 1,830,138,799 1,268,427,310 
其他业务 963,984,587 804,654,439 842,267,603 581,194,375 
合计 2,290,618,458 1,835,265,223 2,672,406,402 1,849,621,685 

 
(2) 营业收入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销售商品 1,326,633,871 1,830,138,799
小计 1,326,633,871 1,830,138,799
其他业务收入 
  -材料/设备销售收入 513,132,813 465,776,958
  -其他 450,851,774 376,490,645
小计 963,984,587 842,267,603
合计 2,290,618,458 2,672,40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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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8,456,091,028 13,783,911,820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42,937,531 -15,319,429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962,353,365 -89,606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107,010,893 9,795,690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107,010,893 9,795,69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 
的投资收益 

9,385,199 29,492,083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48,698,777 -
其中：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 417,100,755 -
合计 10,226,476,793 13,807,79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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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2015 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21,775,328 注 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014,096,824 注 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5,648,067 注 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732,283,890 注 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注 1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8,266,358 注 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47,669 注 1 
所得税影响额 -727,453,2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959,947  
合计 2,215,009,592  

 
注 1：上述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按税前金额列示。 

 
十七、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本集团按照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订) 以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
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1.03% 1.42 1.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7.7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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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同时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净利润 净资产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按中国会计准则 7,516,385,018 10,993,022,264 70,491,887,946 66,216,607,886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1.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递延确
认的不属于《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
范下的项目(注 1) 

22,313,597 -12,105,417 -344,317,796 -366,631,393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7,538,698,615 10,980,916,847 70,147,570,150 65,849,976,493
 
注 1： 在编制的财务报表中，对政府提供的某些补助金，按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作为“资

本公积”处理或直接冲减所得税应纳税额，并不按照政府补助的会计政策处理。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补助金会抵销与这些补助金有关的资产的成本。
在转入物业、厂房及设备时，补助金会通过减少折旧费用，在物业、厂房及设备
的可用年限内确认为收入。 

 
对本集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境外审计机构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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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备查文件 

 

（一）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

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

原稿。 

（四）在联交所网站公布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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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报告的 

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2015年修订)相关规定和要求，作为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二○一五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后，认为： 

1、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制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二○一五年度报告及年报摘

要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安

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审计报告》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我们保证公司二○一五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

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王建超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黄灌球 独立非执行董事 

戴国良 独立非执行董事 赵建光 独立非执行董事 

郭景彬 非执行董事 章明静 执行董事 

周  波 执行董事、总会计师 吴  斌 总经理 

李群峰 副总经理 李晓波 副总经理 

丁  锋 副总经理 李乐意 工艺总工程师 

柯秋璧 总经理助理 陈永波 总经理助理 

夏小平 副总会计师 杨开发 董事会秘书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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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阅读来源：工信部产业政策司 发布日期：2015-04-29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41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3〕37号）部署，继续做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工作，严
禁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行业新增产能，工信部发布《部分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工信部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产业【2015】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41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3〕37号）部署，继续做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工作，严禁
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行业新增产能，现将《部分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年4月20日

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更多>>

更多>>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亚峰建材化工有限
鞍钢实业集团冶金机械
天瑞仪器－北京邦鑫伟
江苏南通南方润滑液压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卓正贸易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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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2015年淘汰水泥产能241万吨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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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严禁新增产能，化解产
能过剩矛盾，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布局优化，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41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3〕37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建设，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实施等
量或减量置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实施减量
置换。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的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为：钢铁（炼钢、炼
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

本办法所称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
建，以及按照国发〔2013〕41号文件要求清理的未经国家核准且有必要
继续建设的在建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水泥粉磨站建设项目，
可不制定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依据本地区水泥工业结构调整方案
优化布局。

本办法所称的产能等量置换是指建设项目应淘汰与该项目产能数量
相等的落后或过剩产能；减量置换是指建设项目应淘汰大于该项目产能
数量的落后或过剩产能。

本办法所称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是指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等9市，以及其他环
境敏感区域。

