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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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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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7,711,737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624,708港元，增加193.81%。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
利為14,995,62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0,165,602港元，減少25.64%。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每股盈利為38.45港仙，
而去年同期則為67.48港仙，減少4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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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3 7,711,737 2,624,708 5,973,767 760,878
其他收入 3 452,655 547,205 222,221 290,325
其他收益 3 19,730,613 28,728,448 8,691,165 28,472,492

  27,895,005 31,900,361 14,887,153 29,523,695

經營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  (3,816,856) (1,688,851) (3,206,354) (1,245,5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316) (129,565) (56,066) (52,131)
其他經營開支  (6,707,491) (6,669,830) (3,843,909) (5,092,012)

經營溢利 4 17,308,342 23,412,115 7,780,824 23,133,997
財務費用 5 (96) – (15) –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17,308,246 23,412,115 7,780,809 23,133,997
所得稅開支 6 (2,312,626) (3,246,513) (1,438,072) (3,246,5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間溢利 14,995,620 20,165,602 6,342,737 19,887,484

股息 – – –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38.45 67.48 16.26 65.12
攤薄  38.28 67.30 16.19 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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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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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31 213,780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82,843,445 58,321,923

貸款及應收款項  58,643,352 59,097,252

  141,639,228 117,632,955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26,807,493 28,940,971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129,656,070 132,070,5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321,689 21,698,184

174,785,252 182,709,70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995,946 2,246,637

應付稅項  12,194,741 10,048,931

21,190,687 12,295,568

流動資產淨值 153,594,565 170,414,140

資產淨值 295,233,793 288,047,09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002,615 39,002,615

儲備  256,231,178 249,044,480

總權益 295,233,793 288,04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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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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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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互相一致。

2.  前期調整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就本公司雙重上市而產生的開支2,250,585

港元已自股份溢價中扣減。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 呈列」，並非與發行股份
直接有關的交易成本應在損益表入賬確認為開支。因此，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表作出前期調整。對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及六個月的綜合中期損益表及於該日結算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如下：

截至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港元

綜合損益表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2,250,5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 (2,250,585)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原先呈列） 前期調整 及經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股份溢價 174,734,804 2,250,585 176,985,389

保留溢利 27,292,156 (2,250,585) 25,041,571

對總權益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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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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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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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264,358 290,053

－應收貸款 2,142,063 1,204,655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5,316 –

－非上市投資 5,300,000 1,130,000

7,711,737 2,624,708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452,655 54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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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5,918 29,8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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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9,119 1,436,387

匯兌虧損，淨額 (24,424) –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撥回減值虧損 – 800,000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3,308,261)

19,730,613 28,728,448

27,895,005 31,900,361

由於本集團只有一項業務分類，即投資控股，而香港以外地區市場應佔本集團之營業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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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經營溢利貢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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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港元 港元

管理費 2,185,021 1,452,234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5,328 41,14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506,987 952,956

以權益交收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762,000

有關雙重上市而產生的費用 – 2,250,585

5. 財務費用

該金額指銀行透支之利息及計息借貸之利息。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期間內的估計應評稅利潤16.5%（二零零七年：17.5%）的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2,312,626 3,24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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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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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4,995,620 20,16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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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83,766

視為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175,181 80,68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177,795 29,964,455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38.45 67.48

每股攤薄盈利 38.28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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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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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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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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為7,711,737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2,624,708港元，增加193.81%。利息收入為2,406,421港元（二零零七
年：1,494,708港元）。收取自上市及非上市投資的股息為5,305,316港元（二零零七
年：1,130,000港元）。出售上市投資的收益為5,739,119港元（二零零七年：1,436,387

港元）。由於股市下滑，上市投資的公平價值收益減少至14,015,918港元（二零零
七年：29,800,322港元）。扣除所得稅前溢利為17,308,246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23,412,115港元，下降26.07%。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4,995,620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20,165,602港元，減少25.64%。

繼本集團成功在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而獲得雙重上市的地位後，本集團
銳意為股東物色利潤豐厚的投資。儘管近日人民幣不斷升值，惟本集團相信，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持續，將為投資者提供源源不絕的商機。
預計採礦、消耗品及房地產開發等業務的內需依然強勁。本集團將專注物色相關
投資機遇，並預料此舉可為本集團股東帶來豐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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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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1,689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698,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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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為295,233,793港元，而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88,047,095港元，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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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重大借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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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轉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合共1,044,000份及290,000份行使價分別為4.29港元及
6.03港元之購股權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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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9,500港元，
帶來已變現收益淨額5,739,119港元。本集團亦就上市交易證券的公平價值變動而
錄得未變現收益14,015,918港元。股息收入為5,305,316港元，其中5,300,000港元收
取自非上市投資。銀行存款及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為2,406,421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代價20,700,000港元收購了一間私人公司
的30%股權。該公司為生產用於家用電器、電腦及汽車行業之優質電線及電器配
件產品的製造商。於本集團收購該公司之日，該公司於其最近一個財政年度錄得
溢利約3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根據付款時間表如期
支付12,420,000港元予賣方。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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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86,797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17,419,175港元，增加20.50%。該項增加主要由於新投資20,700,000港元於一間
私人公司、增加對一間私人公司的投資，投資額相當於所收取新股派發的股息
5,000,000港元、持有之非上市投資公平價值減少1,178,478港元以及償還貸款及應
收款項453,9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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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26,807,493港元，而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8,940,971港元，減少7.37%。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主要包括
以下項目：收訖償還貸款10,000,000港元、支付予中國廣西省南寧市一個房地產開
發項目之按金3,294,939港元、有關2,730,000港元之外國上市證券的認購款項及其
他預付款項淨額增加1,841,583港元。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本集團錄得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虧損約24,19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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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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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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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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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曾就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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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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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