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SICAV)

Vertigo Building – Polaris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章程

2019 年 6 月 17 日
根據盧森堡法律成立、並經就歐盟理事會指令2009/65/EC（經修訂）協調的開放式傘子投
資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的董事（「董事」）及管理公司Invesco Management S.A.須對本文件（包
括各附錄）所載資料承擔責任。就各董事及管理公司所深知和確信，本文件所載資料乃與刊發
當日的事實相符，並無遺漏任何事實以致可能影響該等資料的詮釋。董事及管理公司願就此承
擔責任。
重要提示：閣下如對本章程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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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函件，務請閣下即時處理。若閣下對本函件內容有任何疑問，
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2019 年 9 月 27 日
致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的附屬基金—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本基金」）股東的通
知函—撤回認可
親愛的股東：
SICAV 的董事（「董事」）謹此通知閣下，其決定向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申請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生效日期」）起撤回本基金的認可。
本通知函說明撤回認可的影響。閣下如對本通知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本基金
之撤回認可或會影響閣下的稅務狀況。股東應聯絡其稅務顧問，查詢關於撤回認可的具體稅務意見。
本通知函未界定的所有詞彙具有與 SICAV 的基金章程（包括附錄 A 及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統稱「章程」）所載者相同的涵義。
倘若閣下已將本基金所有股份轉讓，請盡快將本通知函送交受讓人或經手轉讓之股票經紀、銀行或其
他代理人，以便轉交受讓人。
1.

撤回認可的背景及理由
Invesco Management S.A.（「管理公司」）會定期檢討 SICAV 產品系列，最近重新審議向香港
投資者提供的資產類別及策略。管理公司基於市場趨勢及一般投資者偏好進行審慎周詳評估
後，決定調整香港零售市場的分銷策略，其中包括申請撤回本基金的認可。
因此，董事已決定向證監會申請自生效日期起撤回本基金的認可。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本
基金的基金規模約為三億一百一十三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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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撤回認可對本基金股東的影響
自本通知函日期起，本基金不再在香港公開發售，且本基金不再獲允許向香港公眾人士銷
售。自生效日期起，本基金將不再受證監會監管，且不再受限於香港對認可基金的監管規
定。
儘管證監會撤回對本基金的認可，於下文第四段所述之建議合併前本基金將繼續存在，且本
基金在盧森堡的監管當局（即盧森堡金融業監督委員會）（「盧森堡金融業監督委員會」）
將繼續監管本基金。本基金在香港撤回認可後，香港股東所持股份附帶的權利將保持不變。
本基金的主要特徵（包括本基金的經營方式、收費水平、投資目標與政策及風險取向）、經
營及行政管理安排並無其他變動，管理公司將繼續根據本基金的組成文件及發售文件經營本
基金。
此外，香港投資者目前所擁有有關本基金的任何發售文件及其他產品文件（包括本基金的產
品資料概要及相關推廣材料）只應僅供閣下使用，自本通知函日期起不得向香港公眾發佈。

3.

本基金股東的權利
自本通知函日期起，閣下可(i)在生效日期前隨時(a)贖回閣下在本基金中的股份，贖回本基金
程序將根據章程條款進行而不須要支付任何贖回費，或(b)免費將相關股份類別轉換 1 為
SICAV 其他獲證監會認可的附屬基金（須受限於章程所載最低投資額及資格規定） 2；或(ii)
在生效日期前繼續認購本基金；或(iii)不採取任何行動並繼續持有本基金。選擇(ii)或(iii)項的
股東應注意，自生效日期起，本基金將不再受證監會監管，且不再受限於香港對認可基金的
監管規定。在生效日期後，閣下可根據章程的條款贖回閣下在本基金中的股份或將相關股份
類別轉換為 SICAV 其他獲證監會認可的附屬基金。為免產生疑問，上述安排亦適用於定期儲
蓄計劃的股東。
香港股東應參閱最新章程，了解贖回或轉換程序的詳情。

4.

撤回認可後的建議合併
在證監會撤回本基金的認可並取得盧森堡金融業監督委員會的事先批准後，本基金計劃與
SICAV 的另一附屬基金（「接收基金」）合併，該附屬基金目前尚未且未來亦不會尋求香港
證監會的認可。在進行任何相關合併前，我們將分別向投資者提供載有相關合併資料的股東
通知。
閣下應注意，一旦證監會撤回在香港對本基金的認可，本基金將不再受證監會監管，且本基
金的變動將無須獲得證監會的批准（包括建議合併至接收基金）。鑑於本基金與接收基金的
合併建議預期將於生效日期之後提出，建議合併（包括合併的任何細節以及就建議合併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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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不會就閣下的轉換／贖回指示收取任何費用，但閣下的銀行、經銷商或財務顧問可能就此收取轉換／贖回及／或交易費。倘若
閣下對此存在任何疑問，我們建議閣下聯絡銀行、經銷商或財務顧問。
2
證監會的認可並非為對某一產品作出推薦或認許，亦非對該產品的商業利益或其表現作出保證。這不代表該產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
該產品適合任何特定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在轉換到SICAV其他獲證監會認可的附屬基金之前，請確保閣下已閱讀及了解章程所述
適用於SICAV相關獲證監會認可的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政策、風險因素、費用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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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通知）未經且不會由證監會審核或批准。在建議合併之前或之後，接收基金不受香港
證監會的監管規定所規限。
5.

