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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1.  亞太城市房地產股票 #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太區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

供收入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集中系列的亞太區房地產公司的股

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並把重點放在投資於投資經理相信受強勁基建和

具支持性規劃制度等因素支持，將展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城市的公司。 

 

基金一般持有少於 50 間公司。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

國 A 股。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太區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入和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集中系列的亞太區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

券，並把重點放在投資於投資經理相信受強勁基建和具支持性規劃制度等因素支持，將

展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城市的公司。 

 

基金一般持有少於 50 間公司。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太區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

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基金並非獲證監會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認可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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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2.  亞洲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亞洲（除日本外）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

司發行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

期）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絕對資本增值和收益。如基金運用總

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及政策可以

投資的工具。基金可透過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授予投資

經理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進行投資。基金透過 RQFII 對中國境內投資作出的投

資不擬超過資產淨值的 30%。 

 

基金不得： 

(a)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

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所發行的債務工具，在中

國交易所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買賣。該等地

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成立的獨立

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b)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

保證券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c)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作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或金融衍

生工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由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亞洲（除日本外）公司發行的定息

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的絕對回報。 

 

絕對回報表示基金尋求在所有市況下的每 12個月期間提供正數回報，然而這不獲保

證，閣下的資金將面臨風險。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亞洲（日本除外）公

司發行的定息和浮息證券、和上述工具和貨幣的金融衍生工具。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

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透過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授予投資經理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RQFII」）額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投資。基金透過 RQFII 對中

國境內投資作出的投資不擬超過資產淨值的 30%。 

 

基金不得： 

(a)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

府融資平台」）所發行的債務工具，在中國交易所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

券市場進行買賣。該等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成

立的獨立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b)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保證券及資產抵

押商業票據）；及 

(c)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基金可將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

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

的評級）。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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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VaR)量度環球投資風

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 方式適用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

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250%

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

利率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

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

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

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

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

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並無對其可透過 RQFII 持有之債務證券設置明確的最低信貸評級限制。透過 RQFII

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即由任何國際認可的信貸評級機構，如標準普爾、穆廸或惠

譽評為低於 BBB-，或由任何中國當地信貸評級機構評為 BB+或以下；當不同的信貸評

級機構給予不同的評級，基金將採用證券獲評的最低信貸評級）的債務證券或未獲評級

的債務證券之投資總額，將不會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30%。就此而言，如相關證券本

身並無信貸評級，則可參考該證券發行商的信貸評級。如證券和相關發行商均未獲評

級，則證券將被分類為未獲評級。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為提供絕對回報，基金大部份資產可以持有現金（可包

括短期的已發展市場政府債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洲（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

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作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積極地持

有貨幣長倉及短倉。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需要的貨幣風險

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

資目標及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

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

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

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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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VaR)量度環球投資風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方式適用

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

產的 25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3.  亞洲股息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

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

潛力而精選的亞太區（日本除外）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

加基金的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出售基金持有的個別證券的短期認

購期權，透過同意出售行使價以上的潛在資本增長，以產生額外收

益。然而，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統稱「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

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

有現金存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潛力而精選的亞太

區（日本除外）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加基金的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出

售基金持有的個別證券的短期認購期權，透過同意出售行使價以上的潛在資本增長，以

產生額外收益。然而，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太區（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

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有現金存款。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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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有之個別證券的短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

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

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

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約、

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

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

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

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有之個別證券的短

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無意為投資目的而

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

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

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

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

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

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4.  亞洲收益股票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亞太區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

提供收入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亞太區公司（日本除

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

「H」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A」股。 

 

基金旨在透過提供收入和資本增值的組合，以產生長線回報。基金投

資於現時派發股息但亦保留足夠現金再投資於公司以將來產生增長的

亞太區公司（日本除外）的股票。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太區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入和資

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投資於現時派發股息但亦保留足夠現金再投資於公司使產生未來增長的亞太區（日

本除外）公司的股本。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太區（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

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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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5.  亞幣債券 投資目標 

主要透過投資於亞洲當地定息和貨幣市場，以提供長期資本增值和收

益。作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或金

融衍生工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投資政策 

主要投資於由亞洲（日本除外）各地政府、半政府和公司發行的當地

貨幣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

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及政策可以投資

的工具。 

 

基金可透過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授予的人民幣境外合資格

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以達致其投資目標。基金透過 RQFII 及中

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對中國境內投資作出的投資擬少於資產淨值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以當地貨幣定值的亞洲定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亞洲（日本除外）各政府、政府機構和公司發行，

以當地貨幣定值，信貸級別為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

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定息證券，和上述工具的相關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對次投資級別信貸評級的定息證券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20%。 

 

基金可透過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授予的人民幣境外合資格機構投資者

（「RQFII」）額度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以達致其投資目標。基金透過 RQFII 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對中國境內投資作出

的投資擬少於資產淨值的 30%。 

 

基金不得： 

(d)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

府融資平台」）所發行，並在中國交易所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券市場進

行買賣的債務工具。該等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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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30%。 

 

基金不得： 

(a)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

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所發行，並在中國交易所

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買賣的債務工具。該等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成立的獨

立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b)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

保證券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c)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基金並無對其可透過 RQFII 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的債務證

券設置明確的最低信貸評級限制。透過 RQFII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項目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即由任何國際認可的信貸評級機構，

