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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此乃重要函件，务请阁下垂阅。阁下如对本函件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应寻找独立专业顾问的意

见。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董事就本函件所载资料之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尽

其所知所信，本函件并无遗漏足以令本函件的任何陈述具误导成分的其他事实。 

 

亲爱的股东：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基金 

兹致函通知阁下，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生效日期），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基金（注资方

基金）会将其所有实物资产及负债（注资）注入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接管方基金）。注资方基

金的股东将收到接管方基金的同等价值股份以代替其在注资方基金的现有股份。 

注资已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获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认可。  

由本通知书日期起，注资方基金不再获准在香港向公众销售，而新投资者对注资方基金的认购及转换将不获

接纳。  

注資方基金將於注資後清盤。 

A) 注资的理由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董事会根据其就注资入接管方基金是否符合股东利益作出决定的权力（如施

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公司章程第 5 条所订明），经过详细分析及审核后已决定，基于注资方基金及

接管方基金的投资目标之相对类似之处，注资方基金的股东将受惠于向接管方基金作出的注资。注

资方基金于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管理约 128.9 百万美元资产，基金规模太小而难于以成本效益的

方式管理。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董事会相信，由于接管方基金是一只 UCITS 基金，相比注资方基

金在全球不同国家获更广泛的分销及认可，故此接管方基金在更阔的客户基础下，将有潜力吸纳更

多资产。注资亦应为注资方基金所有股东带来较低的经常性开支。接管方基金的伞子基金，即施罗

德环球基金系列管理的资产远远高于注资方基金，即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管理的资产，而某些费用

可于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其他子基金之间分担。  

B) 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类似及差异之处的概要 

 (i) 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类似之处如下： 

— 结构：两者均为符合资格作为可变资本投资公司（Société dˈ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SICAV」）的开放式投资公司的子基金； 
 

— 主要营运机构：两者均有相同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及保管人/存管处； 
 
— 投资目标：注资方基金其中一个目标及接管方基金的目标为透过投资于与黄金相关工业的公司之

股票以提供资本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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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差异之处如下: 

— 基金类型：注资方基金为期货及期权基金，而接管方基金为股票基金； 
 

— 合资格资产：注资方基金同时投资于实物抵押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及商品相关股票，而接管方基

金将纯粹集中于商品相关股票； 
 

— 分散投资的限制：注资方基金并无分散投资的限制，而接管方基金须遵从 5/40 分散投资规则，

请参阅附录中「投资限制的主要更改」一项以了解进一步详情；  
 

— 波动性：预期接管方基金的波动性会因其较为集中于股票投资而稍为高于注资方基金；  
 

— UCITS 规例：注资方基金毋须遵从 UCITS 规例，而接管方基金则须遵从 UCITS 规例；  
 
— 基金规模：注资方基金于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管理约 128.9 百万美元，而接管方基金则尚未

推出，但将于注资后成立； 
 
— 投资最低限额：接管方基金的 A 股份类别的最低首次及其后投资额较注资方基金的为低； 

 (iii) 费用及支出 

两项基金的 A 股份类别均收取相同的投资管理费、保管/存管费、分销费、行政费、保管人/存管处的

保管服务费及交易费用。然而，请注意，注资方基金的 A 股份类别的会计及估值服务费与接管方基

金不同。请参阅附录以了解进一步详情。 

下表概述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股份类别的年度投资管理费（年度投资管理费）及经常性开支

比率（经常性开支比率）。注资方基金的 A 股份类别的年度投资管理费与接管方基金的相同，但接

管方基金的经常性开支比率较低。请注意，经常性开支比率包括年度投资管理费及所有其他收费及

开支。  

注资方基金 接管方基金 

股份类别 年度投資管理

費 
經常性開支比

率 1 
股份类别 年度投資管理

費 
經常性開支比率

估计 2 

A 1.50% 2.12%  A 1.50% 2.01% 

有关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特性对照表（包括股份类别变更）可见本函件的附录。 

C) 注资的预期影响 

预期注资将会对注资方基金的股东带来有利的影响，所依据的理由如下：(i)尽管两项基金均有大致类

同的市场投资参与，两者均投资于涉及黄金相关工业的公司之股票，惟我们相信，鉴于接管方基金

较为集中于股票投资，接管方基金具潜力在长远而言实现较大的回报。投资团队能胜任且具经验管

理黄金相关策略。管理注资方基金的投资部门将管理接管方基金，并将于注资后继续管理。(ii)我们

相信，接管方基金的资产在长远而言会有增长，并应达致降低向投资者收取的经常性开支。 

请注意，在注资之前可能会出现注资方基金被大量赎回的风险，这可能减少接管方基金透过注资而

收到的资产。同时亦有接管方基金于推出后未必可吸纳如预计般多资产的风险。 

阁下亦应谨慎地考虑上文所强调及附录所载有关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之间的若干差异之处。 