撤回認可的成本
管理公司將承擔本基金準備及完成在香港撤回認可涉及的法律、諮詢及行政管理成本以及所
有其他開支。本基金股東或本基金本身不會因該撤回認可而承擔任何附加成本。

6.

稅務
撤回本基金的認可或會對股東造成稅務影響。
一般而言，除非購入與變現股份乃屬在香港從事交易、專業或業務或構成其中一部分，且資
本增值乃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否則香港居民股東毋須就分派或贖回所變現的資本增值或
任何股份轉換繳納任何香港稅項。這亦適用於生效日期後繼續持有本基金的股東。
上述稅務資料乃以香港已制訂法律及現行慣例為根據。此等資料並非全面完備，並可隨時改
變。閣下應基於個人稅務情況就撤銷認可或在生效日期之後持有本基金的後果諮詢專業顧
問。

一般資料
閣下如對本通知函的內容或其對閣下的影響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獨立專業顧問。閣下亦可就任
何問題聯絡 SICAV 的香港分經銷商及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電話：(+852) 3191 8282）。
閣下如欲索取景順基金系列中獲認可在香港銷售的其他產品（包括 SICAV 其他附屬基金）的資料，
請聯絡上述 SICAV 的香港分經銷商及代表。
董事及管理公司就本通知函所載資料的準確性負責。就董事及管理公司（彼已採取所有合理的謹慎措
施，以確保所述情況乃確實無訛）所深知和確信，本函件所載資料於刊發日期乃屬準確，並無遺漏任
何事實以致可能影響該等資料的涵義。董事及管理公司願就此承擔責任。
謹啟

承董事會命
經 Invesco Management S.A.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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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函：
注意：此乃重要函件，務請 閣下即時處理。若

閣下對於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徵詢

閣下的專業顧問。

除另有界定外，本通函內所用大寫詞彙與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章程（包括補編－香港投資者補
充資料（「香港補編」））及 附錄 A（統稱「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關於本通函所載之資料：
SICAV 董事（「董事」）及管理公司就本函件所載資料的準確性負責。就董事及 SICAV 管理公司（彼已採取
所有合理的謹慎措施，以確保所述情況乃確實無訛）所深知和確信，本函件所載資料於刊發日期乃與事實相符，
並無遺漏任何可能影響該等資料涵義的內容。董事及 SICAV 管理公司願就此承擔責任。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由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監
管
董事：Peter Carroll（愛爾蘭籍）、
Douglas Sharp（加拿大籍）、Timothy
Caverly（美籍）、Graeme Proudfoot
（英籍）及 Bernhard Langer（德籍）
於盧森堡註冊成立，編號 B-34457
增值稅號

LU2172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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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股東：
閣下為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的股東，吾等茲就數項修訂而致函

閣下，該等修訂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除下文另

有註明者外，並將納入2019年7月17日（「生效日期」）的SICAV章程。
若上述任何修訂未能配合

閣下的投資需要，

閣下可隨時贖回

閣下於各基金的股份，而毋須支付任何贖回費

用。贖回將遵照章程的條款進行。

A.

一般修訂

A1. 引入交易日定義
董事已決定由生效日期起引入以下的交易日定義：
「除有關買賣資料的第 5.1 節（一般事項）另有規定外，並在第 6.5 節（暫停釐定資產淨值）規限下，交易日
指營業日（惟董事已就特定基金而指定為非交易日的日子除外）。預計非交易日列表載於管理公司網站，並最
少每半年預先更新。然而，若出現特殊情況，而董事認為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則該列表可不時進一步更新。」
更改將適用於所有基金。作出更改後，非交易日將於更改生效前在管理公司網站更新，最少每半年一次。然而，
若出現特殊情況，而董事認為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的情況下，或可不時指定額外非交易日，屆時將就此於更改
生效前在管理公司網站反映。
引入此交易日定義可令某些基金在指定非交易日方面有較大靈活性。對該等基金而言，在當地市場停市期間繼
續受理認購與贖回未必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由於引入該定義，敬請留意，「營業日」由「交易日」取代，第 5.1 節（一般事項）、第 5.4.2 節（可能限制
贖回）及香港補充文件均受影響。
更改不會導致適用於各基金的特色和風險出現任何變動，且不會對現有投資者的利益、各基金的運作及／或管
理方式構成重大影響。各基金收費水平或管理成本將不會有變動。凡就改變而招致的開支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敬請留意：任何基金非交易日最少須待生效日期起方告適用。

A2. 將零碎股份的發行由 2 個小數位變成 3 個小數位。
為加強股份類別發行與贖回的透明度及準確度，由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股份類別將按三(3)個小數位發行與
贖回。
第 4.4.2 節（派息股份）、第 4.4.4 節（股息再投資）及第 5.5.4 節（將股份存入 Clearstream）已就此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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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B.