如標準普爾、穆廸或惠譽評為低於或等同 BBB-，或由任何中國當地信

貸評級機構評為 BB+或以下；當不同的信貸評級機構給予不同的評

級，基金將採用證券獲評的最低信貸評級）的債務證券或未獲評級的

債務證券之投資總額，將不會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20%。就此而言，

如相關證券本身並無信貸評級，則可參考該證券發行商的信貸評級。

如證券和相關發行商均未獲評級，則證券將被分類為未獲評級。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成立的獨立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e)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保證券及資產抵

押商業票據）；及 

(f)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基金並無對其可透過 RQFII 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的債務證券設置明確的最

低信貸評級限制。透過 RQFII 及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

（即由任何國際認可的信貸評級機構，如標準普爾、穆廸或惠譽評為低於或等同 BBB-

，或由任何中國當地信貸評級機構評為 BB+或以下；當不同的信貸評級機構給予不同

的評級，基金將採用證券獲評的最低信貸評級）的債務證券或未獲評級的債務證券之投

資總額，將不會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20%。就此而言，如相關證券本身並無信貸評

級，則可參考該證券發行商的信貸評級。如證券和相關發行商均未獲評級，則證券將被

分類為未獲評級。 

 

投資於中國內地受監管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亦可以間接通過票據、證書或其他工具

（該工具合資格成為可轉讓證券和不存在衍生成份）、開放式投資基金和合資格衍生交

易。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洲（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

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作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積極地持

有貨幣長倉及短倉。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需要的貨幣風險

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

報掉期，及遠期貨幣長倉及短倉）。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

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及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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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5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

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

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

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3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6.  亞洲優勢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亞洲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亞洲公司（日本除

外）的股票。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

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

資於中國「A」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洲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洲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洲（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

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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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7.  亞洲小型公司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亞洲小型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

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亞洲小型公司（日本

除外）的股票。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

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

投資於中國「A」股。 

 

小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亞洲（日本除外）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

之公司。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洲小型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洲小型公司（日本除外）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小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由

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滬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洲（日本除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

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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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8.  亞洲總回報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亞太區公司的股票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和收入。基金亦有意透過運用金融衍生工具，達致某程度的保本目

的。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亞太區的股票。基金

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

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A」

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可買賣股本證券指數期貨，和買賣指數或個別

股票的指數期權。為投資於股本證券指數和個別股票，基金亦可在相

關投資未能交收和結算以現金交付時訂定差價合約。基金亦可持有現

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太區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入。基金

為著參與正在上升的市場，並同時通過運用衍生工具儘量減低跌市時的損失而設計。減

低損失不會獲得保證。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太區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

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太區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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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基金可買

賣股本證券指數期貨，和買賣指數或個別股票的指數期權。為獲得股本證券指數和個別

股票的投資，基金亦可在相關投資未能交收和以現金結算交付時訂定差價合約。 

 

基金可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

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

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9.  金磚四國（巴西、俄羅

斯、印度、中國 ）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

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

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

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一系列摩根士丹利金磚四國指數(MSCI BRIC index)

內的公司的股本。 

 

基金通常持有 25至 50 間公司。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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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0.  中國優勢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中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獲取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中國公司的股票。基

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

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中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中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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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1.  新興亞洲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

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

的股票。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

中國「A」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亞洲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

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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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2.  新興歐洲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在歐洲中部及東部（包括前蘇聯市場及地中海新興市

場）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基金可在非洲北

部及中東之市場作有限度投資。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中部及東部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歐洲中部及東部（包括前蘇聯市場及地中海新興市

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亦可投資於北非及中東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

證券。 

 

本公司通常持有 30 至 50間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中部及東部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13.  新興市場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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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

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

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4.  新興市場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內的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

行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絕對的資

本增值和收益。 

 

為捕捉最佳風險回報的投資機會，基金可基於如經濟基本因素、國家

風險、證券估值和其他吸引的投資表現理據，將超過 10%的資產淨值

（但不可超過 20%）投資於由單一主權發行人（例如在本文件刊印之

日為低於投資級別或未獲評級的匈牙利和土耳其）發行及╱或保證的

債務證券。由於市場的變動，以及信貸或投資評級的變更，基金在該

等資產的總體投資可能隨時改變。上述提及的國家僅作參考，可在未

有通知投資者的情形下變更。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由新興市場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商發行的債券和

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的絕對回報。絕對回報表示基金尋求在所

有市況下的每 12個月期間提供正數回報，然而這不獲保證，閣下的資金將面臨風險。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債券和貨幣，以及持有現金。債券將由政

府、政府機構和公司發行。為著提供絕對回報，基金重大部份的資產可以持有現金，現

金可包括短期已發展市場政府債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

理。 

 

基金可將最多 100%的資產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公司發行商發行的次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

息證券（即按標準普爾評級為低於投資級別信貸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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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當基金將超過 10%的淨資產投資於由任何單一國家政府或其代理發行

的債務證券，基金表現將受到不利的經濟、市場、政治或監管情況和

個別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失利的影響，繼而令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別的證券）及未獲評級證券。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為達到投資目標和捕捉最佳風險回報的投資機會，基金可基於如經濟基本因素、國家風

險、證券估值和其他吸引的投資表現理據，將超過 10%的資產淨值（但不可超過

20%）投資於由單一主權發行人（例如在本文件刊印之日為低於投資級別或未獲評級

的匈牙利和土耳其）發行及╱或保證的債務證券。由於市場的變動，以及信貸或投資評

級的變更，基金在該等資產的總體投資可能隨時改變。上述提及的國家僅作參考，可在

未有通知投資者的情形下變更。投資者請注意，上文所述這類於單一國家的預計最高投

資限制，不代表本基金在任何時間持有相關國家的投資。 

 