                                                           
1 经常性开支比率基于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的年度支出计算。此数字可按年不同。  
2 投资经理基于对接管方基金推出后首年的经常性开支和平均净资产估计之数字而计算出经常性开支比率。用作计算经常性开支数

字的平均净资产估计数字为 100 百万美元。然而，实际的经常性开支和平均净资产将可能与该等估计数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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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注资的机制  

(i) 股份类别 

注资方基金 A 股份类别的投资者将移进接管方基金相同货币的 A 股份类别以尽量减低对投资者造成

的干扰。该等股份类别具有类似的特性（例如：首次认购费、年度投资管理费、分销费、股息政策

及交易安排等）。有关注资方基金股份类别将会注入成为接管方基金股份类别的全面概要可见本函

件的附录。 

 (ii)  注资的费用及支出 

注资方基金并无未清还的成立费用。注资所招致的支出，包括法律、顾问及行政费用将由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管理公司）承担。由 2016 年 6 月 23 日起至生效日

期之间因要将注资方基金的投资组合调整至与接管方基金的投资组合符合一致而需进行的投资组合

交易所致的费用，将包括在注资方基金为该等日子计算的每股资产净值之计算当中，并将由选择保

留投资的投资者承担。  

(iii) 交换比率、累计收入的处理及注资的后果 

于生效日期，注资方基金的资产及负债将转移至接管方基金，然后注资方基金则会被清盘。就股东

在注资方基金持有的每个类别的股份而言，股东将收到一笔相等于接管方基金相应类别股份价值的

款项，金额按于生效日期注资方基金的每股资产净值及接管方基金的首次发行价计算得来。  

注资方基金的股份于生效日期在注资之时的任何累计收入，将计入注资方基金的最终每股资产净值

之计算中，并将在注资后计入接管方基金的每股资产净值内。 

故此，阁下将成为接管方基金中与阁下目前在注资方基金所持有相对应的股份类别之股东。请参阅

附录以查阅现有及新股份别的配对安排。  

阁下在接管方基金的股份的首个交易日期将为 2016 年 7 月 1 日，此交易日的相关交易截止时间为同

日下午 5 时正（香港时间）。  

E)  股东进行赎回/转换的权利 

如阁下无意于生效日期起持有接管方基金的股份，阁下有权于直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包括该日的

交易日）任何时间赎回阁下在注资方基金持有的股份或将之转换至另一只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认可 3的施罗德基金。如阁下有意索取更多有关施罗德基金系列中可供认购的其他基金的资

料，请联络阁下当地的施罗德办事处或阁下惯常联络的专业顾问或致电施罗德投资热线：(+852) 
2869 6968。 

我们将按注资方基金的发行章程的条款免费执行阁下的赎回或转换指示。请注意，某些配售商、收

付代理人、往来银行或类似代理人可能向阁下收取交易费用。请亦注意，他们的交易截止时间可能

较上述的交易截止时间为早，故请阁下向他们查询，以确保阁下的指示可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交易

截止时间下午 5 时正（香港时间）前送达施罗德香港。 

由本通知书日期起，香港新投资者对注资方基金的认购或转换将不获接纳。如要预留足够时间对定

期储蓄计划及类似融资安排作出更改，现有投资者对注资方基金的认购或转换将于直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 （交易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下午 5 时正（香港时间））前获接纳。 

  

                                                           
3
 证监会认可并非对计划的推荐或认许，亦不是对计划的商业利弊或其表现作出保证。该认可并不表示该计划适合所有投资者，或认

许该计划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或投资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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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税务状况 

一般而言，在注资之时变换股份及/或在注资之前赎回或转换股份不应对香港股东产生任何香港税务影

响。具体而言，香港股东因此而产生的任何资本收益一般毋须缴付香港利得税。然而，就若干类型股

东（举例而言，在香港经营贸易或业务的证券交易商、金融机构及保险公司）产生的任何有关收益而

言，较高机会出现香港税务局怀疑此等股东产生的收益（如有）实际上属资本性质的情况。如收益被

当作为买卖收益而非资本收益，有关收益会被征收利得税（目前对法团所征收的税率为 16.5%及对包

括个人在内的非属法团所征收的税率为 15%），倘该金额被当为在香港产生或源自香港（即香港来源

溢利）。香港目前并无任何一般成交、销售或增值税。基于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两者的股东登记