由生效日期起，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予更改，以容許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最高達
100%的資產淨值可透過互聯互通或間接透過參與票據、股票掛鉤票據、互換或類似聯接產品投資於在上海或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中 國 A 股 。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最高達 100%的資產淨值可透過互聯互通而投資於中國 A
股。
此等更改乃旨在回應市場改變而作出，中國在金融指數內的重要性和比重均有所提升。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的唯一更改的特色，是有更強靈活性可投資於中國A股，此種情況與摩根士丹利指數即將作出的更改（中國A股
於摩根士丹利指數的比重提高）吻合，兩項增加均反映中國A股長遠而言氣氛普遍利好。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採用主動管理方式，並不受任何基準指數約束；不過，摩根士丹利指數某程度上仍與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
相關投資有關（以作比較）。預料中國A股的重要性長遠而言將繼續提高，將會獲組合比重反映。
鑑於 A 股納入摩根士丹利指數的比重將來或會再進一步提高，而 A 股市場准入程度和流動性均見改善，景順建
議將 A 股投資比重增至最多達 100%的靈活性納入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投資政策，正好與產品作為主動管理
基金（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對 A 股的投資比重或會高於任何一項參考指數）的原有設計吻合。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風險取向將會改變，與買賣中國 A 股相關的特色會牽涉額外風險（例如：互聯互通風
險、人民幣貨幣及兌換風險及中國稅務風險），隨著中國 A 股比重提高，此等風險與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關
係較大，然而，吾等並不預期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風險取向會蒙受重大不利影響。事實上，過往中國 A 股
的風險取向曾有別於在香港及其他地區上市的股份，而該項分別將會特別顯著（A 股顯著比重偏高，且中國 A
股風險及回報概況有別於其他地區上市及買賣的中國企業）。
更改不會對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現有投資者的權益、基金的運作及／或管理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景順中國
智選股票基金的收費水平或管理成本不會有改變。所有因建議更改而招致的費用（交易費用除外）將由管理公
司承擔。
股東除可按上文所披露免費贖回

閣下所持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股份外，亦可將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的投

資 轉 換 至 S I C A V 另 一 項 基 金 （ 須 符 合 章 程 所 載 之 最 低 投 資 額 規 定 ，且該基金須於

閣下相關司法管轄區獲銷售許

可），惟該要求須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下午 5 時（香港時間）前接獲。該 轉 換 將 根 據 適 用 於 景 順 中 國 智 選 股 票 基 金 股
東 轉 換 股 份 之 一 般 條 款 進 行 ， 惟 不 會 就 任 何 該 等 轉 換 而 收 取 轉 換 費 *。 決 定 投 資 於 另 一 基 金 前 ， 務 請 先 參 閱 章 程
及該基金涉及的相關風險。

C.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更換投資經理及副投資經
理
景 順 已 發 展 國 家 中 小 型 企 業 基 金 的 投 資 經 理 將 自生 效 日 期 起 由 I n v e s c o A s s e t M a n a g e m e n t L i m i t e d（ 代
替 Invesco Advisers, Inc. ） 出 任 ， 並 可 獲 Invesco Advisers, Inc. （ 代 替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以副投資經理身份提供支援。此等更改背後的理據是某些負責管理景順已發展國家
中小型企業基金的人員調職。更改旨在更貼切反映負責該項管理的法律實體。
更換投資經理及副投資經理不會影響適用於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的特色及風險，不會令景順已發展
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的管理方式出現變動，且不會影響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現有投資者的權利或權

* 儘管本公司不會就

閣下的轉換指示收取任何費用，但 閣下的銀行、經銷商或財務顧問可能會向
閣下在此方面有任何疑問， 閣下務請與本身的銀行、經銷商或財務顧問聯絡。

閣下收取轉換及／或交易費。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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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風險取向。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的收費水平及管理成本並無改變。因上述更改而招致的任何費
用及／或開支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D.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委任副投資經理
I n v e s c o A d v i s e r s , I n c . 將 自生 效 日 期 起 獲 委 任 為 景 順 環 球 企 業 基 金 的 副 投 資 經 理 。 此 項 更 改 背 後 的 理 據 是
更貼切反映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的美國組合乃按照由該基金投資經理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所指示的資產配置在美國管理。
委任副投資經理不會影響適用於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的特色及風險，不會令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的管理方式出現變
動，且不會影響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現有投資者的權利或權益或基金的風險取向。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的收費水平
及管理成本並無改變。因上述更改而招致的任何費用及／或開支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E.

