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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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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港交所股份代號：428）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合計為虧損21,107,516港
元，而去年則為收益26,962,375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8,961,850港元，而去年則為溢利9,530,972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一二
年：無）。

– 每股基本虧損為1.00港元（二零一二年：每股基本盈利0.24港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以下綜合財務
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包括比較數字）乃摘錄自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其乃根據國際財
務匯報準則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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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4 7,637,209 10,275,453

其他收入 4 37,401 136,59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28,782,126) 16,550,330
   

  (21,107,516) 26,962,375

僱員福利開支  (3,802,023) (3,431,11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1,839) (707,068)

其他經營開支  (13,340,472) (13,293,216)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5 (38,961,850) 9,530,972

所得稅開支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38,961,850) 9,530,972
   

其他全面收益：
以後可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
 虧損  (4,503,499) (7,050,811)

將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於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
 將公平價值收益轉往損益  (2,363,350) (1,018,508)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在損益中確認  4,726,655 12,624,729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2,140,194) 4,555,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1,102,044) 14,086,382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1.00港元) 0.24港元
   

 攤薄  (1.00港元) 0.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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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9,397 1,036,403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71,150,303 85,610,660
貸款和應收款項  25,181,913 27,676,654
投資訂金  3,883,515 –
   

  100,905,128 114,323,717
   

流動資產
貸款和應收款項  17,896,798 22,268,845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8 30,910,631 12,438,006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54,235,622 87,031,396
衍生金融工具  14,383,832 18,228,808
可收回稅項  – 2,661,127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878,872 34,096,412
   

  148,305,755 176,724,59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9 7,529,196 7,205,583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1,058,997
   

  7,529,196 8,264,580
   

流動資產淨值  140,776,559 168,460,0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41,681,687 282,783,7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9,058,615 39,058,615
儲備  202,623,072 243,725,116
   

總權益  241,681,687 282,783,731
   

每股資產淨值  6.19港元 7.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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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亨亞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十八日起，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由香港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1902室更改為香港
中環夏愨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2806室。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之前亦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多倫多交易所」）上市。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本
公司宣佈，本公司已經申請將其股份從多倫多交易所自願除牌。本公司之申請已經獲得多倫
多交易所批准。本公司股份已經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停止在多倫多交
易所買賣，本公司並從多倫多交易所除牌。

2.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a)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 持有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對聯營及合營的投資

除下文所解釋者外，採用此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修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修訂）要求本集團將在其他全面收益中列報的項目分為
將來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以及不可以者。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稅項按相同基礎
分配及披露。

本集團已經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追溯採用修訂。在綜合損益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以後可與不可重新分類進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已經分開列
報。比較資料已經重列，以符合該等修訂。由於修訂只影響到列報，因此對本集團的
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就全面收益表所採用的名稱已經更
改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本集團已經選擇採用這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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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續）
(a)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續）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就所有被投資實體的綜合處理引進單一控制模式。當投資方
具備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不論該權力實際上有否運用）；對被投資方的可變動報酬的暴
露或權利；以及使用其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以影響該等報酬的能力，則投資方控制了被
投資方。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載有關於評估控制的詳細指導。例如，準則引進「實
際控制」概念，據此，當投資方持有被投資方少於50%的表決權，當相對於其他個別股
東的表決權大小及分散程度，投資方的表決權益夠大，以致其具備對被投資方的權力，
投資方可控制被投資方。在分析控制時，潛在表決權只有在其為實質性（即是，持有人
有實際能力可行使潛在表決權）時方需要考慮。

準則明文要求評估具有決策權的投資方作為委託人抑或代理人行事，以及是否有其他
具有決策權的人作為投資方的代理人行事。代理人獲委託代表另一人或為另一人的利
益行事，因此，其行使決策權時，並不對被投資方具有控制。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
零零八年）內有關其他綜合相關事宜的會計要求沿用不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其
採用並無更改本集團有關其涉及其他實體的控制結論。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就於其他準則要求或允許公平價值時如何計量公平價值提供
單一指導來源。準則適用於以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及非金融項目，並引進公平價值計
量層次。該計量層次中三個層次的定義整體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
露」互相一致。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將公平價值界定為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
場參與者之間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移一項負債將會支付的價格（即退出價格）。
準則取消了對於在活躍市場上有報價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應分別採用出價和要價這
一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應採用買賣價差範圍內最能代表有關情況下的公平價值的價
格。其亦載有詳細披露要求，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計量公平價值時所用的方法及輸
入，以及公平價值計量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應按未來適用法
應用。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對本集團資產和負債的公平價值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
此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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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續）
(b) 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以下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可能與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有關，而本集團亦並無提前採用。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1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1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3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循環）2