第二章 置换产能确定

第四条 新（改、扩）建项目产能置换指标，须为2013年及以后列
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或省级人民政府完成任务公告（以下统称“列入公
告”）的企业淘汰产能（不含各地列入明确压减范围的钢铁产能）。已超
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不得用于产能置换。

经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审批已实施JT窑技术改造，并经省级行业协会
等组织鉴定的JT窑，可用于水泥熟料新（改、扩）建项目产能置换。

未经国家核准的在建项目产能置换指标，须为2011年及以后列入公
告的企业淘汰产能。

  2011年以来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淘汰产能数量，依照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告核定；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但列入省级人民政府完
成任务公告的淘汰产能数量，依照省级人民政府完成任务公告核定。

赣东北地区水泥价格新年首降 01-04
中国煤炭供给面逐步收缩 2016年延续供 01-04
湖南：未来5年湘潭规划建设两个通用机 01-04
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01-04
2016年十大猜想 01-04
浙江61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 01-04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再发公告：前董事连 12-31
[行业动态]水泥界“琅琊榜”——2015年 12-31
[企业情况]打破山水水泥僵局 还需中央出 12-31
[企业情况]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率 12-28
[行业动态][原创]从山水看中国水泥行业 12-28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称子公司所发债券无 12-31
[行业动态][原创]2015水泥行业好剧不断 12-31
[行业动态]诸葛文达：一位水泥从业人员 01-01
[企业情况]安徽海螺的后郭文叁时代-中国 12-28
[行业动态][原创] 2015年度水泥行业十大 12-28
[企业情况]山水水泥称财务记录失窃 已向 12-30

人物 会展 企业 产品 热点

更多>>

朱兴良：矿山行业如何赶趟“中国制造 12-09
浙江义乌副市长致辞“2015中国选矿科 12-08
2016南京水泥展：你参观，我买单 服务 11-28
2016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同 11-27
[原创]建材行业两化融合大会在京召开， 11-21
[专题]2015第五届中国水泥行业百强供应 11-24
2015第四届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大会 11-11
2015中国-伊朗水泥装备技术国际合作洽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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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产能数量和2015年以后拟淘汰的产能数量，依照换算表
（见附1）核定。用于置换的产能指标不得重复使用。

第五条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需置换淘汰的产能
数量按不低于建设项目产能的1.25倍予以核定，其他地区实施等量置
换。

第三章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第六条 支持跨地区产能置换，引导国内有效产能向优势企业和更具
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推动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区域
经济和产业发展格局。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实施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
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第七条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由各省（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进行组织协调，制定具体交易实施办法，报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搭建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供需信息平台，为产
能置换提供信息服务。同时，探索建立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平台。

第九条 用于跨省交易的产能置换指标，需指标出让方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和公告。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将产能指标的出让和需求信息，按要求（见附2）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供需信息平台（http://cyzy.miit.gov.cn）发布。

第四章 置换方案内容和确认

第十条 产能置换方案主要包括淘汰项目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须明
确以下内容：

（一）淘汰项目所属的行业和地区、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主
体设备（生产线）、核定的产能和拆除时间，以及相关材料（工商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生产许可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二）建设项目所属的行业和地区、企业名称、拟建的主体设备和
产能。

（三）通过跨省（区、市）交易获得的产能置换指标，需提供指标
出让方省级人民政府确认意见，以及供需双方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完成交易的确认意见。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企业按照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制定产能置换方
案，按各省（区、市）相关要求报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二届国内外水泥行业安全生产技术交流 10-19

更多>>

水泥匠人郭文叁：左手责任 右手环保 11-27
2015第五届中国水泥行业百强供应商评 11-24
2015年10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1-17
清盘！山水“年度大剧”落幕？ 11-13
水泥行业新一轮 “并购重组潮”来袭？ 11-12
2015年中国水泥助磨剂高峰论坛暨水泥 11-03
2015年9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0-23
2015年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0-19
排污费和排污权的区别在哪里？ 09-30