當基金將超過 10%的淨資產投資於由任何單一國家政府或其代理發行的債務證券，基

金表現將受到不利的經濟、市場、政治或監管情況和個別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失利的影

響，繼而令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在以

下情況運用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

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

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

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

融衍生工具。 

15.  新興市場股債收息 投資目標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債券和

另類資產，以提供中期至較長期的收入和資本增值。基金將直接或間

接透過開放式投資基金或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期權和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多元化資產系列和環球市場，以提供每年 4%至 6%之間的浮動收

入分派和在一個市場週期的資本增值。基金旨在提供每年 8-16%之間的波動性（計算

一年內基金回報可變化多少）。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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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信貸違約掉期）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債券和另類資產。 

 

投資政策 

基金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將積極地分配至環球新興市

場國家或公司之： 

− 公司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 

− 由政府、政府機構、跨國或公司發行商發行的債券及其他定

息或浮息股本證券；和 

− 透過交易所交易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及／或合資格衍生工

具交易間接投資於另類資產類別。 

 

該等國家或公司之大部份收益或利潤來自環球新興市場國家。另類資

產類別指的是房地產和基建項目。基金不打算將超過 10%的資產投資

於另類資產類別。 

 

基金可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非投資級別和未獲評級的證券。 

 

基金亦可投資於現金（被視為獨立的資產類別。將於不利的市況，並

有需要限制下跌風險的時候被運用）。然而，基金持有的現金和現金

等值資產不可以超過 30%。 

 

基金不可將超過 10%的淨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 

 

為達至投資目標和捕捉最佳的風險回報投資機會，本基金可將超過

10%（但不可超過 20%）的淨資產投資於由單一未獲評級或低於投資

級別的主權發行人（例如在本文件刊印之日未獲評級或評級為低於投

資級別的土耳其、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發行及／或保證的債務證

券。該等投資將基於，例如經濟基礎、國家風險、證券估值和組成投

資表現的其他依據進行。由於市況波動，以及信貸或投資級別的變

動，本基金於該等資產的整體投資可隨時改變。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可透過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直接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定息

證券和另類資產類別，或大部份的收入或利潤產生自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由於基

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以（特別在跌市時為減少損失）將資產積極地分配至貨幣市場工具和貨幣。 

 

基金可以： 

− 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按標準普爾評級

為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證券）和

未獲評級證券； 

− 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務（定息和浮息）證券；  

− 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或開放式投資基金，間接投

資於另類資產類別（定義見下文）； 和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 

 

另類資產類別指的是房地產和基建項目。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然而，基金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值資產不可

以超過 30%。 

 

為達至投資目標和捕捉最佳的風險回報投資機會，基金可將超過 10%（但不可超過

20%）的淨資產投資於由單一未獲評級或低於投資級別的主權發行人（例如在本文件

刊印之日未獲評級或評級為低於投資級別的土耳其、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發行及／或

保證的債務證券。該等投資將基於，例如經濟基礎、國家風險、證券估值和組成投資表

現的其他依據進行。由於市況波動，以及信貸或投資級別的變動，基金於該等資產的整

體投資可隨時改變。基金之持倉可在未有事先通知投資者的情形下變更。投資者請注

意，上文所述這類於單一國家的預計最高投資限制，不代表本基金在任何時間持有相關

國家的投資。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

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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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包括但不限於）貨幣、房地產、基建和商品投資於一系列廣泛的資

產類別。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

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

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金融衍生工具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貨幣、房地產、基建和

商品投資於一系列廣泛的資產類別。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場外交易及╱或交

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基金無意

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6.  歐元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歐元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包

括總回報掉期）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如基金

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可以投

資的工具。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和金融衍生工具，積極地持

有貨幣長倉及短倉。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20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以歐元定值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歐元計價的定息和浮息證券。 

 

基金可將最多 3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

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

的評級）。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

資目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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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2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17.  歐元企業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

歐元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

本增值和收益。基金最多 20%的資產淨值將會投資於政府發行的證

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50%或，按承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發行，以歐元定值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歐元定值的定息及浮息證券。 

 

基金可： 

− 將最多 3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

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

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主權政府債券；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券；和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可換股債券，包括最多 10%的資產於應急可轉

債。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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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

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該等金融衍生工具相關資產的長倉和短倉。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15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18.  歐元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 EMU 成員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貨幣聯盟成員國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 75%的資產投資於在歐洲經濟區成立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

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以歐元為貨幣之國家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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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經濟區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

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19.  歐元政府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歐元區政府發行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以

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本

增值和收益。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

依照投資目標可以投資的工具。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或金融

衍生工具進行積極的貨幣長倉和短倉。 

基金主要投資於信貸評級具投資級別的證券。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由歐元區政府發行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以歐元為貨幣之國家政府發行，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

別或次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

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將基金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任何單一國家發行或保證，但信

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元區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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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5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

資目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15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20.  歐元流動 目標及投資策略 

透過投資於以歐元為貨幣單位的優質短期定息證券，在發揮保本作用

之餘又能為投資者提供流動資金和經常性收益。該等短期債券必須(i)

在購入時，其（包括任何與這類債券有關的金融工具）平均首次年期

或餘下年期不超過十二個月或(ii)根據該等證券之條款規定，適用之利

率按市場情況至少每年調整一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只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用途。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以歐元定值的短期定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基金為著提供流動性，

並旨在減低跌市時的損失而設計。減低損失或提供流動性不會獲得保證。 

 