册均不在香港存置，他们的股份不应符合香港股票的定义，故在注资之时变换股份及在注资之前赎回

或转换股份不应对股东产生任何香港印花税责任。阁下如对因注资而可能负上的税务责任有任何疑问，

应就此等事宜寻求独立专业顾问的意见。 

G) 其他资料 

我们建议阁下阅览接管方基金的香港销售文件，有关文件于网站www.schroders.com.hk4 免费提供或

可向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代表人」）免费索取。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及施罗德环球

基金系列的公司章程及其他重要合约和文件于一般办公时间内在代表人位于香港金钟道 88 号太古广

场二座 33 楼的注册办事处可供查阅。  

一份审计报告将由有关注资的核准法定审计师编备，并将可向代表人免费索取。 

我们希望阁下于注资后继续投资接管方基金。阁下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络阁下惯常联络的专业顾问或致电施

罗德投资热线：(+852) 2869 6968 查询。 

此致 

 

 

Noel Fessey 
授权签署 

 

谨启 

2016 年 5 月 18 日 

Natalie Wolff 
授权签署 

                                                           
4 此网站并未经证监会审阅。 

http://www.schroder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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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主要特性对照表 

下表为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特性的比较。注资方基金为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子基金，而接管方

基金为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的子基金。完整的详细内容载于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及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各自

的香港销售文件内。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结构 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法律成立为「有限

公司」的开放式投资公司，并符合资

格作为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可变资本投资公司）

（「SICAV」）及作为有关另类投资

基金经理的2013年7月12日法律第

1(39)条所定义的另类投资基金的子基

金 
 
本基金不符合资格作为UCITS  

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法律成立为「有限

公司」的开放式投资公司，并符合资

格作为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可变资本投资公

司）（「SICAV」）的子基金 
 
本基金符合资格作为UCITS 

监管状况 在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登记及获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 5 

 

在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登记及获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 5 

 

管理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投资经理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存管处  J.P. Morgan Bank Luxembourg S.A. J.P. Morgan Bank Luxembourg S.A. 

香港代表人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类型 期货及期权基金 股票基金 

基金货币 美元 美元 

推出日期 2008 年 7 月 7 日 尚未推出（本基金将于生效日期或之

后透过注资推出）。 

投资限制的主要更改 - 无分散投资限制 

请参阅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发行章程

附件 I 及香港说明文件以了解适用于

本基金的投资限制的进一步详情。  

- 遵从5/40分散投资规则：在某单

一发行人超过5%的投资不可占整

个投资组合40%以上。  
 
请参阅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发行章程

附件I以了解适用于本基金的投资限制

的进一步详情。 

                                                           
5 证监会认可并非对计划的推荐或认许，亦不是对计划的商业利弊或其表现作出保证。该认可并不表示该计划适合所有投资者，或认

许该计划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或投资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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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发行章程中的投资目标及政

策  

 

