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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港交所股份代號：428）

（多倫多交易所股份代號：HAR）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3,188,891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6,873,108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12,818,544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9,284,792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每股基本虧損為32.82

港仙，而去年同期則為49.37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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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2,571,012 2,268,269 3,188,891 6,873,108
其他收入 2 177 72 7,145 27,19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 (16,099,551) (24,620,787) (8,326,395) (19,063,584)
     

  (13,528,362) (22,352,446) (5,130,359) (12,163,277)

僱員福利開支  (866,312) (703,460) (1,585,654) (1,247,9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8,917) (91,972) (337,807) (181,656)
其他經營開支  (3,008,781) (3,234,697) (5,764,724) (5,691,949)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 3 (17,572,372) (26,382,575) (12,818,544) (19,284,792)

所得稅開支 4 – – – –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間虧損  (17,572,372) (26,382,575) (12,818,544) (19,284,792)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
 資產的公平價值
 變動（虧損）收益  (1,302,735) 3,534,760 (2,319,879) 4,200,865
於出售可供出售的
 金融資產時將公平
 價值收益轉往損益  – – – (3,420,171)
     

  (1,302,735) 3,534,760 (2,319,879) 780,6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18,875,107) (22,847,815) (15,138,423) (18,504,098)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6
 基本  (44.99) (67.55) (32.82) (49.37)
 攤薄  (44.99) (67.55) (32.82) (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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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8,487 1,706,494
聯營公司權益  – 6,681,887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81,529,187 81,497,676
貸款和應收款項  49,256,186 32,208,444
   

  132,163,860 122,094,501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7 31,445,903 6,414,293
交易證券  63,686,713 65,365,498
衍生金融工具  3,581,809 3,581,809
可收回稅項  2,661,127 2,661,12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129,195 75,404,609
   

  127,504,747 153,427,3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 6,109,681 6,824,488
   

流動資產淨值  121,395,066 146,602,8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53,558,926 268,697,3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058,615 39,058,615
儲備  214,500,311 229,638,734
   

總權益  253,558,926 268,697,349
   

每股資產淨值  6.49港元 6.8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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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應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於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互相一致。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

採用此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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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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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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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股債券等非上市證券。在期內確認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156,404 370,727

 －應收貸款及可換股債券 2,964,921 3,946,614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64,580 235,767

 －非上市投資 2,986 2,320,000
  

 3,188,891 6,873,108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7,145 27,199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收益，淨額 37,534 75,237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價值虧損： 

 －交易證券 (11,541,698) (28,28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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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553 4,256,029

 －衍生金融工具 – 370,271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收益淨額 – 3,420,171

轉回先前就應收賬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1,487,971 –

轉回先前就貸款及應收賬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32,245 1,103,620
  

 (8,326,395) (19,063,584)
  

 (5,130,359) (12,163,277)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即投資控股。因此，本集團的營業額、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及虧損、期間虧損及總資產均歸屬於投資控股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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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管理費 1,993,414 2,279,749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5,861 60,20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388,556 1,155,123
  

4.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評稅利潤，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818,544) (19,284,792)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及每股攤薄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058,614 39,058,614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 (32.82) (49.37)

 攤薄 (32.82) (49.37)
  

於本期間內，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及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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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續）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攤薄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
是於本期間內沒有發行在外的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攤薄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
是假設轉換發行在外的購股權產生了反攤薄效應。

7.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1,906,250 1,906,250

應收貸款，無抵押 23,618,800 –

應收利息 989,698 163,706

其他應收款項 4,039,709 3,404,295
  

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的應收款項 30,554,457 5,474,251

按金 743,230 741,994

預付款項 148,216 198,048
  

 31,445,903 6,414,29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無抵押應收貸款按每年6%至30%之固定利率計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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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結餘 30,554,457 5,47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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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5,950,251 6,664,918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159,430 159,570
  

 6,109,681 6,824,48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即期 6,035,151 6,749,958

