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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亨亞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3 5,095,847 4,144,202
其他收入 3 28,010,270 46,619,014

33,106,117 50,763,216

僱員福利開支 (2,967,022) (1,822,4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0,196) (308,669 )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已變現虧損淨額 (377,470) －

撇銷投資訂金 (2,925,900)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5,980,000) －
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 (228,654) (11,944,745 )
商譽減值虧損 － (55,359 )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
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 － (4,654,492 )

貸款和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1,353,120 )
其他經營開支 (9,376,103) (8,423,954 )

經營溢利 4 10,940,772 22,200,477
財務費用 (141,024) (639,121 )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10,799,748 21,561,356
所得稅開支 5 (114,466) －

股東應佔年度溢利 10,685,282 21,561,356

建議股息 4,383,071 4,383,071

每股盈利
基本 6 36.57港仙 76.33港仙
攤薄 6 36.24港仙 不適用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 亞 有 限 公 司 *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8）

二零零六年全年業績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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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算 結算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0,792 653,175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43,228,573 37,765,412
貸款和應收款項 71,533,757 55,690,219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 － 2,000,000

115,133,122 96,108,806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9,278,075 58,631,864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 44,868,350 19,256,10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715,933 5,111,090

82,862,358 82,999,06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7,429,459 1,941,424
附息借貸 － 7,500,000
應付稅項 121,502 7,036

7,550,961 9,448,460

流動資產淨值 75,311,397 73,550,600

資產淨值 190,444,519 169,659,4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220,475 29,220,475
儲備 161,224,044 140,438,931

190,444,519 169,659,406

每股資產淨值 6.52港元 5.8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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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雪廠街2號聖佐治大廈
1101室。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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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綜合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由本財政年度開始，本公司決定根據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出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
其綜合財務報告，並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轉換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比較財務資料。

本集團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乃由於其計劃將其股東基礎由香港擴大至國際
市場。本集團相信，採納在國際上獲確認的會計準則將可讓其全球各地的股
東、資本市場及其他使用者更能理解其財務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告已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號「首次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已經於編製財務報告時應用。本份綜合財務報告乃本
集團首份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號給予首次採納者若干豁免，無須遵守須追溯應用適用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一般規定。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權益原應根據國際財務匯
報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處理，惟本集團已經應用有關豁免。

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轉換為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對賬以及其對本集團的權益
及其溢利的影響的解釋，列載於附註7內。

3.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在聯交所上市之證券及包括由企業實體發行之權益證券、
可換股票據等非上市證券。在年內確認之收入總額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531,373 140,363
－應收貸款 3,519,867 1,687,112
－可換股票據 93,699 106,301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215,642 510,426
－非上市投資 735,266 1,700,000

5,095,847 4,144,202

其他收入：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9,522,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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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3,625 2,549,622

匯兌收益，淨額 4,408 －
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8,300,000 499,066
咨詢費 5,000,000 －
雜項收入 1,780,109 1,700,520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已變現收益淨額 － 290,331

沒收股息 － 301,595
介紹費用 － 41,277,880

28,010,270 46,619,014

收入總額 33,106,117 50,7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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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只有一項業務分類，即投資控股，而本集團應佔香港以外地區市
場之綜合營業額、業績及資產均低於10%，故未有提供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市
場所列載之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分析。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885,000 300,000
管理費 2,657,352 2,205,760
獎金 1,187,254 1,400,508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 58,943 54,70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342,966 1,275,193
以權益交收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908,000 －

* 於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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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無），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無
尚未繳付該計劃之供款（二零零五年：無）。

5. 所得稅開支
(a) 本集團已經就本集團於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利潤按稅率17.5%提撥本年

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為數114,466港元（二零零五年：無）。由於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應評稅利潤，因此
並無就該年度作出香港利得稅準備。

(b) 於結算日，本集團計有未動用稅項虧損13,383,630港元（二零零五年：
22,244,223港元），可用於抵銷未來應評稅利潤。然而，由於無法估計
未來溢利收入，故並無就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稅項虧損可以
無限期結轉。

於結算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尚未確認遞延稅項。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10,685,282港元
（二零零五年：21,561,356港元）及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9,220,474股（二零零五年：28,248,474股）計算，並已經就於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十四日進行五股合併為一股的股份合併而作出調整。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之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及根據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9,483,310股計算如下：

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220,474

視為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的影響 262,836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9,483,310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由於並無具攤薄性之潛
在普通股存在，因此並無列報該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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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過渡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解釋
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過渡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須將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先
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保留溢利／累積虧損中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的累積公平價值變動改為在公平價值儲備中確認，直至其後終止確認或減
值為止。除股東權益的組成部分有所變動外，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均並無
任何影響。過渡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無須作出其他調整。

有關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過渡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如何影響到本集團的財務
狀況及財務表現的解釋，列載於以下各表及隨附各表的附註。

(a)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過渡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日期）的權益的對
賬

轉換至國際財務
匯報準則的影響

在公平價值儲備
香港財務 內確認的累積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公平價值變動 匯報準則