適用於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 及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GTR 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以及有關風險的改變 †
此等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得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文件中文版。

F. 雜項更新
章程及／或有關產品資料概要亦已作出下列更改：
1. 作出修訂，對非歐盟成員國發行或擔保的債務證券作出的投資將不再於有關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內披露。
附錄 A 的一般聲明將規定，只要有關投資符合有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基金可將其超過 35%的資產淨值
投資於由任何歐盟成員國、經合組織或 20 國集團任何成員國、新加坡及香港所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
證券。
2. 擴大為具爭議武器提供融資的限制範圍，以同時禁止投資於牽涉生化武器的公司。
3. 更改被視作開發中市場／發展中市場的國家／地區的披露方法，由在特定基金的目標及政策內披露改為
附錄 A 的一般定義（任何變動均會在特定基金內披露）。
4. 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SICAV 股份只可向身為加拿大規則所指「獲准客戶」（而非「受信投資
者」）的加拿大居民銷售。
5. 有關德國投資稅務法（GITA）的輕微更改；字句將據此更新，以反映股票比例會維持在超過 50%（而
非 51%），並加入有關用作衡量股票比例（稅務法內現稱為「股票額度」）的機制及處理目標基金的
披露。

† 此等基金未經證監會認可，故不可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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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加 強 披 露 ： 若 投 資 經 理 聘用聯 屬 經 紀 代 基 金 轉 達 或 執 行 交 易 ， 聯 屬 經 紀 將 遵 照 適 用 最 佳 執 行 規 定 並 在 符
合股東最佳利益前提下行事。

G.
倘若

索取文件及其他資料
閣下需要其他資料：

已 更 新 章 程 及 已 更 新 產 品 資 料 概 要 將 由 2019年 6月 17日 起 載 於 www.invesco.com.hk‡ 供 香 港 投 資 者 瀏 覽 。
閣下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或如欲索取景順基金系列獲准在

閣下所在司法權區銷售的其他產品的資料，請

與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52) 3191 8282）。

H. 進一步資料
投資項目價值及投資所產生的收益可能波動不定（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匯率浮動所致）。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
數投資金額。
閣下可聯絡SICAV的香港分經銷商及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電話：(+852) 3191 8282），以了
解更多資料。 SICAV的章程、產品資料概要及財務報告電子版本可於香港網站www.invesco.com.hk‡查閱
，而印刷本可向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免費索取，註冊地址為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冠君大廈41樓。

感謝

閣下抽出寶貴時間閱讀本通訊。

承董事會命
經Invesco Management S.A.確認

謹啟

‡ 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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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投資者應仔細審閱章程所載SICAV的投資目標、特色及所有風

險因素。


僅可依據章程、本補編及各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定義見下
文）（就於香港銷售SICAV而言，此等文件共同構成SICAV的香 

港發售文件（統稱「香港發售文件」）而接納認購。


向香港投資者提供額外資料之目的

本補編旨在載列所有有關SICAV及由SICAV作為傘子基金的附屬
基金（各稱為「基金」，統稱「該等基金」）的資料，該等資 

料尤其與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該等基金有關。


董事及管理公司對本補編所載資料於刊發當日屬準確承擔責
任。就各董事及管理公司（彼等已表現合理程度的審慎，確

保所述情況乃確實無訛）深知與確信，本文件所載資料乃與

事實相符，並無遺漏任何事實以致可能影響該等資料的詮

釋。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
本補編於 2019 年 6 月 17 日刊發，乃構成 SICAV 於 2019 年 6
月 17 日刊發的章程（「章程」）的一部份，故應與章程一併
閱讀。章程內所界定的詞彙及用語在本文件使用時具有相同涵
義。

警告：就章程所載的該等基金而言，只有下列該等基金獲得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104條認可，因而可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




























1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景順大中華基金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景順能源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景順金礦基金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就刊載於章程附錄 A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之投資目標而言，投

資者應注意，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及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均經國
際認可信用評級機構評級。

i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1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景順太平洋基金
景順中國基金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證監會的認可並非其對SICAV及╱或該等基金的推薦或認許，
亦非對該等基金的商業利益或其表現作出保證，更不意指該
等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等基金適合任何特定投資
者或類別投資者。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敬請注意，章程乃一份全球發售文件，因此亦載有下列未經
證監會認可的基金的詳情：

















































Invesco Belt and Road Debt Fund
Invesco Pan European Focus Equity Fund
Invesco Active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Invesco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Total Return (EUR) Bond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Structured Equity Fund
Invesco Real Return (EUR) Bond Fund
Invesco Euro Short Term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Conservative Fund
Invesco Global Absolute Return Fund
Invesco Balanced-Risk Allocation Fund
Invesco Asian Focus Equity Fund
Invesco Renminbi Fixed Income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
Invesco Global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Invesco UK Equity Income Fund
Invesco Balanced- Risk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Income Fund
Invesco Euro Bond Fund
Invesco Euro Structured Equity Fund
Invesco India All-Cap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Opportunities Fund
Invesco Global Equity Market Neutral Fund
Invesco Macro Allocation Strategy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Invesco Pan European Equity Long/Short Fund
Invesco Bond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Flexible Bond Fund
Invesco Sterling Bond Fund
Invesco Strategic Income Fund
Invesco Global Flexible Bond Fund
Invesco US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Moderate Allocation Fund
Invesco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Convertible Fund
Invesco US Equity Flexible Fund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Short Term Bond Fund
Invesco Sustainable Allocation Fund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Responsible Equity Fun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Equity Fun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SRI Equity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Innovators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nhanced Index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Focus Equity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Local Debt Fund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上述非認可基金概不得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章程僅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上述證監會認可基金而獲證監會批
准刊發。中介機構應留意此項限制。
金融衍生工具限制
正如章程第7.5節所述，儘管所有經證監會認可基金均可為對沖
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惟景順新興貨幣
債券基金、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及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會為投資目的而（非廣泛
ii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

