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聯交所股份代號：428）

（多倫多交易所股份代號：HAR）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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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亞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扣除虧損）為80,048,650港元，而
去年則為23,594,093港元，增加239%。

‧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50,907,356港元，而去年則為10,685,282港元，增
加376%。

‧ 建議股息為6,630,444港元（二零零六年：4,383,071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1.48港元（二零零六年：0.37港元）。

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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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以下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相關附註（包括比較數字）
乃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其乃根
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而編製，並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德豪
嘉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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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4 5,084,365 5,095,847
其他收入 4 879,909 6,780,10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74,084,376 11,718,137
   

  80,048,650 23,594,093
僱員福利開支  (3,063,128) (2,967,0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6,717) (310,196)
其他經營開支  (14,789,073) (9,376,103)
   

經營溢利 5 61,989,732 10,940,772
財務費用 6 (3,613) (141,024)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61,986,119 10,799,748
所得稅開支 7 (11,078,763) (114,46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50,907,356 10,685,282
   

建議股息  6,630,444 4,383,071
   

每股盈利 8
 基本  1.48港元 0.37港元
   

 攤薄  1.46港元 0.3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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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780 370,792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58,321,923 43,228,573
貸款和應收款項  59,097,252 71,533,757
   

  117,632,955 115,133,122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9 28,940,971 19,278,075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132,070,553 44,868,3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698,184 18,715,933
   

  182,709,708 82,862,35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246,637 7,429,459
應付稅項  10,048,931 121,502
   

  12,295,568 7,550,961
   

流動資產淨值  170,414,140 75,311,397
   

資產淨值  288,047,095 190,444,5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9,002,615 29,220,475
儲備  249,044,480 161,224,044
   

總權益  288,047,095 190,444,519
   

每股資產淨值  7.39港元 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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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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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有關本公司股份在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
易所雙重上市的申請獲得批准。

2. 採納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a)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經應用對本集團之業務有關連及於本集團會計年度已生效所有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出的新制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新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採納該等新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並無影響到本會計期間或以前會計期間財務報表內所
確認金額的確認或計量。因此，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然而，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列報」（修訂）「資本披露」分別導致須就金融工具作出更為廣泛
的披露以及就資金管理政策作出額外披露。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列報有關比較資料。

(b) 尚未生效的新會計準則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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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的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列報1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費用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5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金融工具—可贖回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的義務1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1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5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4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優惠安排3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2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
  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和兩者的互相關係3

1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5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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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時已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刊發之所有國際財務匯報準則、香
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b) 計量基準

有關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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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列賬除外。

(c) 使用估計及判斷

於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時，管理層須就從其他來源不顯而易見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
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相關假設乃以過往經驗及認為屬有關的其他因素為基
礎。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倘若會計估計修訂只影響該期間，則有關修訂會在修訂
估計期間確認。倘若有關修訂既影響當期，亦影響未來期間，則有關修訂會在修訂期
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d) 功能及列報貨幣

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報，其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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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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內確認之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845,809 531,373
 －應收貸款 2,877,013 3,519,867
 －可換股票據 – 93,699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231,543 215,642
 －非上市投資 1,130,000 735,266
  

 5,084,365 5,095,847
  

其他收入：
咨詢費 – 5,000,000
雜項收入 879,909 1,780,109
  

 879,909 6,7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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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3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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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9,798 3,403,625
匯兌收益，淨額 2,434,795 4,408
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8,300,000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撥回減值虧損╱ （虧損淨額） 800,000 (377,470)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8,973,727) (228,654)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288,246) (5,980,000)
撇銷投資訂金 (250,000) (2,925,900)
  

 74,084,376 11,7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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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
其他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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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經營溢利貢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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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780,000 885,000
 －以前年度少計提 30,000 –
  

 810,000 885,000
  

管理費 3,427,995 2,657,352
獎金 1,424,700 1,187,254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62,695 58,94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2,244,839 1,342,966
以權益交收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762,000 908,000
有關雙重上市而發生的費用 2,250,586 –
  

* 於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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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六年：無）。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無尚未繳付該計劃之供款（二零零
六年：無）。

6. 財務費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銀行費用 3,613 2,509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的貸款之利息 – 138,515
  

 3,613 141,0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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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17.5%）
提撥香港利得稅準備。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0,542,229 114,466
 －以前年度少計提 536,534 –
  

實際所得稅開支 11,078,763 114,466
  



8

(b) 於結算日，本集團計有未動用稅項虧損5,325,477港元（二零零六年：13,383,630港元），
可用於抵銷未來應課稅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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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為數50,907,356港
元（二零零六年：10,685,282港元）及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4,480,665股（二
零零六年：29,220,474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為數50,907,356港
元（二零零六年：10,685,282港元）及根據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4,833,461股（二零零
六年：29,483,310股）計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480,665 29,220,474
視為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的影響 352,796 262,83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833,461 29,483,310
  

