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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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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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4,749,799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7,711,737港元，減少38%。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93,329,804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4,995,620港元，增加522%。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239.29港仙，而去年同期則為38.45港仙，增加52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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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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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9,799 7,711,737 1,503,004 5,973,767

其他收入 2 133,119 452,655 66,000 222,221

其他收益 2 113,169,846 19,730,613 107,547,662 8,691,165
     

  118,052,764  27,895,005 109,116,666 14,887,153

僱員福利開支  (1,316,958) (3,816,856) (758,963) (3,206,3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558) (62,316) (42,765) (56,066)

其他經營開支  (7,174,473) (6,707,587) (5,375,187) (3,843,924)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3 109,507,775 17,308,246 102,939,751 7,780,809

所得稅開支 4 (16,177,971) (2,312,626) (17,035,971) (1,438,07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間溢利  93,329,804 14,995,620 85,903,780 6,342,737
     

股息 5 3,900,261 – 3,900,261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6

 基本  239.29 38.45 220.25 16.26

 攤薄  239.29 38.28 220.25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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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328 136,886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67,860,587 68,058,932
貸款和應收款項 7,305,938 20,077,507
  

 75,249,853 88,273,325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4,325,174 19,383,342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202,811,542 72,896,6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53,078 10,252,785
  

 227,989,794 102,532,75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4,343,140 1,786,655
應付稅項 2,825,920 2,825,920
  

 7,169,060 4,612,575
  

流動資產淨值 220,820,734 97,920,1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6,070,587 186,193,5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829,713 2,651,742
  

資產淨值 277,240,874 183,541,7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002,615 39,002,615
儲備 238,238,259 144,539,149
  

總權益 277,240,874 183,54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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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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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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互相一致。

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之證券及包括由企業實體發
行之權益證券及可換股票據等非上市證券。在期內確認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損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9,799 264,358

  －應收貸款 240,000 2,142,063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 5,316

  －非上市投資 4,500,000 5,300,000
  

 4,749,799 7,711,737
  

其他收益：
 雜項收入 133,119 45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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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 133,357,913 14,01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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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339 5,739,11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388 (24,424)

 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 (14,010,574) –

 貸款及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 (12,771,569)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撇銷投資訂金 (567,651) –
  

 113,169,846 19,730,613
  

 118,052,764 27,89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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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業務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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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溢利及總資產均歸屬於投資控股分部。

3.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管理費 1,506,906 2,185,021

獎金 3,014,474 –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2,928 55,32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199,028 1,506,987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期間內的估計應評稅利潤16.5%（二零零八年：16.5%）的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當期準備 – 2,312,626

遞延稅項 16,177,971 –
  

 16,177,971 2,312,626
  

5. 股息

董事會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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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3,329,804 14,995,62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002,614 39,002,614

視為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發行股份之影響 – 175,18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002,614 39,177,795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239.29 38.45

每股攤薄盈利 239.29 38.28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因是假設轉換發行在外的購股權產生
了反攤薄效應。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及根據該期間內已經就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授予的具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作出調整的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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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宣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股息合
共不少於3,900,261港元（二零零八年：無）。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左右向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
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
前，送交(i)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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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ii)本公司在加拿
大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Inc.（地址為100 University 

Ave., 9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J 2Y1,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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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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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更新該等前瞻性陳述的任何意願或義務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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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為4,749,799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7,711,737港元，減少38%。利息收入為249,799港元（二零零八年：
2,406,421港元）。收取自投資的股息為4,5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305,316港元）。
出售上市投資的收益為7,158,339港元（二零零八年：5,739,119港元）。隨著香港股
票市場反彈，本集團上市證券投資的市場價值亦相繼上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本集團的公開交易證券錄得重大未變現收益133,357,913港元（二零零
八年：14,015,918港元）。扣除所得稅前溢利為109,507,775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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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8,246港元，增加533%。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93,329,804港元，而去
年同期則為14,995,620港元，增加522%。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新增任何投資以保留手頭現金。由於全球經濟
衰退情況漸趨穩定，本集團將會專注於科技及資源類別。本集團相信，長遠而言，
該兩個類別將會帶來較佳投資回報，而本集團的焦點將會繼續放在商機湧現之亞
洲及大中華地區。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該等投資不僅可提供保障，更可帶來資
本增值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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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3,078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52,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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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為277,240,874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83,541,764港元，增加51%。

目前，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信貸3,000,000港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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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惠利率加每年2厘，或隔夜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利率加每年2厘（以較高者為準）。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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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每股6.03港元之行使價認購29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及可按每股
5.1港元之行使價認購5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失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其
餘分別可按每股4.29港元及5.1港元之行使價認購1,044,000股及522,047股股份的購
股權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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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過去六個月，本集團出售了若干上市交易證券，所得款項總額為10,601,339港元，
帶來已變現收益淨額7,158,339港元。有關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亦就其公平價值變動而錄得未變現收益133,357,913港元。本集團從一家非
上市公司收到股息4,500,000港元。銀行存款及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為249,799港元。

由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出現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暫緩作出任何新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上市投資（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和貸
款及應收款項）總額為75,166,525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88,136,439

港元，減少14.72%。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貸款和應收款項以及投資訂金的減值虧
損13,339,220港元以及部分投資的公平價值增加369,306港元所致。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14,325,174港元，而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9,383,342港元，減少26%，乃由於(1)減值虧損準備增加
14,010,574港元；(2)應收出售上市證券的款項8,878,409港元；及(3)其他應收賬項
及預付款項淨增加73,997港元所致。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至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為止，本集團出售上市證券已變現收益
78,588,599港元，並收取所得款項現金淨額約113,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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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擬行使於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之購回股份授權，按優惠價格及
可動用資金購回最多10%已發行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原則，於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
載的有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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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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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利芳烈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包括：利芳烈先生、周博裕博士、林
兆榮博士太平紳士及陳信泉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湯金榮先生、
黃潤權博士及何文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