地）訂立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
標）。只有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及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可為投資目的而廣泛地訂立金融衍生工具。
就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及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而言，此
等基金可能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
工具，並為投資目的而廣泛訂立金融衍生工具，而按承擔法計
算的預期槓桿水平為各自資產淨值的0至300%。該等基金採用
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以金融衍生工具相關資產等同持倉的市
值（計及可能的對銷及對沖安排）佔其資產淨值的比率表示。
就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景順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及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而言，此等基金
可能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工具，
並為投資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工具（惟並非廣泛訂立），而按
承擔法計算的最高槓桿水平為各自資產淨值的40%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及景順新興市
場企業債券基金訂立的主動金融衍生工具好倉及淡倉（包括主
動貨幣∕利率∕信貸持倉）可能與該等基金各自持有之相關證
券持倉（即債務證券）未必相關。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及景
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訂立的主動金融衍生工具好倉及淡倉
（包括主動貨幣∕利率∕信貸∕波幅及股票持倉）可能與該等
基金各自持有之相關證券持倉（即債務證券）未必相關。另一
方面，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訂立的主動金融衍生工具好倉
及淡倉（包括主動貨幣∕利率∕信貸及股票持倉）可能與該基
金持有之相關證券持倉（即債務及股本證券）並不相關。請參
閱下文「有關(i)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ii) 景順環球高收益
債券基金，(iii)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iv)景順泛歐洲收益策
略基金，(v)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及(vi)景順新興貨幣債
券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投資於金融衍生工
具的風險」及「執行與基金相關資產不相關之主動金融衍生工
具持倉的風險」。
倘投資經理對運用該等技巧及工具的期望落空或失效，則基金
或會蒙受重大損失，股份的資產淨值亦會受到不利影響。
有關香港證監會認可基金的額外資料
為免產生疑點，該等基金的管理公司不會按其投資的基金
或其管理公司所徵收的費用或收費收取回佣。
SICAV目前無意透過景順之RQFII額度進行投資。
「未評級債務證券」一詞指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
（如穆迪、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評級的債務證券。
「未達投資級別」一詞指標準普爾及惠譽評為BBB-級
以下，或穆迪評為Baa3級以下，或國際認可評級機構
給予同等評級的信貸評級。
風險忠告
多種風險（如下文強調者）可能對若干基金及∕或投資者的利
益構成不利影響。更多詳情請參閱SICAV章程第8節。
一般投資風險
概不保證各基金可實現其投資目標。各基金所投資工具的價值
可因香港發售文件所載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投資
於基金可能會蒙受損失。概不保證可償還本金。
股票風險
對若干投資於股票的基金而言，股本證券的價格及其產生的收
入可能會因若干事件（包括發行人的業務和業績、一般政治、
經濟及市場狀況、地區或全球經濟不穩，以及貨幣及利率波
動）而下跌，因此可能對基金及∕或投資者的利益構成不利影
響。
集中程度風險
若干基金集中投資於特定的行業∕工具∕地理位置。該集中程
度可能涉及較一般為高的風險程度，相關基金或會出現高於平
均的波幅。投資於具備較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通常可獲享的分
散風險利益或不適用於該等基金。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對若干地域集中的基金而言，該等基金的價值較易受到不利的
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
以及影響相關地理位置的天然災害所影響。
歐元區危機風險
若干基金或會對歐元區或歐元有重大投資風險承擔。基於歐元
區內若干國家持續存在主權債務風險隱憂，該等基金於區內的
投資可能會承受較高的波動性、流動性、貨幣及違約風險。任
何不利事件，例如主權地區信用評級下調，或有歐盟成員國退
出歐元區，或出現其他影響歐元區市場的不利經濟、政治、政
策、外匯、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或會對該等基金的價值構
成不利影響。
主權債務風險
若干基金對由政府發行或擔保的證券作出的投資，可能須承受
政治、社會及經濟風險。在不利的情況下，主權發行機構未必
能夠或願意於到期時償還本金及∕或利息，又或可能要求基金
參與重組該等債務。倘主權債務發行機構出現違約，基金可能
蒙受重大損失。
投資於印度主權債務證券的風險
若干基金或會投資於印度主權債務證券。一般而言，該等證
券：
•

違約風險較評級較高的債務證券為高。

•

較評級較高的債務證券往往更為波動，因此不利的經濟事
件對印度主權債務證券的價格產生的影響可能會較評級較
高的債務證券大。

•

較容易受到特定主權發行人（例如印度）的經濟、市場、
政治及監管發展（例如經濟衰退）的影響，該等發展可能
對主權發行人的財務狀況及╱或主權發行人的償債能力及
╱或該主權發行人地區（就此例子而言為印度）所發行的
該等高收益債務證券的市值造成不利影響。