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透过投资于与黄

金及贵金属商品有关的工具以及全球

各地参与贵金属相关工业的公司股本

以产生长期的增值。 

投资政策： 

本基金可投资于一系列黄金及贵金属

商品。在投资经理酌情决定下，本基

金亦可投资于黄金及贵金属市场内的

任何界别。就地域而言，本基金是全

球覆盖的。本基金不受基准约束，即

从资产分配角度而言，本基金会积极

管理而不会参考任何特定基准。然

而，为了作比较表现用途，经理人会

将本基金的表现与最普遍引用的商品

指数比较。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一系列与黄金及贵

金属商品有关的衍生工具，主要包括

期货及其他商品挂钩衍生工具（例如

实物商品掉期、商品指数期货）、股

票、交易所交易基金、结构性票据，

以及在较少程度上投资于债务证券、

可换股证券、贵金属相关行业发行商

所发行的认股权证。本基金亦可投资

于外币（例如远期货币合约、货币期

权及货币掉期）及现金或现金等值，

包括存款证、国库券及浮息票据。 
 
本基金不会直接购入实物商品。除商

品期货、认股权证、掉期及期权合约

外，本基金不会订立任何其他与实物

商品有关的合约。任何需要就相关商

品进行实物交收的商品期货或期权合

约及任何其他衍生工具将在进行交收

之前平仓，投资经理已制定程序确保

如此。所有衍生工具如适用将以现金

结算。 
 
本基金透过运用衍生工具、交易所交

易基金和结构性票据而投资于黄金，

在极端的市况下可以达至本基金资产

净值的100%。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管

理本基金，预期本基金不会将超过

75%的资产净值投资于黄金。该等投

资将遵守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发行章

程附件I所载的投资限制。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透过投资于与黄金相关的公司

的股票，旨在提供资本增值。 

投资政策： 

本基金将最少三分之二的资产（现金

除外）投资于世界各地涉及黄金业的

公司的股票和股票相关证券，亦会透

过股票、基金和合资格黄金和其他贵

金属可转让证券投资于黄金和其他贵

金属。本基金最高可持有 40%的现

金、存款和货币市场工具。本基金不

会直接投资于任何实物商品或签订任

何有关实物商品的合约。 

在投资经理认为合适的市况下，本基

金可以为防御目的而短线持有最高

40%上述之现金、存款和货币市场工

具。本基金不会将超过其净资产的

10%投资于投资基金（不包括交易所

交易基金）。 
 
本基金可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对冲和

投资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运用作投

资于市场。该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股

票、货币、波动性或指数相关金融衍

生工具，及场外交易及╱或交易所买

卖的期权、期货，差价合约、认股

证、掉期、远期合约，及╱或以上组

合。然而，本基金无意为投资目的而

大量运用金融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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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本基金会寻求投资于商品期货及与商

品有关的总回报掉期，作为其在商品

市场的投资。掉期交易让基金可投资

于特定的商品。本基金在掉期合约的

期限内支付模拟费。本基金于到期时

收到在掉期合约期限内商品价格上升

有关的款额，如商品价格下跌，本基

金须将此款额支付给对手方。 
 
为了执行其投资政策，本基金可运用

标准化及非标准化（为客户设计）的

金融衍生工具，亦可在证券交易所或

另一向公众开放的受规管市场，或作

为对手方直接与银行或专门从事此类

业务的财务机构（场外交易）进行该

等交易。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运用这

些工具不会使本基金产生杠杆作用，

而这些工具亦不会用于卖空活动。 
 
本基金的全球投资不可超过其总净资

产的100%。 
 

合资格资产 - 股票 
- 交易所交易基金（包括实物抵押

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 
- 金融衍生工具  
- 债务证券 
- 可换股证券 
- 现金、存款及货币市场工具 

- 股票 
- 投资基金 
- 交易所交易基金（不包括实物抵

押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 
- 金融衍生工具  
- 现金、存款及货币市场工具 

主要风险 -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  
- 商品投资风险 
- 行业集中风险 
- 集中投资的风险 

- 股票投资风险 
- 有关投资于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

风险 
- 行业集中风险 
-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  
- 货币风险 

 
全球投资 - 最高为其总净资产的100% - 最高为其总净资产的100% 

股息政策 A 累积股份类别－不会派发股息，但

会将股息再投资于本基金 

 

A 累积股份类别－不会派发股息，但

会将股息再投资于本基金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基

金总规模 
128.9 百万美元 无（本基金尚未推出）。 

认购及赎回的交易截止时间

及结算期间 
代表人必须在不迟于交易日下午 5 时

正（香港时间）收到指令以便将之转

交予管理公司于该日执行  

代表人必须在不迟于交易日下午 5 时

正（香港时间）收到指令以便将之转

交予管理公司于该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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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认购及赎回的结算期间为交易日后三

个营业日内。 
认购及赎回的结算期间为交易日后三

个营业日内。 

估值政策 于每个交易日计算 于每个交易日计算 

定价 以预计方式定价 以预计方式定价 

股份类别特征 – A 股份类

别 
最低首次投资额：10,000 美元 

最低其后投资额：5,000 美元 

首次认购费：以认购总金额之 5.00% 
为上限（相当于每股资产净值的

5.26315%） 

投资管理费：每年 1.50% 

存管费：每年不多于 0.005% 

行政费：每年不多于 0.3% 

分销费：每年 0.00% 

保管服务费：每年不多于 0.3% 

交易费用（由保管人征收）：每宗交

易不多于 150 美元 

会计及估值服务费： 不多于 0.020% 

最低首次投资额：1,000 美元 

最低其后投资额：1,000 美元 

首次认购费：以认购总金额之 5.00% 
为上限（相当于每股资产净值的

5.26315%） 

投资管理费：每年 1.50% 

存管费：每年不多于 0.005% 

行政费：每年不多于 0.3% 

分销费：每年 0.00% 

保管服务费：每年不多于 0.3% 

交易费用（由保管人征收）：每宗交

易不多于 150 美元 

会计及估值服务费： 不多于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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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及新股份类别的配对安排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基金 

所持有现有股份类别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将持有新股份类别 

A 类别（累积）美元 A 类别（累积）美元 

A 类别（累积）欧元对冲 A 类别（累积）欧元对冲 

 
代表人将应投资者要求提供接管方基金可供在香港作公开发售的股份类别（连同货币计值）的完整表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