1 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或發生的交易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
計量之部份。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乃視乎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
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徵而分類為按公平價值或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
產。公平價值損益將於損益賬確認，惟對於若干非交易股本投資，實體可在首次確認
時作出不可撤回之選擇，以按每項投資之基準於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損益。有關的公
平價值收益或虧損不可循環至損益賬。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貫徹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有關金融負債確認及計量規定，惟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金融負債除外，該負
債信貸風險變動應佔的公平價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非在其他全面收益
呈列該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上的會計錯配。此外，國際財務匯
報準則第9號保留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取消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規定。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
年）（修訂）「投資實體」
修訂適用於符合投資實體資格的某一類業務。投資實體的業務目的為僅為資本增值、
投資收入或兩者兼備的回報而投資資金。其根據公平價值評估其投資的表現。投資實
體可包括私人權益組織、風險資本組織、退休金及投資基金。

修訂提供國際會計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要求的例外情況，並要求投資實體
以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方式計量個別附屬公司，而並非將其綜合處理。修訂亦
載列有關投資實體的披露要求。修訂將會追溯應用，惟存在若干過渡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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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續）
(b) 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修訂將披露資產或現金產出單元（「現金產出單元」）可收回金額的要求限於確認或轉回
減值虧損的該等期間，並擴大在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出單元的可收回金額按公平價值
減出售成本釐定的情況下的披露。修訂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及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
年循環）
於年度改善過程發出的修訂對若干準則中目前不清晰之處作出輕微而不迫切的更改。
其中，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經修訂，以澄清如果實體採用重估
模式，應如何處理總賬面金額及累計折舊。資產的賬面金額會重列至重估金額。累計
折舊可與資產的總賬面金額對銷。另一做法是，總賬面金額可按與資產賬面金額重估
相符的方式調整，而累計折舊則調整至相等於總賬面金額與計及累計減值虧損後的賬
面金額兩者之間的差額。

董事正在評估此等宣告可能產生的影響。到目前為止，董事得出如下結論：採用這些
宣告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3. 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編製有關財務報表時已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刊發之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及香港公司
條例之披露規定。此外，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用
披露。

(b) 計量基準

有關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
列賬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列賬除外。



8

4. 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在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證券及包括由企業實體發行之權益證券及可轉換
債券等非上市證券。在年內確認之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47,276 192,233
 －應收貸款及可轉換債券 4,427,545 7,716,793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162,388 863,441
 －非上市投資 3,000,000 1,502,986
  

 7,637,209 10,275,453
  

其他收入：
服務費收入 37,401 136,592
  

其他收益及（虧損）：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交易證券 (12,462,244) 8,317,936
 －衍生金融工具 (6,282,568) 12,796,455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的
 公平價值虧損 (463,251) –
出售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的已變現收益淨額：
 －交易證券 3,094,469 5,522,640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
 （虧損）收益淨額 (16,113,594) 26,637,031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3,384,734) (1,708,524)
轉回先前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4,825,000 1,225,864
轉回先前撇銷的貸款和應收款項 124,381 406,201
出售可轉換債券的已變現收益 125,541 –
轉回先前就應收賬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 1,487,971
應收賬項的減值虧損 (2,260,000) –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虧損）收益淨額 (10,569,812) 1,411,51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權益性投資 (4,726,655) (12,624,729)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收益 2,363,350 1,018,508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虧損淨額 (2,363,305) (11,606,221)
  

並非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工具
 的匯兌收益淨額 264,585 108,008
  

 (28,782,126) 16,5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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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續）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活動劃分為一個主要營運分類－投資控股。

下表按被投資公司及交易對手的常駐國家或上市地（視適用情況而定）劃分的地理位置，而對
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作出的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香港 4,334,729 6,528,718

 加拿大 70,382 813,394

 其他國家 3,269,499 3,069,933
  

 7,674,610 10,412,045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香港 (11,092,749) (12,115,544)

 加拿大 (15,429,554) 28,833,607

 其他國家 (2,259,823) (167,733)
  

 (28,782,126) 16,550,330
  

於本年度內，來自其中一項（二零一二年：兩項）非上市投資的股息收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
39%（二零一二年：15%）。

5.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798,000 770,000

管理費 3,906,350 3,915,231

獎金 – 1,058,997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98,907 86,921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3,024,089 2,777,112
  