投資政策 

基金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和公司發行，以歐元定值的貨幣市場工具和具投

資級別的短期債券（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前提是

(i)在購入時，投資組合內所有該等證券（包括任何與這類債券有關的金融工具）的剩餘

年期不超過十二個月，或(ii)根據該等證券之條款規定，適用之利率按市場情況至少每

年調整一次。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該等貨幣市場工具和具投資級別的短期

債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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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只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用途。 

21.  歐元短期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歐元計價的短期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

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投資組合的證券平均年期必須不多於三年，

而任何該等證券的剩餘年期必須不多於五年。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

幣遠期和金融衍生工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5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以歐元定值的短期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以歐元定值，信貸評級具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

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的短期

定息和浮息證券。 

 

基金持有的證券平均年期不超過三年，而任何該等證券的剩餘年期不超過 5 年。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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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15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22.  歐洲股息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歐洲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

潛力而精選的歐洲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加基金的收益，

投資經理選擇性地出售基金持有的個別證券的短期認購期權，透過同

意出售行使價以上的潛在資本增長，以產生額外收益。然而，投資經

理現時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

有現金存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

有之個別證券的短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

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

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潛力而精選的歐洲

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加基金的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出售基金持有的個

別證券的短期認購期權，透過同意出售行使價以上的潛在資本增長，以產生額外收益。

然而，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

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有現金存款。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有之個別證券的短

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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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約、

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

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

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

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無意為投資目的而

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

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

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

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

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

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23.  歐洲大型股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歐洲大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大型公

司指基金購入該等證券時，有關公司是歐洲市場中市值最高的 80%之

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大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歐洲大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在購入時，此

等公司是歐洲股票市場中市值最高的 80%之公司。 

 

基金將最少 75%的資產投資於在歐洲經濟區成立的公司的股份。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經濟區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24.  歐洲小型公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歐洲小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小型歐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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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洲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歐洲各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政策 

基金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歐洲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在購入時，此等

公司是歐洲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

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一個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25.  歐洲價值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投資於歐洲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為了達致投資目

標，投資經理將投資於被選定相信未來可提供最佳增長潛力的證券投

資組合。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歐洲公司的股本和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集中系列的歐洲公司的股本。基金通常持有少於 50

間公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歐洲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

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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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26.  新領域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新領域市場的公司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

增值。 

 

新領域市場包括在摩根士丹利新領域市場指數或任何其他認可的新領

域市場金融指數內的國家，或投資經理認為屬於新領域市場的其他國

家。新領域市場包括（但不限於）科威特、卡塔爾、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孟加拉共和國、奈及利亞和阿根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新領域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領域市場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通常持有 50-70間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新領域市場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

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新領域市場包括在摩根士丹利新領域市場指數或任何其他認可的新領域市場金融指數內

的國家，或投資經理認為屬於新領域市場的其他國家。新領域市場包括（但不限於）科

威特、卡塔爾、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孟加拉共和國、奈及利亞和阿根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27.  環球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

不同貨幣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抵押

證券和按揭扺押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所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定息及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比較表 

 

28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

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可以投資的工具。基金亦可

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或金融衍生工具進行積極的貨幣長倉和短倉。投

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如標準普爾所衡量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

所給予的相若評級）的證券不可超過資產淨值的 20%。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40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100%至 3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

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

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

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

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

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

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

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以各種貨幣定值，信貸評級具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的定息及浮息證券（按標準普爾的

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 

 

基金可以：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 將少於 3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

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

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和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信貸評級具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

（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資產抵押證

券、商業按揭抵押證券、和／或住宅按揭抵押證券。相關資產包括（特別

是）信用咭應收款項、個人貸款、自動貸款、小型企業貸款、租務、商業按

揭和住宅按揭。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可彈性地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基金進行之

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

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

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

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及投資

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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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4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100%至 3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

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

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

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

算。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

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

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28.  環球城市房地產股票 #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

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

相關證券，並把重點放在投資 於經理人相信受強勁基建和具支持性規

劃制度等因素支持，將展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城市的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 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房地產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並把重

點放在投資於投資經理相信受強勁基建和具支持性規劃制度等因素支持，將展現持續經

濟增長的城市的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

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基金並非獲證監會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認可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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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29.  環球氣候變化策略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因致力適應或限制全球氣候變化帶來之影響而受惠的

全球各地發行商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經理現擬著重投資於因致力緩和或適應氣候變化而直接受影響的

行業，如汽車、可再用燃料、公用事務、物料及工業行業。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受惠於因致力適應或限制全球氣候變化帶來之影響的

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由於基金不受

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投資經理相信及早承認氣候變化的威脅和面對挑戰，或成為解決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一

員的公司，將最終受惠於被市場低估的長期架構增長。我們預計當市場認同此等較強的

收入增長動力，該等公司將會有超卓的表現。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投資經理現擬著重投資於因致力緩和或適應氣候變化而直接受影響的行業，如汽車、可

再用燃料、公用事務、物料及工業行業。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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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30.  環球企業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以多種貨幣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

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基金投資於政府發行的證券不可超過淨資產的

20%。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20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發行的定息及浮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發行，以各種貨幣定值的定息及浮息

證券。 

 

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

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

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由政府和政府機構發行的證券；和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以使用槓桿。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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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2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31.  環球信貸存續期對沖 投資目標 

主要透過投資於信貸和信貸相關工具和其他定息和浮息證券、現金和

金融衍生工具，以投資於環球信貸市場，並提供理想的總回報。基金

可於任何時間投資於具投資級別和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雖然公司或

主權發行商的信貸和信貸相關工具將成為基金主要所持有的資產，但

基金亦可不時持有由不同政府、政府機構和跨國組織發行的證券。 

 