最新专题

2015年水泥熟料产能百强榜
2015年度中国水泥熟料产能百强榜
由中国水泥网独家统计发布，进一步
推出省内水泥熟料产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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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烨）

第十二条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
核实产能置换方案，确保淘汰项目真实、产能合理，明确置换产能淘汰
期限。

第十三条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产能置换方案及核实意见
（见附3），报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后向社会公告（见附4）。

第五章 置换方案监督落实

第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对各省（区、市）确认的置换方案进
行抽查。同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各界监督作用。

第十五条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省级人民政府向社会
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按照《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号）要求，将用于置换的全部淘汰
项目，列入年度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任务，按要求组织淘汰，使其不能
恢复生产。

第十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部际协调小组成员
单位，对各地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开检查结
果。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各类所有
制企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
并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第十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之前发布的产能置换相关文件要求与本办
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附件1：产能换算表

附件2：出让信息报送样式

附件3和附件4：产能置换方案核实确认意见表及公告

产能置换 产能过剩 延伸阅读
·[企业情况]淮北众城水泥45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12-18]
·[项目动态]河南孟电2×55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一期工程将建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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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 网络工程师 矿山经理
·吉林省元方企业管理有限 混凝土公 混凝土企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 耐火材料 回转窑煅
·茂名石化胜利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磨工 电气主管
·江苏八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采矿技术员 电气工程师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 土建工程师
·北京斯拓高科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广州市得佐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员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水泥行业
·淮安淮扬矿粉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 水泥包装

·[深度评论][独家]二谈示范工程也应公示产能置换 [09-17]

·[行业动态]四川2015年淘汰水泥产能241万吨 [01-04]
·[行业动态]金融工具配合政策文件 双管齐下力解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之困 [01-02]
·[行业动态]产能过剩行业应尽快兼并重组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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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永久登录 找回密码 注册 成为高级会员 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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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中心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资讯中心 > 行业

工信部公示拟予认定的水泥行业部分在建项目名单

更新日期: 2015年05月14日   来源: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   【字体：小 大】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规定精神，现将江

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7省（自治区）申请并已明确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经评估

符合产业政策，拟予认定的37个水泥、平板玻璃在建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时间：2015年5月13-29日。

如有异议，请将书面意见发至邮箱或传真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和发展改革委（产业协调

司）。

 

　　邮  箱：yclsjcc@miit.gov.cn；qinkun@ndrc.gov.cn

 

　　传  真：68205567

　　    

　　附   件：拟予认定的在建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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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解读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缓、稳、进 工信部原材料司赴中建材调研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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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试点工作通知 工信部将全面推行绿色建材 3概念股值得关注

工信部：水泥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通知 工信部：当前水泥等行业运行"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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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关于在北方采暖区全面试行冬季水泥错峰生产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5-11-13  来源：原材料工业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关于在北方采暖区全面试行冬季水泥错峰生产的通知

            

工信部联原函〔2015〕542号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厅（局）：

                    

当前，北方地区水泥产能严重过剩，水泥行业盈亏相抵已处于净亏损状态。北方地区采暖期若继续生产水泥熟料，

水泥窑炉和采暖锅炉排放叠加，势必增大大气污染和雾霾天气发生机率。为减轻大气污染，缓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促

进水泥行业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国

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等文件精神，同时借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泥错峰

生产的有效做法和去冬今春北方部分地区试点经验，决定北方地区在2015-2016年采暖期全面试行水泥错峰生产。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行错峰生产的范围

在北方采暖地区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试行错峰生产，但承担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等特殊任务

的熟料生产线除外。

               

二、错峰生产的时间安排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

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自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3月31日；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山东自2016年1月1日至2月29日；

河南自2016年1月15日至3月15日。

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错峰生产时间是否提前或延迟。

               