*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定額供款計劃之已沒收供款可用作抵
銷未來供款。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無尚未繳付該計劃之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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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由於本集團蒙受估計稅務虧損或
於扣除承以前年度結轉的稅務虧損後並無估計應評稅利潤，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須繳納其他司法權區稅項之收入。

7.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為數38,961,850

港元（二零一二年：溢利9,530,972港元）及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9,058,614股
（二零一二年：39,058,614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
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原因是兩個年度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

8.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25,516,764 4,606,250

應收利息 457,232 703,908

其他應收款項 2,095,300 5,139,824
  

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後 28,069,296 10,449,982

按金 2,091,649 743,194

預付款項 749,686 1,244,830
  

 30,910,631 12,438,006
  

附註：

根據到期日，應收款項（於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結餘 28,069,296 6,543,732

逾期超過30天但少於90天但並無減值的結餘 – 3,906,250
  

於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後的應收款項 28,069,296 10,44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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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7,369,905 7,046,153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159,291 159,430
  

 7,529,196 7,205,583
  

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即期 7,369,905 7,131,053

1年後 159,291 74,530
  

 7,529,196 7,205,583
  

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 1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1港元的普通股 39,058,614 39,058,615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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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7,637,209港元，而
去年則為10,275,453港元，減少26%。營業額減少乃由於本年度已收利息收入減少所
致。本集團錄得已變現收益3,094,469港元，而去年則為5,522,640港元，減少44%。
受到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所持有之若干公開交易證券表現欠佳的影響，本集團的公
開交易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錄得重大未變現虧損淨額18,744,812港元（二零一二年：
收益淨額21,114,391港元）。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的公平
價值虧損為463,251港元。該等虧損導致本集團連同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錄得合計虧損21,107,516港元，而去年則為收益26,962,375港元。

經扣除僱員福利開支、折舊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合共17,854,334港元（二零一二年：
17,431,403港元）後，本集團錄得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38,961,850港元，去年則為
溢利9,530,972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8,961,850港元，而二零一二年則錄
得溢利9,530,972港元。

展望及未來計劃

去年，環球經濟屬溫和經濟時期，即穩定而改善中的增長、低及下降的通脹以及非
常通融的貨幣狀況，全部均對股票市場非常有利，尤其是已發展市場如美利堅合
眾國（「美國」）及歐洲。根據MSCI World Index（明晟世界指數），環球股票的回報率
已經超過20%，而追蹤美國股票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則顯示回報超過27%。然而，滯
後的市場則是亞洲及新興市場。相比之下，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明晟新
興市場指數）則下跌4%。

股份價格於二零一三年奮力上升後，在金融世界的宏觀畫面，我們可以預期看見
些什麼？我們相信，在未來12個月，馬年可能是退市之年。聯邦儲備局之退市過程
將導致美國利率之孳息率曲線往上升，而這會將流動資金拉回美國。結果是會對
新興市場帶來更大財政壓力，不少新興市場於二零一四年應不會有良好表現。

儘管如此，根據世界銀行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環球經濟於二零一四年會順利復
甦。其假設，隨著先進經濟體系從環球危機中復原過來，復甦已取得動力，並將會
拉動呈現放緩的新興經濟體系。

至於亞洲市場，由於聯儲局的政策趨向退市方面，因此，波動性可能會上升。本集
團的投資已經就波動性增加作出準備，從而避免去年首次提出退市時新興市場股
份出現的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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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的資產分配中，中國依然屬優先，其亦為主要價值來源。我們知道，中國
市場狀況以往是而目前仍然是非常受政策主導的市場。然而，三中全會之結果、轉
向更加市場化以及持續的改革計劃均會使長期增長質量改善，我們相信，這最終
會帶來市場重新評級。預期政府將會在下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佈詳細的結構
改革措施，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我們相信，目前之估值尚未反映將於三月宣
佈之進展的好處。

隨著退市之年一直向前，本集團將會在旗下投資組合中的資產之間取得平衡，而
一定不會走向極端冒風險。本集團的投資理念一直是基於採用嚴格、有紀律的基
礎研究，加上合適的風險管理工具。本集團已物色到一些行業值得我們進一步留
意及投資，其中幾個為生物科技、醫療、天然資源，以及中國商業物業發展。我們
準備好迎接此等行業增長的同時，我們知道各持份者都在給予支持，並會致力為
我們的股東帶來正面業績。為此目的，本人及其他董事均努力與管理層、僱員及業
務伙伴合作，以期未來一年取得成功。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有可供動用資金30,878,872港元，主要存放於銀行作定期存款。本集團持有
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乃以港元及加拿大元定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為241,681,687港元，而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82,783,731港元，減少15%。