投資政策 

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將包括信貸失責掉期協議。在這情況下，基金以

保障買家身份把組合內部份發行商的特定信貸風險進行對沖。然而，

基金亦可出售該保障，以取得特定的信貸投資和╱或在沒有持有相關

票據的情況下而購買保障。 

 

為了管理利率和信貸風險，以及非基金之基本貨幣的投資風險，基金

可分別利用利率期貨和期權和外匯遠期期貨和掉期合同。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發行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發行，以各種貨幣定值的定息和浮息

證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

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

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政府和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和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投資經理相信基金向投資者提供了機會從投資公司債券中得益，卻消除了相關利率風險

（存續期）。存續期對沖旨在提供保護，對抗因利率上升造成資本損失的風險。換言

之，存續期對沖容許我們消除了大部份的利率風險。然而，這表示基金不會受惠於通常

在利率下跌期間附帶的資本增益，而保持存續期的傳統債券則預計將提供較高的回報。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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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VaR)量度環球投資風

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 方式適用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

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300%

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

利率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

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

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

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

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

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基金可運用槓桿。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

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

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

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

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VaR)量度環球投資風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方式適用

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

產的 3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

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

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

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

算。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

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

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32.  環球人口趨勢創富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可能受惠於環球經濟和環球公司人口趨勢（如人口老

化、新消費者及工業趨勢）的正面經濟影響的全球各地發行人的股本

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可能受惠於人口趨勢帶來正面經濟影響的全球各地公

司發行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由於基金不受

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投資經理相信人口趨勢（如人口老化、新消費者及工業趨勢）為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沖

擊。這種公司收入增長和結構性收入增長的隱含意義經常被市場所忽略或誤解。我們相

信基於人口趨勢的策略一般在 3至 5 年期應能展示超卓的表現。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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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33.  環球股息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

潛力而精選的全球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加基金的收益，投資經

理選擇性地出售基金持有的個別證券的短期認購期權，透過同意出售

超出行使價之資本增長潛力，以產生額外收益。然而，投資經理現時

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 股及(ii)經互聯互通機制

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

有現金存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潛力而精選的全球

股本或股本相關證券。為增加基金的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出售基金持有的個別證券

的短期認購期權，透過同意出售超出行使價之資本增長潛力，以產生額外收益。然而，

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出售認沽期權和無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於中國 A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5%投資

於中國 A股及(i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亦可以持有現金存款。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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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有之個別證券的短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

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

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

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約、

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

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

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

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為對沖和大量投資的目的而出售基金持有之個別證券的短

期備兌認購期權。 

 

基金亦可運用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然而，基金現時無意為投資目的而

大量運用該等金融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可運用作投資於市場，其包括透過股

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及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

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採用承諾模式，依照 UCITS 規例計算其全球風險。根據 UCITS 規例，基金的全球

風險不可超出其淨資產總值的 100%。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

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

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34.  新興市場股債優勢 投資目標 

提供總回報。 

 

投資政策 

基金可投資於世界各地新興市場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亦可投

資於世界各地的定息證券和流動性資產作防守性目的。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

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

券。 

 

當投資經理預計股票市場特別疲弱，基金可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現金和環球債券

來保障回報。基金通常持有 40至 60 個持倉。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

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值、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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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35.  環球能源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活躍於能源產業的公司證券，以獲取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能源產業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可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能源產業內集中系列的公司的股本。基金通常持有

少於 50 間的公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

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36.  環球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投資經理力求物色其認為在 3至 5年期內可提供未來收入增長高於市場預期的公司

（我們稱之為「正數增長差距」）。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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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37.  環球進取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為

了達致投資目標，投資經理將投資於被選定相信未來可提供最佳增長

潛力的證券投資組合。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集中系列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

通常持有少於 50間公司。 

 

「進取」基金投資於投資經理深信現時股價未有反映業務將來前景的公司。由於基金不

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投資經理力求物色其認為在 3至 5年期內可提供未來收入增長高於市場預期的公司

（我們稱之為「正數增長差距」）。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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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38.  環球收益股票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

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

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將投資於一個多元化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的投

資組合，而該等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的股息回報率較平均市場回報率

為高。如投資經理認為若干低於平均股息回報率的股票具有將來派發

高於平均回報率的潛力，亦可將之包括在投資組合內。基金不會僅為

回報率而管理：總回報（股息回報率加資本增值）亦同樣重要。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 股及(ii)經互聯互通機制

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為投資和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

括期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由於基金不受

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將投資於一個多元化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的投資組合，而該等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的合計股息回報率較平均市場回報率為高。如投資經理認為某些派發低於平均股息回報

率的股票有潛力將來派發高於平均回報率的股息，亦可將之包括在投資組合內。 

 

基金不會僅為回報率而管理：總回報（股息回報率加資本增值）亦同樣重要。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於中國 A股。基金可(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5%投資

於中國 A股及(i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不多於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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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39.  環球黃金 投資目標 

透過投資於與黃金相關的公司的股票，旨在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世界各地涉及黃金業

的公司的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亦會透過股票、基金和合資格黃金和

其他貴金屬可轉讓證券投資於黃金和其他貴金屬。基金最高可持有

40%的現金、存款和貨幣市場工具。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任何實物商

品或簽訂任何有關實物商品的合約（包括期貨合約）。 

 