信用風險
對若干投資於債券、債務或其他定息證券的基金而言，投資經
理及∕或副投資經理（如適用）未必能夠於債務工具遭下調評
級時出售有關工具。
信貸評級風險
對若干投資於債券、債務或其他定息證券的基金而言，評級機
構對該等工具給予的信貸評級受限制所規限，不能時刻保證證
券及∕或發行機構的信譽。
新興市場風險
若干基金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涉及更高風險及特別的考慮因素，
此等考慮因素通常與投資於較為發達市場者並無關連，例如流
通性風險、貨幣風險∕管制、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相
關市場的政策、法律或監管事件及稅務風險、結算風險、託管
風險以及出現高波動水平的可能性。
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若干基金的投資可能包括金融衍生工具，以用作有效率投資組
合管理或試圖對沖或降低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與金融衍生工具
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方∕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
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組
成部份可導致損失遠高於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金
融衍生工具所承受的風險可導致基金出現重大損失的風險為
高。
除上述所識別的風險外，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及景順泛歐洲
收益策略基金可能為投資目的而廣泛運用衍生工具，而景順新
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景順新興市場
債券基金及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為投資目的而使用衍
生工具 (惟並非廣泛使用)，並可能承受額外的槓桿風險，或會
導致各基金的資產淨值出現大幅波動及∕或在投資經理未能成
功預測市場走勢的情況下承受極大損失，此等基金的風險取向
或會因而提高。
-

印度主權債務證券上述的所有特點可能對有關基金及╱或投資
者的利益產生不利影響。
-

投資於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的

風險
若干基金可能投資於涉及重大風險的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
債券及未評級債券。就發行機構支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而言，
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被視為主要屬投機
性質。高息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發行機構或會
存在高度槓桿、流通性較低及波動性較高，以致未必能以較傳
統方法融資。一旦出現經濟衰退，發行機構的財政狀況及其所
發行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的市場價值或
會受到不利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債券相比，高收益債券∕非投
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一般承受較大的本金及利息損失，因
此可對相關基金及∕或投資者的利益構成不利影響。
貨幣匯兌風險
就若干基金而言，某一股份類別之指定貨幣未必為基金的基本
貨幣。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以及外匯管制的
變動，可能對基金的資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
就設有對沖股份類別的基金而言，概不保證股份計價貨幣的風
險能夠一直與基金的基本貨幣或基金資產計價的貨幣或多種貨
幣完全對沖。投資者亦請注意，倘若該策略成功實施，有關類
別股份股東在股份類別貨幣兌基金基本貨幣匯價下跌時所獲得
的利益或會大大減少。若投資者要求支付贖回款項的貨幣並非
股份計價貨幣，則該種貨幣兌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
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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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基金相關資產不相關之主動金融衍生工具持倉的

風險
由於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景順
歐洲企業債券基金、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景順新興市場
企業債券基金及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所執行的主動金融衍生
工具持倉（包括主動貨幣∕利率∕信貸持倉（若屬景順新興市
場債券基金、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及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
基金，包括股票持倉，而若屬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及景順環
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包括波幅持倉））與各基金持有之相關證
券持倉（即債務證券（若屬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包括股
本證券））未必相關，即使相關證券持倉（即此等基金所持債
務證券）的價值並無損失，但此等基金仍可能蒙受重大或全盤
損失。
高槓桿風險
若干基金，即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及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
金的槓桿持倉淨值有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因而承受更
高的槓桿風險。這會進一步放大各基金的任何相關資產價值變
動的潛在負面影響，並導致各基金的價格出現大幅波動，並可
能會引致重大損失。
與已抵押及∕或證券化產品相關的風險
若干基金可能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該等證券
可能高度不流通，且容易出現重大價格波動。與其他債務證券
相比，此等工具承受更大的信用、流通性及利率風險。此等證
券往往承受延期及預付風險，以及未能履行與相關資產相關的
付款責任的風險，可能會對證券的回報構成不利影響。
-

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可轉換債券∕可轉換債務的風險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若干基金可能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可轉換債券∕可轉換債務，
該等可轉換工具結合債務與股票的工具，容許持有人於特定未
來日子將有關工具轉換為發行債券公司的股份。故此，可轉換
證券∕可轉換債券∕可轉換債務將承受股票走勢風險，波動性
亦較直接債券投資為高。可轉換證券∕可轉換債券∕可轉換債
務之投資須承受與相若直接債券投資相關的相同利率風險、信
用風險、流通性風險及預付風險。
投資於REIT的風險
若干基金可投資於REIT。所投資的REIT未必經CSSF及∕或證監
會認可。

股份類別以供股東轉換，則SICAV會先考慮現有股份類別的全
部特色，然後才決定股東應轉入的股份類別。若完全無法覓得
適當的股份類別，SICAV將考慮免費贖回的可能性。該有關轉
換的書面通知送達後（最少為預先30個公曆日），若擬作轉換
並不符合股東的投資要求，則股東將會獲告知，其可隨時將所
持有關基金股份贖回（毋須支付贖回費），又或於擬作轉換的
生效日期前免費轉換為SICAV另一基金又或景順跨境產品系列
旗下另一項基金（僅可為SICAV及景順系列）（惟須符合有關
基金章程所載資格規定，而有關特定基金亦須獲准於股東的有
關司法權區銷售）。

投資於REIT的證監會認可基金乃根據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
金守則（而非證監會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而獲認可。