港元 港元 港元

股本 24,360,475 24,360,475
股份溢價 148,900,601 148,900,601
公平價值儲備 － (7,023,074) (7,023,074)
建議股息 2,922,047 2,922,047
累積虧損 (34,393,743) 7,023,074 (27,370,669)

股東權益 141,789,380 141,789,380

(b)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權益的對賬

轉換至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影響

在公平價值儲備 於出售時由
香港財務 內確認的累積 公平價值儲備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公平價值變動 轉撥至損益表 匯報準則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股本 29,220,475 29,220,475
股份溢價 147,899,905 147,899,905
公平價值儲備 132,799 (7,023,074) 855,543 (6,034,732)
建議股息 4,383,071 4,383,071
累積虧損 (11,976,844) 7,023,074 (855,543) (5,809,313)

股東權益 169,659,406 169,65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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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的對賬

轉換至國際財務
匯報準則的影響

於出售時由
香港財務 公平價值儲備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轉撥至損益表 匯報準則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

營業額 4,144,202 4,144,202
其他收入 47,474,557 (855,543) 46,619,014
其他開支項目 (28,562,739) (28,562,739)

經營溢利 23,056,020 22,200,477
財務費用 (639,121) (639,121)

除稅前溢利 22,416,899 21,561,356
所得稅 － －

股東應佔溢利 22,416,899 21,561,356

附註： 除導致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額外虧損855,543港元須從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淨額（包括在其他收入內）中
扣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
業額及其他開支項目並無受到影響。

股息
董事會建議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撥資支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零五年：每股15港仙（已就五股合併
為一股的股份合併作出調整）），股息合共不少於4,383,071港元（二零零
五年：4,383,071港元），惟須待股東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之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及遵從開曼群島法律之規定，方可作實。

如上述股息獲得批准，則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右向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發股息。

於結算日後所建議的股息並無確認為於結算日的負債。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為符合領取股息之資
格，所有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至1716室。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之收入總額達
33,1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50,800,000港元）。於本年度內，營業額
為數5,100,000港元，而二零零五年則為4,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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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收益為9,500,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公平價值虧損為4,700,000港元）。減值虧損及撇銷投
資訂金為數9,1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3,400,000港元）已扣自損益
表。因此，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的股東應佔溢利為10,700,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21,600,000港元）。

前景及未來計劃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償還所有尚未償還
債項，宣布自己為一家不負債項的公司，並達到二零零六年的財務目標。
本集團錄得資產淨值增長20,800,000港元，鞏固了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本集團已申請批准同時在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Toronto Stock
Exchange)上市。有關進展現正進入最後階段。只要本集團能在香港及多
倫多兩地上市，本集團就會能夠拓寬其股本來源，引入更多策略性投資
者，為本集團的未來建立更穩固的財務基礎。

於二零零六年，投資控股仍然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重點在於投資於中
國在盈利增長及資本升值方面具有優厚潛力的私人公司。本集團的三個
主要投資焦點為資源、技術導向製造業，以及食品及零售。

在資源方面，本集團於去年投資於開採黃金業務，亦認購一家買賣水泥、
鐵礦、木材及其他產品的公司的股份。預計上述投資在未來數年將為本
集團帶來溢利貢獻。

在技術導向製造業方面，本集團進行投資的所有公司均以中國市場為基
地。該等公司的業務範圍包括辦公室家具、能源節省科技及可生物降解
的新產品。本集團的投資策略回應了全球對環境保護的呼籲。

展望未來，於完成所有融資活動後，本集團將保留投資於該三個主要業
務範圍的業務策略。與此同時，本集團將會繼續在大中華市場物色更多
優質的非上市投資機會，並以本集團行之有效的管理發揮該等業務良好
的私人公司的價值。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本集團已投資約44,900,000港元於若干作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
金融資產而持有的上市證券，其包括3,200,000港元之海外上市證券及
41,700,000港元之香港上市證券。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出售若干上市
證券，有關已變現收益約為3,400,000港元。上市證券錄得公平價值變動
收益9,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及貸款和應收款項
較上一年度增加21,300,000港元。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收購若干投資，
其中9,000,000港元為有關貿易公司，2,000,000港元投資於一家中國製造
公司，而2,000,000港元則投資於先進科技公司。本集團已將貸款金額
2,000,000港元轉換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的權益。本集團亦動用2,000,000
港元增加於一家私人公司的股權，該公司於中國投資水療中心及娛樂業
務。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較上一年減少
39,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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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只有一項業務分類，即投資控股，而本集團應佔香港以外地
區市場之綜合營業額、業績及資產均低於10%，故未有提供按主要業務
及地區市場所列載之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分析。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八名全職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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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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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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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已經批准出售一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有關代價
為4,900,000港元。於結算日，該金融資產的賬面值為3,850,000港元。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概無於年內贖回其任何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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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任何時間均已遵守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內所列載的有關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操守指引。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有董事均符合本公司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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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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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曾就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分別為利芳烈先生、周博裕博士、林兆榮
太平紳士及陳信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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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