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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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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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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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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合計為虧損28,322,935港
元，而去年則為收益51,579,976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48,045,466港元，而去年則為溢利35,274,924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一零
年：末期股息為每股15港仙）。

– 每股基本虧損為1.23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盈利0.90港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以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包括比較數字）乃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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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並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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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4 16,157,407 40,628,394

其他收入 4 27,575 120,01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4,507,917) 10,831,568
   

  (28,322,935) 51,579,976

僱員福利開支  (3,176,136) (2,989,2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62,295) (316,324)

其他經營開支  (11,971,351) (14,825,14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571,724) –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 (45,704,441) 33,449,229

所得稅（開支）抵減 6 (2,341,025) 1,825,6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48,045,466) 35,274,92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收益  16,617,266 2,40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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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5,48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在損益中確認  115,000 11,571,16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13,312,095 419,8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4,733,371) 35,694,779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1.23港元) 0.90港元
   

 攤薄  (1.23港元) 0.9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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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6,494 1,160,398
聯營公司權益  6,681,887 –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81,497,676 60,201,831
貸款和應收款項  32,208,444 24,796,040
遞延稅項資產  – 4,002,372
   

  122,094,501 90,160,641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8 6,414,293 25,089,549
交易證券  65,365,498 65,956,302
衍生金融工具  3,581,809 758,330
可收回稅項  2,661,12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404,609 141,083,888
   

  153,427,336 232,888,06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9 6,824,488 6,809,60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3,928,169
應付稅項  – 3,021,429
   

  6,824,488 13,759,198
   

流動資產淨值  146,602,848 219,128,8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68,697,349 309,289,5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9,058,615 39,058,615
儲備  229,638,734 270,230,897
   

總權益  268,697,349 309,289,512
   

每股資產淨值  6.88港元 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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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起由香港中環雪廠街2號聖佐治大廈1101室更改為香港皇后大道
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1902室。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多倫多證券交
易所雙重上市。

2. 採納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a)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改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二零一零年度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的分類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 最低提存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第14號（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權益性工具終絕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採用此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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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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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有關，而本集團亦並無提前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3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5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1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及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7號（修訂）  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6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4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單獨財務報表4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對聯營及合營的投資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6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 持有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4

1 適用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5 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6 適用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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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評估此等新制定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可能產生的影響。到目前為
止，董事得出如下結論：採用這些新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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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除外。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
計量之部份。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乃視乎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
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徵而分類為按公平價值或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
產。公平價值損益將於損益賬確認，惟對於若干非交易股本投資，實體可在首次確認
時作出不可撤回之選擇，以按每項投資之基準於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損益。有關的公
平價值收益或虧損不可循環至損益賬。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貫徹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有關金融負債確認及計量規定，惟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的金融負債除外，該負
債信貸風險變動應佔的公平價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非在其他全面收益
呈列該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上的會計錯配。此外，國際財務匯
報準則第9號保留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取消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規定。董事
現正評估採用此項新制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影響，但在完成詳盡審閱之前，目前
無法就有關影響提供合理估計。

3. 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編製有關財務報表時已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刊發之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及香港公司
條例之披露規定。此外，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用
披露。

(b) 計量基準

有關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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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列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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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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714,283 408,441
 －並無減值的應收貸款及可換股債券 9,139,359 6,768,349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983,765 555,151
 －非上市投資 5,320,000 32,896,453
  

 16,157,407 40,628,394
  

其他收入：
服務費收入 27,575 1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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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
  －交易證券 (58,531,282) (17,413,882)
  －衍生金融工具 2,823,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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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4,865 19,847,468
 －衍生金融工具 370,272 6,998,729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
 （虧損）收益淨額 (49,712,666) 9,432,315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90,353) (1,922,160)
轉回先前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2,080,000 –
轉回應收賬項的減值虧損 – 113,999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收益（虧損）淨額 1,989,647 (1,808,161)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權益性投資 (115,000) (11,571,164)
 －撇銷投資訂金 – (244,458)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收益淨額 3,420,171 13,555,48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淨額 3,305,171 1,739,860
  