在投資經理認為合適的市況下，基金可以為防禦目的而短線持有上述

之現金、存款和貨幣市場工具。基金不會將超過其淨資產的 10%投資

於投資基金（不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黃金行業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世界各地涉及黃金行業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

券，亦會透過股票、基金和黃金和其他貴金屬的可轉讓證券，投資於黃金和其他貴金

屬。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

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將最高 40%的資產持有現金和貨幣市場工具。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任何實物商

品或簽訂任何有關實物商品的合約（包括期貨合約）。 

 

在投資經理認為合適的市況下，基金可以為防禦目的而短線持有上述之現金和貨幣市場

工具。基金不會將超過其淨資產的 10%投資於投資基金（不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40.  環球高收益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全球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多種貨幣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

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基金最少 70%的資產淨值將會投資於信貸評

級低於投資級別（如標準普爾所衡量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所給予的相

若評級）的證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的低於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

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

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此等證券可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

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各種貨幣定值。 

 

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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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0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基金可運用槓桿。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

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

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

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

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1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41.  環球通貨膨脹連繫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與通

脹連繫的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組合，以提供

資本增值和收益。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

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可以投資的工具。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和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與通脹連繫的定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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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 

 

環球通脹連繫債券市場是全球性的市場，故所買賣的債券特定的結構

和年期可以因不同的發行商而相差很大。例如美國國庫債券通脹保障

證券(US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或簡稱 TIPS，保

障投資者的儲蓄免受通脹蠶蝕。TIPS 派發固定利息。TIPS的本金估值

是根據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每半年調整一次。利率適用於已作通脹因

素調整後的本金，並不是債券的面值。因此，若債券的整個投資期內

經濟均處於通脹，每次派發的利息將會一次比一次高。相反，若出現

通縮的問題，情況將會逆轉。當債券到期，美國國庫債券將會支付已

作通脹因素調整後的本金或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基金的設計旨在配合一般性的通脹，並不是個別國家的通脹。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15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

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與通脹連繫的定息

證券。 

 

環球通脹連繫債券市場是全球性的市場，故所買賣的債券特定的結構和年期可以因不同

的發行商而相差很大。例如美國國庫債券通脹保障證券(US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或簡稱 TIPS，保障投資者的儲蓄免受通脹蠶蝕。TIPS派發固

定利息。TIPS 的本金估值是根據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每半年調整一次。利率適用於已

作通脹因素調整後的本金，並不是債券的面值。因此，若債券的整個投資期內經濟均處

於通脹，每次派發的利息將會一次比一次高。相反，若出現通縮的問題，情況將會逆

轉。當債券到期，美國國庫債券將會支付已作通脹因素調整後的本金或面值，以較高者

為準。 

 

基金的設計旨在配合一般性的通脹，並不是個別國家的通脹。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可彈性地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倉。基金進行之

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

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

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

資目標及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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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15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1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42.  環球股債收息 投資目標 

基金主要投資於環球股票和環球定息證券，以提供中期至較長期的收

入和資本增值。基金將直接或間接透過投資基金或金融衍生工具（包

括但不限於期貨、期權和信貸違約掉期）投資於環球股票和環球定息

證券。 

 

投資政策 

基金將積極分配至提供具吸引力之收益和持續的股息收入的環球債券

和其他定息或浮息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

券），由政府、政府機構、跨國或公司發行商發行的全球公司的股本

證券、現金（被視為獨立的資產類別。將於不利的市況，並有須要限

制下跌風險的時候被運用），以及透過間接投資於交易所交易基金、

房地產投資基金和╱或合資格衍生工具交易的另類資產，達致投資目

標。基金可投資的另類資產包括房地產、基建、私募股權、商品、貴

金屬和另類投資基金。 

基金的資產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券將不會超過淨資產的 20%。基金

將不會投資超過 10%於投資基金。作為基金的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一系列多元化的環球資產和市場，以提供每年 5%的固定派息收入

和在一個市場週期內的資本增值。基金旨在提供每年 5-7%的波動性（計算一年內基金

回報可變化多少）。 

 

投資政策 

基金將三分之二的資產直接或間接通過衍生工具投資於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定息證券

和另類資產類別。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可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按標準普爾評

級為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證券），及未獲評

級的證券。基金可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務（定息和浮息）證券。 

基金可投資的另類資產類別包括房地產、基建、私募股權、商品、貴金屬和另類投資基

金。 

 

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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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亦可透過貨幣遠期或金融衍生工具彈性地進行積極的貨幣持倉。 

 

基金可大量投資於不具投資級別和沒有評級的證券。投資經理現時無

意將基金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任何單一國家發行或保證，但信

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

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可透過

（包括但不限於）貨幣、房地產、基建和商品投資於一系列廣泛的資

產類別。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

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

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的資產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券將不會超過淨資產的 20%。 

 

投資經理現時無意將基金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任何單一國家發行或保證，但信

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金融衍生工具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貨幣、房地產、基建和

商品投資於一系列廣泛的資產類別。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場外交易及╱或交

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基金無意

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3.  環球小型公司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小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全球各地小型公司的

股票。小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當地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

司。基金亦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最多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小型公司

為購入時其市值是各相關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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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

中國「A」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4.  大中華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台灣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

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和台灣公司的股票。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

義如下）投資於中國「A」股。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

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公司的股本

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經互聯互通機制（定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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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股。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5.  港元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

港元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

本增值和收益。 

 

基金可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基金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對中國境內投資作出的投

資擬少於資產淨值的 30%。 

 

基金不得： 

(a)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

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所發行，並在中國交易所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以港元定值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以港元定值的定息及浮息證券，及上述工具相關的衍生工具。 