固定派息股份、總收入股份及每月派息-1股份
正如章程第4.4.2節所述，SICAV有絕對酌情權決定發行若干具
備特定派息特色的股份類別：

CSSF及∕或證監會認可並不暗示正式核准或推薦。

-

固定派息股份，將會支付固定分派；

人民幣貨幣及兌換風險
人民幣目前並非自由兌換，須受匯兌管制及限制規限。

-

總收入股份，可自該類股份應佔總收入撥付分派；及

-

每月派息-1股份，可自(a)總收入；(b)資本；及(c) 就對沖
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而言，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相關基金
的基本貨幣間的利率差距撥付股息。因此，股息水平可能
高於每月派息-1股份應佔全部總收入。

非人民幣本位投資者須承擔外匯風險，且並不保證人民幣兌投
資者基本貨幣（例如港元）不會貶值。⼈⺠幣如有貶值，可對投
資者對基金所作投資的價值構成不利影響。

離岸人民幣（CNH）與境內人民幣（CNY）雖屬同一種貨幣，但 固定派息股份
卻以不同匯率買賣。CNH與CNY之間如有分歧，或會對投資者構 就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而言，如有需要，固定派息股份類別所須
成不利影響。
支付及應佔的費用及開支，連同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
支）下標題「其他開支」所述的其他開支，可部份或全部從該
在特殊情況下，以人民幣支付贖回款項及∕派付股息或會因為 等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以確保有足夠收入應付固定派息的支
適用於人民幣的匯兌管制及限制而受到延誤。
付。
中國稅務風險
關於基金在中國的投資透過互聯互通或聯接產品而變現的資本
增值的中國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及慣例（或會存在追溯效力）存
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基金稅務責任如有增加，或會對基金價值
構成不利影響。

就該等股份類別而言，此指SICAV可酌情決定從總收入撥付股
息，並從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該等股份類別的全部或部分
費用及開支，導致可供該等股份類別分派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
加，因此，該等股份類別可能實際上從資本中支付股息。

總收入股份
根據專業及獨立稅務意見，各基金目前並無就透過互聯互通或 就總收入股份而言，SICAV將酌情決定從總收入中撥付股息，
聯接產品所作投資獲得的資本增值而作出稅務撥備。
並從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中撥付該類股份所須支付或應佔的全
部或部分費用及開支，連同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支）項
下「其他開支」標題所載的其他開支，以致該等股份類別可供
各基金及其在香港提呈發售的類別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有所增加。因此，該等股份類別可實際
為免產生疑點，「A（人民幣對沖）」類股份並不向香港公眾人 上從資本撥付股息。
士提呈發售。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僅可供遵照適用法律及規例
已獲准以人民幣作出投資的專業投資者及機構投資者認購。
每月派息-1股份
有關各基金的資料、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股 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以總收入及/或直接從資本派息
的股份類別。現時若干基金有提供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進一
息分派政策及計價貨幣，請參閱下文「附錄 -各基金及其於香
港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一節。
步詳情載於管理公司網站每類股份的派息政策。
投資者務請留意，基金的香港發售文件獲證監會認可的條件是
只有下文「附錄-各基金及其於香港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一
節所列各附屬基金指定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單位類別可在
香港向公眾人士發售。
「C」股的發行對象
正如章程所述，「C」類股份的發行對象為經銷商（已與經銷
商或景順分經銷商訂約）及其客戶（客戶已與彼等另訂收費安
排）、其他機構投資者或管理公司酌情決定的任何其他投資
者。然而，為免產生疑點，該等「機構投資者」亦可包括以代
名人身份代相關香港零售投資者持有股份的機構。
轉換
股東一經認購章程所載附帶資格規定的股份類別，股東即屬向
SICAV作出不可撤回的指示，若股東不再符合適用於章程第4.1
節所述股份類別的資格規定，則SICAV可酌情將股東持股轉換
為同一基金最恰當的股份類別。若SICAV無法覓得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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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每月派息-1股份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每月
派息-1股份在股息派發政策方面具有更高的靈活性。
在決定適用於每月派息-1股份的股息派發政策時，SICAV可能
會酌情決定：
a)

從總收入撥付部分股息；

b)

從資本撥付部分股息；及

c)

就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而言，支付股份類別計價貨幣
與相關基金的基本貨幣間的利率差距。

