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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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為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8）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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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770,846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128,429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56,356,801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26,824,646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每股基本盈利為4.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0.69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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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1,770,846 2,128,429
其他收入 2 17 5,242
其他收益及（虧損） 2 160,997,696 (21,512,620)
   

  162,768,559 (19,378,949)

僱員福利開支  (1,879,124) (1,603,0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8,949) (222,592)
其他經營開支  (4,453,685) (5,620,092)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3 156,356,801 (26,824,646)
所得稅開支 4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溢利（虧損）  156,356,801 (26,824,646)
   

其他全面收益：
以後可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
 變動收益（虧損）  (2,500) 4,316,861
將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於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
 將公平價值收益轉往損益  (2,191,985) (2,248,07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194,485) 2,068,7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154,162,316 (24,755,858)
   

  港元  港元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4.00 (0.69)
攤薄  4.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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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3,518 308,47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 3,560,022

貸款和應收款項  95,000,000 1,858,944
   

  95,233,518 5,727,436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7 5,239,213 86,378,191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207,389,290 33,975,705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449,831 54,143,413
   

  237,078,334 174,497,30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 5,300,842 7,376,051
   

流動資產淨值  231,777,492 167,121,2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327,011,010 172,848,6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058,615 39,058,615

儲備  287,952,395 133,790,079
   

總權益  327,011,010 172,848,694
   

每股資產淨值  8.37港元 4.4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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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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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期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用披露。

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本集團全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下文所述者外，於編製中期
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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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循環）

採用此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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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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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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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換債券等非上市證券。在期內確認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19,208 26,826

 －應收貸款及可轉換債券 1,714,767 2,024,289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36,871 77,314

 －非上市投資 – –
  

 1,770,846 2,128,429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17 5,242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91,344) 80,468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交易證券 146,589,467 (12,773,400)

 －衍生金融工具 – (6,53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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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387 1,884,592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3,912,840 2,248,073

貸款和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 (6,414,198)

轉回先前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500,000 –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3,273,346 –
  

 160,997,696 (21,512,620)
  

 162,768,559 (19,378,949)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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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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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管理費 1,657,495 1,745,329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7,600 55,69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977,400 977,400
  

4.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應評稅利潤，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5.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盈利（虧損）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56,356,801 (26,824,646)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及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058,614 39,058,614
  

 港元 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4.00 (0.69)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4.00 (0.69)
  

於本期間內，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虧損）及根據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原因是於本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
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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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2,862,916 85,649,223

應收利息 1,649,589 3,562

其他應收款項 21,480 206,856
  

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的應收款項 4,533,985 85,859,641

按金 365,044 365,044

預付款項 340,184 153,506
  

 5,239,213 86,37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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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結餘 4,553,985 85,859,641
  

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5,141,886 7,217,095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158,956 158,956
  

 5,300,842 7,376,051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即期 5,141,886 7,217,095

1年後 158,956 158,956
  

 5,300,842 7,37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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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770,846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2,128,429港元，減少17%。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及虧損為收益淨
額160,997,696港元，去年同期則為虧損淨額21,512,62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扣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為156,356,801

港元，去年同期則為虧損26,824,646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56,356,801港
元，去年同期則為虧損26,824,646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
利乃主要由於交易證券的公平價值收益所致。

前景及未來計劃

過去六個月對本地及環球經濟而言均充滿挑戰及機遇：有關希臘債務違約之巨大
經濟不明朗因素及憂慮；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基準上證綜合指數大幅跳升及急降，
而香港恒生指數亦呈相同走勢。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央
行」）宣佈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起推行歐元區版本的量化寬鬆政策，歐洲央行於
每個月購買600億歐元的歐元區債務，直至二零一六年九月底為止。有關行動預期
將有助歐元區成員國舒緩財政壓力及減低通縮風險，並預期流動資金增加，會帶
動歐洲股票市場。儘管中國經濟增長於本年度上半年出現放緩，中國之國內生產
總值於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僅僅達到7%之增長率目標，上述因素對香港以至中國
之股票市場均帶來影響。

展望將來，本公司將集中投資於具潛力及前景的上市證券、私募基金、房地產項
目及私營企業。我們的策略為因應市場波動採取適時及恰當的投資策略，從而提
升投資組合及實現淨資產增值。董事會將會密切注視宏觀趨勢，並尋找於中國、
香港及海外投資的機會。本公司將繼續實施其風險管理政策，務求為股東取得穩
定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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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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9,831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4,143,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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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為327,011,01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72,848,694港元，增加89%。

目前，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信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之未動用銀行信貸為1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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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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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行使、獲授予、行使、失效或註銷，其已經於10年
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屆滿。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取之利息收入合共為1,733,975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051,115港元，減少15%。利息收入包括19,208港元由銀行
存款賺取以及1,714,767港元由可轉換債券賺取。只有上市證券產生股息收入，其
金額為36,871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7,314港元）。營業額
為1,770,846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128,429港元，減少17%。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了其若干公開交易證券，
導致出現已變現收益淨額6,913,387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884,592港元，增加
267%。由於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若干上市交易證券表現卓越，本集團之公開交易
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錄得重大未變現收益146,589,467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變現虧損19,311,55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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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為3,912,840港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48,073港元）。本期間收回就貸款和應收款
項確認的減值虧損為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匯
兌虧損淨額為191,344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淨額80,468

港元）。本期間並無就貸款和應收款項計提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6,414,198港元）。本期間因收取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而錄得出售附
屬公司的收益3,273,346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非上市投資（為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以及貸
款和應收款項）為數95,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5,418,966

港元，增加1653%。非上市投資增加乃主要由於：(1)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以
及貸款和應收款項（包括兩個會所會籍）以致價值減少，有關總額為5,418,966港元；
及(2)認購四項可轉換債券，以致貸款和應收款項出現增加，有關總額為95,0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數5,239,213港元，而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86,378,191港元，減少93.9%。減少乃主要由於：(1)收
回應收賬項82,785,005港元；及(2)應收利息淨增加1,646,027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及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
列賬的可轉換債券合共207,389,29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33,975,705港元，增加510.4%。增加乃主要由於：(1)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購買證券，其總額為97,688,555港元；(2)出售若干證券，其成本為
70,864,437港元；及(3)上市證券之市場價值上升淨額為數146,589,467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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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該守則」）內所列載的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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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內所列載的守則
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責任應有區分。

在董事會前主席利芳烈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退
任後，董事會主席之職位尚未填補，直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方由周偉興先生（「周
先生」）填補有關職位。周先生承擔該守則內所指明主席有關本集團整體策略性計
劃及發展以及董事會有效運作之責任。

在周博裕博士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辭任後，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職位一直懸
空。在委任新行政總裁前，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將繼續監督本集團業務及營運的日
常管理。

董事會將會繼續監察及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該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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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偉興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鄭明信先生及朱濤先生；四名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葉偉其先生、麥興強先生、胡銘佳先生及周偉興先生；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蕭震然先生、羅少雄先生及王青雲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