 

基金不會投資於非投資級別的證券（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

評級）。 

 

基金可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基金透過中

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對中國境內投資作出的投資擬少於資產淨值的 30%。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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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買賣的債務工具。該等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成立的獨

立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b)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

保證券及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c)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本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

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不得： 

(d) 將其多於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城投債，即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

府融資平台」）所發行，並在中國交易所買賣債券市場及銀行間債券市場進

行買賣的債務工具。該等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屬機構

成立的獨立法定實體，為公益投資或基建項目進行融資； 

(e) 將其多於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包括抵押擔保證券及資產抵

押商業票據）；及 

(f) 投資於結構性存款或結構性產品。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然而，基金

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6.  香港股票 投資目標 

基金透過投資於香港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

的股票。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B」股和中國「H」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定義如下）投資於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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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中國「A」股。 

 

基金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目的，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

貨、遠期和期權。基金亦可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10%投資於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定義如下）投資於中國 A 股。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

中國 A 股、(ii)經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幣、波

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差價合

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

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7.  印度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印度公司的股票和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印度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印度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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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48.  日本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49.  日本優勢 投資目標 

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可主要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證券。基金基於某股票的中長線收

入前景和股票各項性質上的要素（持續地高於平均收入增長的能力、

收入質素、管理層能力和股東的集中程度），對某股票的公平價值進

行估計，從而確認和投資於顯著地被低估的股票。基金將長線持有該

等股票，直至市場反映股票的價值。基金較偏重長線投資於小型股。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基於對股票中長線回報的預測，估計該等股票的公平價值，從而力求物色和投資於

價值被低估的股票。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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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50.  日本小型公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日本小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小型日

本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日本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日本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日本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日本小型公司

為購入時其市值是日本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少的 30%之公司。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

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

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51.  韓國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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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通常持有少於 70 間公司。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52.  拉丁美洲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

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本基金通常持有 50 至 70間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拉丁美洲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

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比較表 

 

51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53.  中東海灣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包括地中海新興市場在內的中東公司之股本和股本相

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投資組合亦可有限度投資於北非市場。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中東（包括地中海新興市場和北非）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中東（包括地中海新興市場和北非）公司的股本和股

本相關證券。 

 

基金通常持有 30至 70 間公司。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中東國家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

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54.  環球計量精選價值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以價值為投資重點，透過積極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

相關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以提供理想的總回報。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組成的一個多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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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

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元化投資組合。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集中於擁有某些「價值」特色的公司。價值是參考現金流、股息和收入等指標來評

估的，藉以物色投資經理認為被市場低估了價值的證券。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55.  環球計量優勢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傾向具優質金融特性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

關證券，以提供總回報。為了達致目標，投資經理將會利用分析技巧

（包括低槓桿率和穩定利潤率等因素）進行質量甄選，從而投資於一

個多元化的證券投資組合。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

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組成的一個多元

化投資組合。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基金集中於擁有某些「質素」特色的公司。質素是參考公司之盈利率、穩定性和財政能

力等指標來評估的。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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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或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

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

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國 A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

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中國 B股。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可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

聯互通機制」，詳述於香港說明文件標題為「互聯互通機制」一節）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亦可透過投資於金融工具（例如中國市場連接產品）以及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的額度，投資於連接中國的其他基金，尋求間接

投資於中國 A 股。基金目前不擬(i)經互聯互通機制將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5%投資於中

國 A 股，及(ii)將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或以上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中國 B 股。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56.  策略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全球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並以多種貨幣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

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

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理想的總回報。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

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可以投資的工具。作為基

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和金融衍生工

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或短倉。基金可投資的證券範圍廣闊，包括

非投資級別的證券。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運用絕對回報方法來投資於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絕對回報

方式即基金尋求在所有市況下的每 12 個月期間提供正數回報，然而這不獲保證，閣下

的資本將面臨風險。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

以各種貨幣定值的定息及浮息證券。基金跟隨絕對回報方法，即基金尋求在所有市況下

的每 12 個月期間提供正數回報，然而這不獲保證，閣下的資本將面臨風險。 

 

基金可以：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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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為實施有效的多元化策略（如國家、收益率曲線、信貸和貨幣策

略），和達致與基金風險概況一致的風險目標，基金將運用可產生較

高槓桿水平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 (VaR)量度環球投資風

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 方式適用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

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900%

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200%至 5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

預期利率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

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

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

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

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

值；或期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

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 將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級別屬於非投資級別的證券（按標準普爾的評

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和 

− 將最多 10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

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資產抵押證

券、商業按揭抵押證券、和／或住宅按揭抵押證券。相關資產包括（特別

是）信用咭應收款項、個人貸款、自動貸款、小型企業貸款、租務、商業按

揭和住宅按揭。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由於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作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部份，基金亦可彈性地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積極地持

有貨幣長倉及短倉。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需要的貨幣風險

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長倉和短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如基金運用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的相關投資為基金依照投

資目標及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 

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

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

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具以增加貨

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

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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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為實施有效的多元化策略（如國家、收益率曲線、信貸和貨幣策略），和達致與基金風

險概況一致的風險目標，基金將運用可產生較高槓桿水平的衍生工具。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值方式 (VaR)量度環球投資風險。一般來說，絕對 VaR 方式適

用於沒有指定參考組合或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

資產的 9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200%至 50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

利率改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

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

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

算。按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

貨的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

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57.  台灣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投資於台灣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台灣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台灣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58.  英國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英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英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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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英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基金將最少 75%