三、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新标准

　　新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已于2015年7月1日实施，水泥企业应做到达标排放；环保

部门应加大检查力度，对不能全面达标排放的企业，督促其利用冬季采暖错峰生产期间加快技术改造，改造完成前不得

恢复生产。

                     

四、安排好错峰期间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

　　错峰生产期间，企业要做好水泥窑检修、技术改造、职工培训等工作，并保障职工工资待遇；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

熟料的企业也应积极配合本地区水泥行业协会做好行业自律工作，合理安排生产，压减熟料产量和库存量。

                         

五、加强水泥熟料储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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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采暖地区水泥熟料企业供应能力强，在冬季需求较少时，应严格控制冬储熟料量，以减少资金占用、节约成本

费用。要加强对冬季熟料储存现场管理，严格执行《水泥企业产品质量管理规程》和《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有关熟料

储存要求，防止熟料露天存储造成质量损失和二次污染。

                           

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支持由中国水泥协会牵头制定必要的行规行约，组织各地方协会协调相关企业加强自律，签订《水泥企业错峰生产

自律公约》，自觉执行错峰生产有关约定，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七、加大舆论宣传和监督

　　大力宣传错峰生产对改善大气质量、节能减排、化解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和提质增效的现实意义、典型经验，增

强企业责任感、荣誉感和参与意识，营造有利于开展水泥错峰生产的良好舆论氛围。对不守信违约企业由有关方面进行

约谈或曝光。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指导本地行业协会和水泥企业开展好错峰生产

工作，督促不达标企业加大整改力度，引导本地区水泥错峰生产平稳有序开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2015年11月13日

抄送：中国水泥协会、中国建材报社。

【打印】 【关闭】

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址: 中国北京西长安街13号 邮编: 100804

工业和信息化部 版权所有 京ICP备 0400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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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资讯中心>行业 

 暂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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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资料 

山东 4 家水泥企业未按照错峰生产要求被停产 

更新日期: 2016 年 02 月 19 日 作者: 宋福来 来源: 齐鲁网 【字体：小 大】  

摘要：山东省水泥企业自 2016年 1月 1日到 2月 29日停窑执行错峰生产，但仍有 4家水泥

企业未按照要求继续外排大气废弃物，被强制停产。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在北方采暖地区全面试行水泥错峰生产的通

知》，山东省水泥企业自 2016年 1月 1日到 2月 29日停窑执行错峰生产，但仍有 4家水泥

企业未按照要求继续外排大气废弃物，被强制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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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新闻联播》报道，根据山东省环保厅提供的名单显示，这

四家企业是：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限公司、济宁海螺

水泥有限公司、日照彼那尼荣安水泥有限公司。  

  

    山东省环保厅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韩凯：“检查组自 1月 14号起对上述企业开展了独

立调查。现场检查时，除济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已停产外，其余三家企业仍在生产。”  

  

    针对未停产水泥企业，山东省环保厅检查组组织当地环保部门责成企业按通知要求停

产。截至 1月 31日，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和日照彼那尼荣安水泥有限公司

已按要求停产，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限公司仍违规生产。  

  

    韩凯：“2月 1 日，台儿庄区环保局向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针对其外排废气污染物浓度超标问题处罚款 30万元。该企业已于 2月 3日起

停产。”  

  

[打印文章] [添加收藏]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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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更新日期: 2015年05月22日   来源: 新华网   【字体：小 大】  

摘要：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

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

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如下：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经国务院授权发布）

 

　　2015年3月

 

　　目录

 

　　前言

 

　　一、时代背景

 

　　二、共建原则

 

　　三、框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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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作重点

 

　　五、合作机制

 

　　六、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

 

　　七、中国积极行动

 

　　八、共创美好未来

　　全文如下：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前言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

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

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

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

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

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

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

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

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

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

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

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

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

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

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



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

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

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

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

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

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三、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