並非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
 金融工具的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4,154) 1,467,5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5,915) –
  

 (44,507,917) 10,83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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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活動劃分為一個主要營運分類－投資控股。

下表按被投資公司或交易對手的常駐國家或上市地（視適用情況而定）劃分的地理位置，而對
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作出的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香港 10,001,339 40,748,408

加拿大 53,955 –

其他國家 6,129,688 –
  

 16,184,982 40,748,408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香港 (15,487,900) (3,771,549)

加拿大 (31,698,237) 16,593,118

其他國家 2,678,220 (1,990,001)
  

 (44,507,917) 10,831,568
  

於本年度內，來自其中兩項（二零一零年：兩項）非上市投資的股息收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
33%（二零一零年：75%）。

5.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700,000 700,000

管理費 4,342,743 4,417,468

獎金 – 3,928,169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24,055 73,89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2,543,678 2,175,278
  

*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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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無尚未繳付該計劃之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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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減）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內蒙受估計稅務虧損，因此並無就本年度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於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已經就本集團的估計應評稅利潤按稅率16.5%

提撥香港利得稅準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4,322,474

以前年度（多計提）少計提 (1,661,347) 268,151
  

 (1,661,347) 4,590,62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002,372 (5,047,777)

以前年度多計提 – (1,368,543)
  

 4,002,372 (6,416,320)
  

 2,341,025 (1,825,695)
  

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須繳納其他司法權區稅項之收入。

7.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為數48,045,466港
元（二零一零年：溢利35,274,924港元）及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9,058,614股
（二零一零年：39,058,614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本年度內，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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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1,906,250 1,907,250

應收貸款，有抵押（附註a） – 16,666,666

應收利息 163,706 824,127

其他應收款項 3,404,295 3,616,236
  

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後 5,474,251 23,014,279

按金 741,994 1,511,689

預付款項 198,048 563,581
  

 6,414,293 25,08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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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666,666港元之應收貸款以借款人的若干上市權益性
證券（公平價值約為32,700,000港元）作為抵押。有關貸款按每年19%之固定利率計算利
息，並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償還。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該筆貸款已全數償還。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另一筆10,000,000港元之應收貸款以擔保人的若干上市
權益性證券（公平價值約為15,600,000港元）作為抵押。有關貸款按每年26.6%之固定利
率計算利息，並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償還。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該筆貸款已全數償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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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結餘 5,474,251 5,575,928

逾期1至180日但並無減值的結餘 – 17,438,351
  

並無減值的結餘以及於扣除減值
 虧損準備後的應收款項 5,474,251 23,014,279

  

9.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6,664,918 6,652,308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159,570 157,292
  

 6,824,488 6,809,600
  

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即期 6,749,958 6,735,070
1年後 74,530 74,530
  

 6,824,488 6,80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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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 1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1港元的普通股 39,058,614 39,058,61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一零年：末
期股息為每股15港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6,157,407港元，
而去年則為40,628,394港元，減少60%。營業額減少乃主要由於已收股息減少，計
及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導致本集團錄得合計虧損28,322,935港元，而去
年則為收益51,579,976港元。

其他經營開支為數11,971,351港元，較去年之14,825,148港元有所減少。連同應佔聯
營公司虧損為數1,571,724港元，本集團錄得扣除所得稅前虧損45,704,441港元，去
年則為溢利33,449,229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合共48,045,466港元，而二零一
零年則錄得溢利35,274,924港元。於二零一一年錄得重大虧損，乃主要由於本集團
所投資的股份出現不利價格波動，以致出現未變現虧損所致。