9.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4,134,412 6,471,880
應收貸款，有抵押 8,000,000 8,000,000
應收貸款，無抵押（附註） 10,000,000 –
應收利息 5,324,161 2,547,148
其他應收款項 135 8,000

  

 27,458,708 17,027,028
按金 796,994 469,790
預付款項 685,269 1,781,257

  

 28,940,971 19,27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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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有關貸款為無抵押，並按每年24%之利率計算利息。有關貸款須於提取日期二零
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計九個月內全數償還。本集團有權可於貸款提取日期起計一
年內用有關貸款來認購借款人的5%股本，有關價格將由本集團與借款人釐定。

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每股面值1港元的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29,220,474 29,220,475
 
年內發行股份（附註a及b） 9,782,140 9,782,14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002,614 39,002,615
  

附註：

(a) 股份配售
根據與配售代理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訂立之代理協議，本公司同意透過配售代
理向五名承配人配售合共8,766,14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配售股份，價格為每股0.70加
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有關配售股份已發行及全數支付。

(b)  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董事及僱員行使按行使價每股2.75港元授出之1,016,000
股購股權，導致本公司發行每股面值1港元之1,016,000股新股份。

11. 比較金額

於本年度內，金融資產以前分類為其他收入或在損益表內分開披露的若干收益或虧損已經
重新分類為其他收益及虧損，以便更能反映其性質，並符合本年度的列報方式。

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撥資支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每股17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15港仙），股息合共不少
於6,630,444港元（二零零六年：4,383,071港元），惟須待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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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之規定，方可
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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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股息獲得批准，則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左右向於二零零八
年四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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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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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
送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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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onto, Ontario, M5J 2Y1, Canada）。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益（扣除虧損）為80,048,650港元，而去年則為23,594,093港元，增加239%。本
集團之營業額為5,084,365港元，而去年則為5,095,847港元，減少0.2%。

本集團作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而持有的公開交易證券，其公
平價值收益為75,431,756港元，而去年則為9,522,128港元，增加692%。出售上
市證券的已變現收益淨額為4,929,798港元（二零零六年：3,403,625港元）。貸款
和應收款項、應收賬項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以及撇銷投資訂金為
數9,511,973港元（二零零六年：9,134,554港元）已扣自損益表。僱員福利及折舊
費用為數3,269,845港元（二零零六年：3,277,218港元），而其他經營開支則合共
14,789,073港元（二零零六年：9,376,103港元）。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的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50,907,356港元，而去年則為10,685,282港元，增加
376%。

前景及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是本集團業務成功的一年。一方面，
本集團繼續並無負債；另一方面，本集團的溢利飆升，而資產淨值亦增加51%
（97,600,000港元）。此外，本公司之股票已經成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
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獲得雙重上市的地位，使本集團更能取得北美洲
的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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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次按危機於二零零八年可能會繼續影響到亞洲市場氣氛。倘若如此，
這將使本集團有機會吸納優質但估值偏低的資產。本集團預期，旗下三個投資焦
點範疇將繼續較經濟體系內的其他界別強勁。本集團認為，資源、科技及食品╱
零售將持續有所需求，使該等行業受經濟放緩的影響較小，並將繼續為本集團帶
來優厚的資本增值。

在未來一年，預期本集團其中最少兩家被投資公司將會上市。此外，本集團亦已
經在煉焦煤、再生能源及醫藥等方面物色到上佳的投資機會。該等業務全部均能
配合本集團目前以本集團業已證明的管理能力發揮私人公司之價值的業務策略。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的利息收入為3,722,822港
元，而去年則為4,144,939港元，減少10%。從本集團持有的上市及非上市證券所
產生的股息為1,361,543港元，而去年則為950,908港元，增加43%。整個年度之
營業額為5,084,365港元，而去年則為5,095,847港元，減少0.2%。出售上市證券
的已變現收益淨額約為4,929,798港元，而去年則為3,403,625港元，增加45%。
上市證券的公平價值收益為75,431,756港元，而去年則為9,522,128港元，增加
692%。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扣除虧損）為80,048,650港元，
而去年則為23,594,093港元，增加239%。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投資132,070,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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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6,159港元之海
外上市證券及127,204,394港元之香港上市證券。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在市場
上出售17,133,021港元之上市證券，有關已變現收益淨額為4,929,798港元。本集
團所持有之上市證券總市值為132,070,553港元，而去年則為44,868,350港元，增
加194%。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非上市投資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以及貸款和應收款項，為數108,031,311港元，而去年則為102,554,231港元，減
少5%。貸款和應收款項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以及撇銷投資訂金為
9,511,973港元，而去年則為9,134,554港元，增加4%。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投資
7,500,000港元於中國最大的氨基酸產品製造商，佔中國市場超過70%份額。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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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亦擴大了其礦務投資，以貸款形式支付10,000,000港元，並附有選擇權可認購
借款人的5%股本，有關價格將由本集團與借款人釐定。因此，應收賬項及預付款
項較去年增加9,662,896港元，即增加50%。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九名全職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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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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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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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載的有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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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利芳烈

香港，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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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榮博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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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