1年後 74,530 74,530
  

 6,109,681 6,82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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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有關前瞻性陳述的警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載有前瞻性陳述，可能受到風險及不確
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可能導致本公司的業績與預期有重大差別。實際業
績與有關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意味者可能有重大差別。當閱讀本公司的前瞻性陳
述時，投資者及其他人士應仔細考慮上述因素及其他不確定因素及可能發生的事
項。其包括有關市場波動、投資對象的表現、外匯波動的風險以及其他風險。本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內所載的前瞻性陳述乃僅就當前日期而發表。除非適用證券法
律另有規定，否則本公司對更新前瞻性陳述的任何意願或義務概不負責，並提醒
投資者不應過度依賴前瞻性陳述。本公司並無持續義務須於出現重要資料時作出
披露。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3,188,891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6,873,108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
他收益及虧損為虧損5,130,359港元，去年同期則為12,163,277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扣除所得稅前虧損為12,818,544港元，
去年同期則為19,284,792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12,818,544港元，去年同
期則為19,284,792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乃主要由於
交易證券公平價值虧損所致。

前景及未來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場均受到環球經濟
不景氣的不利影響。歐洲金融危機繼續對經濟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本集團之交易
證券蒙受重大未變現虧損。面對有關不明朗因素，本集團致力在物色其未來投資
時更為審慎。

本集團維持專注於投資亞洲及大中華地區的能源資源、房地產發展及製造業。對
宏觀商業前景保持審慎態度，加上以嚴謹的挑選準則評估投資機會，本集團決心
致力使盈利增加，報答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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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有可供動用銀行結餘及現金26,129,195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404,609港元），主要存放在銀行作定期存款。本集團所持有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主要乃以港元計價。

本集團之股東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253,558,926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68,697,349港元，減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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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加每年
3厘。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轉變。

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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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取之利息收入合共為3,121,325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4,317,341港元，減少28%。利息收入包括156,404港元由銀
行存款賺取以及2,964,921港元由應收貸款及可換股債券賺取。上市及非上市證
券所產生的股息收入減少至67,566港元（二零一一年：2,555,767港元）。營業額為
3,188,891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6,873,108港元，減少5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了若干公開交易證券，導
致出現已變現收益淨額1,657,553港元（二零一一年：4,256,029港元）。受二零一二
年第二季度環球股票市場持續整體不景氣之影響，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所持有若干證券之價格大幅下跌。本集團錄得交易證券的未變現虧損淨額
11,541,698港元（二零一一年：28,288,91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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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先前就應收賬項確認的減值虧損為1,487,971港元（二零一一年：無）。收回先
前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為32,245港元（二零一一年：1,103,620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為37,534港元（二零一一年：75,237港元）。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
無錄得出售非上市投資的已變現收益（二零一一年：3,420,171港元）。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
損為虧損5,130,359港元，去年同期則為12,163,277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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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貸款和應收款項，為數130,785,373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13,706,120港元，增加15%。非上市投資增加乃主要由於：(1)

公平價值淨減少2,319,879港元；(2)將聯營企業投資2,351,389港元及向聯營企業提
供的貸款4,330,498港元重新分配，以致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價值增加；(3)認購兩
項可換股債券，有關總額為8,000,000港元；(4)三家被投資公司的貸款和應收款項
增加，有關總額為5,750,000港元；及(5)三家被投資公司償還1,032,755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數31,445,903港元，而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414,293港元，增加390%。增加乃主要由於：(1)向兩
家被投資公司提供融資，有關總額為20,500,000港元；(2)由證券行持有的現金增
加淨額607,283港元；(3)應收利息及預付款項增加淨額776,160港元；及(4)認購一
項可換股債券，有關金額為3,118,8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63,686,713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5,365,498港元，減少3%。減少乃主要由於：(1)在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證券，其總額為38,960,403港元；(2)出售若干證
券，其成本為29,097,490港元；及(3)上市證券之市場價值下降淨額為數11,541,698

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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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
原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均遵守《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載的有關守則條文。聯交所已經修
訂《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將其改名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
《企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本公司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
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均遵守新《企業管治守則》內所列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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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慣例，並曾就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一同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亨亞有限公司

主席
利芳烈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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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