的資產投資於在歐洲經濟區成立的公司的股本。 

 

基金對於其可投資的公司的市值不受任何限制。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

過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59.  美元債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

美元計價的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抵押證券

和按揭抵押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本增值和收益。基金

亦可彈性地通過貨幣遠期或金融衍生工具，積極地持有貨幣長倉及短

倉。 

 

基金進行之積極貨幣長倉及短倉未必對應其持有相關證券。基金可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如遠期貨幣、遠期貨幣期權和現貨）來對沖任何不

需要的貨幣風險及╱或捕捉某種貨幣相對另一貨幣的潛在突出表現。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以

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

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

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衍生工

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元定值的定息和浮息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和公司發行，以美元定值

的定息及浮息證券，包括資產抵押證券和按揭抵押證券。 

 

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

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

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和 

− 將最多 7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

（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資產抵押證

券、商業按揭抵押證券、和／或住宅按揭抵押證券。相關資產包括（特別

是）信用咭應收款項、個人貸款、自動貸款、小型企業貸款、租務、商業按

揭和住宅按揭。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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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不限於某特定策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

對 VaR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

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的 200%或，按承

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

總額計算的槓桿水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

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承諾模式，基金

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

名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

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

基金可運用槓桿。基金可例如在以下情況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收益：透過買賣

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的保障投資於信貸風險、透過策略性地使用利息相關金融衍生工具調

整基金年期、使用通脹或波動性相關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額外收益，或使用貨幣相關金融

衍生工具以增加貨幣投資。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提供合成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

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

組合。 

 

基金可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不限於某特定策

略。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式量度環球投資風險。相對 VaR 的方式適用於某些已依循

投資策略指定 VaR 基準的基金。基金按名義總額計算的預計槓桿水平為基金總淨資產

的 200%或，按承諾模式計算則在 0%至 250%之間。當波動性持續減低、預期利率改

變、或預期信貸息差擴大或收緊，預計槓桿水平便可能提高。按名義總額計算的槓桿水

平以(i)基金持有之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以基金資產淨值的一個百分比表示，

及(ii)將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交易相關的抵押品再投資而產生的任何額外槓桿來計算。按

承諾模式，基金的金融衍生工具持倉均轉換為旗下資產的相等持股的市值；或期貨的名

義價值或價格（以較保守的為準）。亦適用淨額和對沖準則。預計槓桿水平僅為一個指

標而非監管當局的限制。 

60.  美元流動 目標及投資策略 

透過投資於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的優質短期債務證券，在發揮保本作用

之餘又能為投資者提供流動資金和經常性的收益。該等短期債務證券

必須(i)在購入時，其（包括任何與這類債券有關的金融工具）平均首

次年期或餘下年期不超過十二個月或(ii)根據該等證券之條款規定，適

用之利率按市場情況至少每年調整一次。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元定值的短期定息證券，以減低跌市時的損失，並提供收益。減

低損失不會獲得保證。 

 

投資政策 

基金投資於美元定值的短期債券。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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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只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冲用途。 

在購入證券時，(i)投資組合持有的所有該等證券（包括任何與這類債券有關的金融工

具）平均剩餘年期不超過十二個月，或(ii)根據該等證券之條件及條款，適用之利率至

少按市場情況調整。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該等短期證券。 

 

基金投資於在購入時信貸評級為 A-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

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 

 

基金可投資於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資產淨值的有關部分並不

受任何限制。 

 

基金可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只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冲用途。 

61.  美國大型股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美國大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大型公

司指基金購入該等證券時，有關公司是美國市場中市值最高的 85%之

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國大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美國大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大型公司指在

購入時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最高的 85%的公司。 

 

基金可以投資於非美國公司的股本證券，前提是該等證券須於北美其中一個主要的股票

交易所上市。 

 

基金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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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62.  美國中小型股票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投資於中小型美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美國中小

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40%之美國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國中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可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美國中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美國中小

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40%的美國公司。 

 

基金投資於廣泛系列的美國中小型公司。其投資方向集中於三種美國公司：投資經理相

信展示了強勁增長趨勢和現金水平正在提升的公司；投資經理相信產生可靠收入和利潤

的公司；和投資經理相信正進行正面改變但未被市場識別到的公司。這樣，投資經理相

信我們能夠在中長線為投資者減低整體風險和提高回報。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股票、貨

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權、期貨、

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

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63.  美國小型公司 目標及投資策略 

主要透過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本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美國小

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公司。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和投資目的。例如透過股票、貨幣、

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美國小型公司

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少的 30%的公司。 

 

基金之投資風格、投資

理念、風險概況和發行

章程所載有關基金徵收

之費用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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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以前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現時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影響 

期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

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

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基金投資於廣泛系列的美國小型公司，相信此等公司在中長線來說，比較大型公司的同

行能夠提供更佳的增長前景。其投資方向集中於三種美國公司：投資經理相信展示了強

勁增長趨勢和現金水平正在提升的公司；投資經理相信產生可靠收入和利潤的公司；和

投資經理相信正進行正面改變但未被市場識別到的公司。這樣，投資經理相信我們能夠

在中長線為投資者減低整體風險和提高回報。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股災或重大危機），基金可暫時將其最多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諸如銀行存款、存款證、商業票據及國庫券等流動資產作現金流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的運用 

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基金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例如透過

股票、貨幣、波動性或指數相關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場外交易及／或交易所買賣的期

權、期貨、差價合約、認股證、掉期、遠期合約，及／或以上組合，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於市場。然而，基金無意為投資目的而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