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

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

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

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

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

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

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

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

好。

　　四、合作重点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

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

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

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

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



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

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

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

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

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

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

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

与合作。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

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

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

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

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

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

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

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

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

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

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

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

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

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

绸之路。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

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

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



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

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

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

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

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

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

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

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

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

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

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

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

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

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

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

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

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

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

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五、合作机制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

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

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

（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

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

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

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

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

坛。

　　六、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

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

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

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

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

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

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

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

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

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

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

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

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

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

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

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

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

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

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

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七、中国积极行动

　　一年多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

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收获早期成果。

　　高层引领推动。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

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



[打印文章] [添加收藏] 更多

泛共识。

　　签署合作框架。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

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与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

要。

　　推动项目建设。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

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

目。

　　完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各种资源，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

发起设立丝路基金，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

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积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发挥平台作用。各地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

会，对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共创美好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愿与

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

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

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

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既有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

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

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项目，对

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

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

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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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1 1 2
Argentina 1 1 4 2 5 3 1 3 4 3 1 2 2 2 1 2 5 2 44
Armenia 1 1
Australia 1 2 2 3 4 1 3 2 1 2 2 1 1 1 26
Austria 2 3 3 3 1 1 1 2 2 1 1 20
Bahrain 1 1
Bangladesh 1 1 2
Belarus 3 4 3 2 1 2 1 2 1 3 22
Belgium 1 2 3 3 1 5 1 3 2 3 1 1 2 1 29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 1 1 3
Brazil 8 10 5 6 13 9 13 3 3 10 4 7 2 3 12 3 3 2 6 122
Bulgaria 3 2 1 1 1 2 1 1 1 1 1 15
Canada 2 1 3 4 1 7 5 4 2 1 1 2 2 1 2 1 2 41
Chile 2 2 2 2 1 6 4 4 1 1 1 1 2 2 2 33
China 20 43 33 27 43 43 55 50 53 49 53 73 61 78 78 44 51 60 75 63 1052
Colombia 1 2 1 1 3 8
Costa Rica 2 2
Croatia 1 1 1 1 1 5
Cuba 1 1 2
Czech Republic 1 1 2 7 3 2 1 1 1 1 1 21
Denmark 1 1 2 2 1 1 1 9
Dominican Republic 1 1 1 3
Ecuador 1 1 1 3
Egypt 1 2 1 2 1 3 2 1 1 5 19
El Salvador 2 1 3
Estonia 1 1 1 1 1 5
European Union 1 2 4 7 9 9 10 10 3 5 3 2 4 6 9 3 5 8 8 108
Faeroe Islands 2 2
Finland 1 1 2 1 2 2 2 1 1 2 2 1 18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1 1 1 1 2 1 1 1 9
France 4 4 10 7 2 3 2 3 1 1 1 1 1 1 2 1 3 47
Georgia 1 1
Germany 7 9 13 8 11 6 9 7 3 2 2 2 4 1 3 3 2 3 7 4 106
Greece 3 1 1 1 1 1 1 9
Guatemala 1 1 1 1 1 5
Honduras 1 1
Hong Kong, China 1 4 2 3 2 1 3 3 2 2 3 3 2 1 1 1 34
Hungary 2 2 2 4 4 1 1 1 17
India 3 11 8 13 13 10 12 16 14 8 14 6 4 6 7 4 7 10 11 15 192
Indonesia 7 7 9 5 20 13 18 12 8 8 14 9 5 11 10 4 5 6 7 5 183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1 2 2 3 2 2 1 2 1 3 1 2 1 1 24
Ireland 2 1 1 2 6
Israel 1 2 1 1 2 1 1 1 2 1 3 16
Italy 6 5 5 5 2 5 8 3 4 1 1 2 2 1 2 3 3 1 59
Japan 5 6 14 14 22 12 14 13 16 9 7 9 4 3 5 5 5 6 11 7 187
Jordan 1 1
Kazakhstan 3 1 2 4 3 3 6 2 1 1 26
Kenya 1 1 2