目前，本集團之未動用銀行信貸為10,000,000港元，而本集團現時並無任何投資及
資本開支承擔之借款需要。銀行信貸之利率為按適用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率3

厘。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款（二零一二年：無）。本集團
之槓桿比率（即本集團借款對本集團資產淨值之比率）為0%（二零一二年：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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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並無購股權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採納的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行使、失效或註銷。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為7,637,209港元，
而去年則為10,275,453港元，減少26%，此乃主要由於本年度已收利息收入減少所
致。利息收入為4,474,821港元（二零一二年：7,909,026港元）。從上市及非上市投資
所產生的股息收入為3,162,388港元（二零一二年：2,366,427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上市投資的收益為3,094,469港
元（二零一二年：5,522,640港元）。受到本公司於本年度內所持有之若干公開交易
證券表現欠佳的影響，本集團的公開交易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錄得重大未變現虧
損淨額18,744,812港元（二零一二年：收益淨額21,114,391港元）。指定為按公平價值
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的公平價值虧損為463,251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出售了非上市投資，錄得已
變現收益淨額2,363,350港元（二零一二年：1,018,508港元）。收回先前就貸款和應
收款項確認及撇銷的減值虧損為4,949,381港元（二零一二年：1,632,065港元）。非
上市投資的減值虧損為4,726,655港元（二零一二年：12,624,729港元）。貸款和應收
款項的減值虧損為13,384,734港元（二零一二年：1,708,524港元）。應收賬項的減值
虧損為2,2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無）。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合計為虧損21,107,516港
元，而去年則為收益合計26,962,375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總經營開支為17,854,334港元（二零
一二年：17,431,403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扣除所得
稅開支前虧損為38,961,850港元，去年則為溢利9,530,972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為38,961,850港元，去年則為溢利9,530,972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非上市投資（為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可
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及貸款和應收款項）為數114,229,014港元，而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35,556,159港元，減少16%。非上市投資包括以下活動：(1)公
平價值淨減少2,140,194港元；(2)購買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19,472,712港元；(3)認購
可轉換債券15,609,373港元；(4)向兩家被投資公司提供的墊款1,565,000港元；(5)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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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債券還款8,731,838港元；(6)三家被投資公司償還6,285,968港元；(7)就貸款和
應收款項作出減值虧損合共13,384,734港元；及(8)出售七項投資以致可供出售的金
融資產總額減少31,109,746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數30,910,631港元，而於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2,438,006港元，增加149%。淨增加乃由於：(1)出售
三項私人投資之銷售所得款項餘額22,516,764港元；(2)有關獲償還可轉換債券之尚
未收到款項3,000,000港元；(3)將5,000,000港元轉為可轉換債券；(4)獲償還去年到
期之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3,683,959港元；(5)應收證券公司款項淨增加1,994,212港
元；(6)應收一家私人公司款項的減值虧損2,260,000港元；及(7)應收利息及預付款
項減少淨額741,82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及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
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合共54,235,622港元，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87,031,396港元，減少38%。減少乃主要由於：(1)購買證券，其總額為29,625,168港
元；(2)出售若干證券，其總成本為49,495,447港元；(3)本集團持有的上市證券之市
場價值下降淨額為數12,462,244港元；及(4)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
換債券的公平價值虧損463,251港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9名全職職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
僱員酬金為固定金額，乃參照市場標準釐定。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酬金政策為，確保彼等之努力及對本公司投入的時間會得到
足夠補償，而本公司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則為，確保所
提供之酬金與有關職務匹配，並與市場慣例一致。薪酬政策確保有關薪金水平具
競爭力，能有效吸引、留住及推動僱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及行政人員，均不
得參與訂定其本身的酬金。

本公司薪酬組合之主要組成部分包括底薪加其他津貼、酌情現金花紅及強制性公
積金。作為長期激勵計劃，為推動僱員不斷追求本公司的目標及目的，本公司可根
據本公司僱員（包括董事）之表現及其對本公司之貢獻，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
向彼等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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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措施

本集團無重大外幣匯率波動風險，因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該等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公司概無於年內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
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內
基於原則所列載的有關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曾就內部監控
及財務匯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亨亞有限公司

主席
利芳烈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利芳烈先生、周博裕博士、陳
信泉先生及鄭明信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湯金榮先生、黃潤權博
士及何文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