展望及未來計劃

展望二零一二年依然充滿挑戰。歐盟之主權債務危機帶來的不明朗因素，儘管稍
為緩和，惟仍然使環球投資者憂慮。中國經濟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放緩至7.5%，
亦對其增長模式帶來疑問。我們預見，股票市場之波動程度增加，導致公開交易證
券之市場價格波動更大。即使至今，於二零一一年對本集團之表現構成負面影響
的不利因素仍未見改善跡象。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監察程序，以物色不但穩
健安全，而且能為本集團投資產生豐厚回報的新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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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說，本集團將會維持其核心業務投資，專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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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決心致力再次帶來盈利，報答本公司股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有可供動用資金75,404,609港元，主要存放於銀行作定期存款。本集團持有
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乃以港元及加拿大元定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為268,697,349港元，而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09,289,512港元，減少13%。

目前，本集團之未動用銀行信貸由20,000,000港元修訂為10,000,000港元，而本集團
現時並無任何投資及資本開支承擔之借款需要。銀行信貸之利率為按適用的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加年率3厘。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款（二零一零年：無）。本集團之
槓桿比率為0%（二零一零年：0%），其相當於本集團借款對本集團資產淨值之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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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之522,047份購股權已經到期及失效。

年內，並無購股權根據上述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行使或註銷。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為16,157,407港元，
而去年則為40,628,394港元，減少60%，此乃主要由於去年錄得來自兩項非上市證
券的大額股息收入29,695,453港元所致。利息收入為9,853,642港元（二零一零年：
7,176,790港元）。從上市及非上市投資所產生的股息收入為6,303,765港元（二零一
零年：33,451,6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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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上市投資的收益為5,624,865港
元（二零一零年：19,847,468港元），較去年減少72%，此乃由於本集團所持有的個
別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出現特殊價格上升所致。在環球股票市場於二零一一年第四
季度持續整體下滑的影響下，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持有的若干
證券價格大幅下降。本集團的交易證券錄得未變現虧損淨額58,531,282港元（二零
一零年：17,413,882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出售了非上市投資，錄得已變
現收益淨額3,420,171港元（二零一零年：13,555,482港元）。收回貸款和應收款項的
減值虧損為2,0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非上市投資的減值虧損為115,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11,571,164港元）。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為90,353港元（二零一
零年：1,922,160港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為25,915港元（二零一零年：
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其他收入
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合計為虧損28,322,935港元，而去年則為合計收益51,579,976港
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未計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前的總經營開
支為15,809,782港元（二零一零年：18,130,747港元）。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為1,571,724

港元（二零一零年：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扣除所得
稅前虧損為45,704,441港元，去年則為溢利33,449,229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為48,045,466港元，去年則為溢利35,274,924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錄得重大虧損，乃主要由於證券市場內交易證券的未變現虧損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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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和應收款項及聯營公司權益）為數120,388,007港元，而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84,997,871港元，增加42%。非上市投資增加乃
以下各項的淨結果：(1)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淨增加16,617,266港元；(2)

購買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8,098,750港元；(3)出售非上市投資，其賬面值為3,420,171

港元；(4)收到三家被投資公司償還的貸款2,621,764港元；(5)向兩家被投資公司提
供墊款5,253,082港元；及(6)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向其提供貸款合共7,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數6,414,293港元，而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5,089,549港元，減少74%。減少乃主要由於：(1)墊款
為數3,000,000港元予中國項目；(2)獲償還應收賬項為數16,666,666港元；(3)於兩家
證券行之現金結餘減少3,217,754港元；及(4)按金及預付款項減少淨額1,135,228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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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之交易證券
的價值為65,365,498港元（二零一零年：65,956,302港元），其包括：(1)購買證券，其
總額為153,611,273港元；(2)出售若干證券，其成本為95,670,795港元；及(3)若干上
市證券之市場價值下降為數58,531,282港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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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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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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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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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基於原則所列載的有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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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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亨亞有限公司

主席
利芳烈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利芳烈先生、周博裕博士及
陳信泉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兆榮博士太平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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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