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1 1 2
Korea, Republic of 14 11 15 27 35 23 23 23 17 24 12 10 13 9 8 9 11 22 25 18 349
Kuwait 1 1 2
Kyrgyz Republic 1 1
Latvia 2 1 1 3 7
Libyan Arab Jamahiriya 1 1 2
Liechtenstein 1 1
Lithuania 1 4 1 1 3 1 11
Luxembourg 2 1 3
Macao, China 1 1 1 1 1 1 6
Malawi 1 1
Malaysia 2 3 5 4 7 9 6 4 8 6 14 5 7 10 7 4 2 3 9 10 125
Mexico 3 5 2 9 4 1 4 1 4 3 1 2 2 5 5 3 3 6 3 66
Moldova 2 1 1 4
Mozambique 1 1
Nepal 2 2
Netherlands 6 1 5 3 2 3 4 1 2 1 1 2 1 32
New Zealand 1 1 2 3 1 1 1 1 11
Nicaragua 1 1
Nigeria 1 1
Norway 1 1 1 1 1 1 1 1 8
Oman 1 1 2 2 1 2 9
Pakistan 2 1 1 1 2 2 1 1 1 1 2 1 4 20
Paraguay 1 1 2
Peru 1 1 2 2 6
Philippines 2 1 1 1 1 2 3 1 2 2 16
Poland 2 3 3 5 3 5 1 4 1 2 1 2 1 33
Portugal 2 2 1 1 1 2 1 10
Qatar 1 1
Romania 1 2 1 5 4 4 5 8 2 2 2 1 1 1 39
Russian Federation 2 7 7 13 18 12 9 20 2 8 4 5 6 2 4 2 3 3 5 4 136
Saudi Arabia 1 3 2 3 1 1 2 1 1 4 2 2 1 2 5 2 33
Serbia 1 1
Serbia and Montenegro 1 1 1 3
Singapore 2 4 5 12 9 1 1 1 6 2 1 1 2 1 5 53
Slovak Republic 1 1 1 3 1 2 1 1 11
Slovenia 1 1 2
South Africa 2 6 4 5 4 6 9 10 4 2 2 1 3 1 1 1 2 3 2 68
Spain 2 4 7 7 5 6 4 2 4 1 1 1 2 1 4 3 54
Sri Lanka 1 1 2 1 1 6
Sweden 1 2 5 1 2 1 1 1 1 1 1 1 3 1 22
Switzerland 2 1 1 1 1 1 1 1 1 10
Taipei, Chinese 4 9 16 10 22 14 19 16 13 21 13 13 6 11 12 5 9 22 17 13 265
Thailand 8 9 5 2 19 12 17 12 7 9 13 8 9 13 8 5 8 10 14 9 197
Trinidad and Tobago 2 1 1 4
Turkey 2 3 1 2 6 7 5 4 4 1 2 3 4 2 4 4 5 5 8 72
Ukraine 2 3 4 9 9 7 6 8 3 1 5 4 1 2 3 2 3 3 4 79
United Arab Emirates 1 2 2 3 2 3 1 4 3 1 3 3 28
United Kingdom 6 4 6 4 2 9 6 2 1 1 3 3 47
United States 12 21 15 16 14 13 15 11 21 14 12 11 7 8 14 19 10 9 13 11 266
Uruguay 1 1 1 1 2 6
Uzbekistan 2 1 3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1 1 4 2 2 4 3 1 2 2 22
Viet Nam 1 1 1 3 7 3 2 2 3 3 1 3 8 3 5 46

Yugoslavia,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1 1 1 3
Zimbabwe 1 1 2
Total 157 226 246 264 359 296 372 311 234 220 200 203 165 218 217 173 165 208 287 236 4757

Anti-dumping Initiations: By Exporter 01/01/1995 - 31/12/2014

Initiation Date : 01/01/1995 to 31/12/2014

Type of Investigation :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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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ina 3 1 1 1 1 1 1 9
Australia 1 1
Austria 1 1
Belgium 1 1
Brazil 1 1 1 1 2 1 7
Canada 1 1 1 2 2 1 8
Chile 1 1 1 3
China 3 2 8 11 13 6 9 10 14 14 90
Colombia 1 1
Czech Republic 1 1
Denmark 1 1
Ecuador 1 1
European Union 3 1 1 1 1 1 2 1 1 1 1 14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1 1
France 2 2 2 1 7
Germany 1 2 3
Greece 1 1 2
Hungary 1 1
India 1 3 6 5 7 8 2 8 1 1 1 1 2 1 1 5 2 6 4 65
Indonesia 1 5 1 2 1 1 1 2 2 2 1 19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1 1
Israel 1 1
Italy 3 2 1 3 1 1 1 1 13
Korea, Republic of 5 4 1 1 2 1 1 1 1 1 1 1 4 24
Malaysia 2 1 1 1 1 2 8
Mexico 1 1
Netherlands 1 1 2
Norway 1 1
Oman 2 1 2 5
Pakistan 1 1 1 1 4
Peru 1 1
Philippines 1 1 2
Poland 1 1 2
Russian Federation 1 1
Saudi Arabia 1 1 2
Singapore 1 1
South Africa 2 1 1 1 1 1 7
Spain 1 1 1 3
Taipei, Chinese 1 5 1 1 1 9
Thailand 1 5 1 1 1 1 2 1 1 14
Trinidad and Tobago 1 1 1 3
Turkey 1 1 2 5 9
Ukraine 2 2
United Arab Emirates 1 1 1 3
United Kingdom 1 1
United States 1 1 1 1 1 2 4 1 1 2 15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1 1 2
Viet Nam 1 1 1 2 2 7
Total 10 7 16 25 41 18 27 9 15 8 6 8 11 16 28 9 25 23 33 45 380

Countervailing Initiations: By Exporter 01/01/1995 - 31/12/2014

Initiation Date : 01/01/1995 to 31/12/2014

Type of Investigation :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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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贸易摩擦应对>> 案件统计

2015年上半年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总体情况介绍

目前，中国仍是国际上贸易救济设限的首要目标国。上半年，我共计遭遇14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37

起，其中反倾销案件32起，反补贴案件4起，保障措施1起，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0%；涉案金额35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了34%。此外，美国发起涉及中国产品的337调查5起。上半年贸易摩擦呈现如下特点：

（一）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总体出现下降。印度、欧亚经济委员会等正集中调查处理去年对我发起的大量案件，

上半年对我立案减少。同时，我积极组织应对并加大交涉力度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势头。

（二）G20国家是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体。G20共对我发起调查30起，占案件总数的81%。美国以6起案件居

首，拉美国家对我立案呈上升趋势，共14起，占案件总数的38%，同比增长27%。

（三）五金、化工、轻工产业是贸易摩擦多发领域。案件数量分别为16起、10起和8起。其中11起钢铁产品和制品

案件最为突出，案件数量占比30%；涉案金额占比高达58%，这些涉案工业制成品的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导致出口增长过

快被设限。

（四）高科技、高附加值出口产品遭遇设限呈增长态势。近三年来光伏、轮胎等工业制成品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

连续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后，涉及实用新型等专利纠纷的机电、轻工、医药等产品也频繁遭遇美国337调查。

这表明，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曲折艰难，一些经济体和产业仍倾向于寻求传统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另一方面，中

国政府稳步开展交涉和磋商，商协会和企业通过积极应诉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此外，中国始终注重提升产品

质量和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也发挥了较大正面效应。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也深度促进了区域经济融合。当前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我们希

望有关方面审慎克制和规范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继续加强政府间磋商交流，积极推动业界通过对话合作化解摩擦，实现

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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