每月派息- 1股份擬支付穩定分派率。為免生疑, 分派率於香港
發售文件中乃指按提前確定的款額的形式每月每股支付分派,不
論該月實際賺取收入多寡。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分派率將由SICAV酌情釐定，因此無法保證將會作出派息付款
而即便作出派息付款，亦無法保證股息率。
釐定每月派息- 1股份類別之適用穩定分派率時，SICAV會考慮
組合所持證券及可能產生的總收益。隨後，SICAV可酌情許可
從資本撥付額外分派，或如為對沖股份類別，亦會計及本基金
的基本貨幣與股份類別貨幣間的利率差。
利率差距將按有關基金基本貨幣的中央銀行利率與對沖每月派
息- 1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之間的差異估計。如利率差距為正
數，預期派息率可能高於基金的基本貨幣計價同等股份的收益
率。如利率差距為負數，預期派息率可能低於基金的基本貨幣
計價同等股份的收益率。在極端的情況下，如利率差為負數並
高於基金以基本貨幣計價的派息率，可能不會派付股息以及相
關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就貨幣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而言，於釐定將予支付的分派
時，基金可能會考慮到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與基金
基本貨幣之間的利率差距。投資者務請留意相對利率的不明朗
因素，此將影響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回報。由於對沖每
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與基金基本貨幣之間的利率差距
波動，與其他股份類別相比，每月派息-1對沖股份類別的資產
淨值或會較為波動，亦有可能顯著不同，並可能導致以資本撥
付的分派金額增加，進而導致較其他非對沖股份類別為大的資
本侵蝕，從而使該股份類別的投資者受到不利影響。
為免生疑問，利率差距是用適用於對沖每月派息- 1股份類別計
價貨幣的央行利率減去適用於基金基本貨幣的央行利率而得
到。
分派率將最少每半年根據市況檢討一次。在極端市況下，
SICAV可酌情更頻密地檢討分派率。然而，SICAV無意於釐定穩
定分派率後考慮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基金基本貨幣（如有差
異）之間的匯率波動。如分派率有所改變，受影響香港股東將
會獲得最少一個月（或金融監管委員會及證監會所同意的其他
期間）通知。此外，有關資訊將於最少一個月（或金融監管委
員會及證監會所同意的其他期間）前預先在管理公司網站或
www.invesco.com.hk（如屬香港股東）公布。
投資者務請留意，從總收入或直接從資本及∕或實際上從資本
撥付任何股息，及/或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支出，可等同從投資者
的原本投資作部分退還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
增值中作部分退還或提取。任何該等分派可導致於每月分派日
期後與相關股份類別有關的每股資產淨值即時下降。這將導致
資本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
對沖股份類別載於章程第4.2節（對沖股份類別）。為免產生疑
點，投資者務請留意章程第4.2節（對沖股份類別）所載各項風
險亦適用於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
股東亦請留意，如從資本撥付股息，這可能帶來較高股息，從
而招致較高的所得稅承擔。SICAV可自收入或資本中撥付股
息，在該情況下，該等股息或會被視作股東獲得的收入分派或
資本增值（視乎當時有效的當地稅務法例而定）（請參閱章程
第11節（稅項）。

任何分派若涉及從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股息，或實際上從
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中撥付任何股息，可能導致有關股份類別
的每股資產淨值在每月分派日期後即時減少。
每月派息- 1股份的分派率（及其任何變動），及過去12個月固
定派息股份、總收入股份及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股息成份
（即自(i)可分派收入淨額及(ii)資本中撥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
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取，載於年報或景順網站
www.invesco.com.hk2。
此政策若有更改，將須向金融監管委員會及證監會尋求事先批
准，而受影響股東將獲發至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有關景順歐元股票基金的其他資料-目標及投資策略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歐盟成員國」一詞的範例指法國、德國、意大利
及西班牙。



「歐元區」的提述指採納歐元作為其主要通用貨幣的國
家；「低市值企業」的提述指於投資時市值少於10億歐元
（參考MSCI歐洲貨幣聯盟指數—未獲評級（歐元）最低10%
市值）的公司；及「投資級別」的提述指獲穆迪給予Baa
或以上的信貸評級、獲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給予BBB或以上
的信貸評級、獲惠譽給予BBB或以上的信貸評級，或獲另
一家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的信貸評級。

有關(i)景順印度債券基金、(ii)景順亞洲債券基金及(iii)景順美
國高收益債券基金、(iv)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及(v) 景順環
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各相關基金的其他資料：



有關(i)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及(ii)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
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各相關基金的其他資料：



各基金可將不超過10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或
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各基金可在符合股東最佳利益情況下，在特殊情況下（包
括不限於環球市場危機）暫時持有不超過資產淨值100%的
現金及貨幣市場工具（包括不超過資產淨值10%的貨幣市
場基金）。



各基金亦可透過使用衍生工具對全球所有貨幣建立主動持
倉。



各基金預期將投資其資產淨值比例為0%於總回報掉期，及
在正常情況下，各基金將投資其資產淨值比例為最高10%
於總回報掉期，唯根據章程第七部分該等最高比例並非法
規所訂的上限，實際百分比可視乎（包括但不限於）市場
情況等因素而隨時間改變。

一般事項
就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總收入股份類別和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
而言，從資本撥付股息即等同退還或提取投資者的部分原本投
資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退還或提取。
由於SICAV可酌情決定從總收入中撥付股息，並從該總收入股
份類別及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的資本中撥付該等類別的全部或部
分費用及開支，以致該等股份類別可供分派股息的可分派收入
有所增加。因此，此等股份類別可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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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金可將不超過10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或
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有關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及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的目
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各相關基金的其他資料：



各基金將不會持有無抵押淡倉，以符合UCITS的相關
監管要求。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各基金預期將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總回報掉期，於正常情
況下，各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30%，惟章程第7節指明，該最高比例並非監管規定，實際
比例或會視乎包括（但不限於）市況等因素而隨著時間變
化。

非監管規定規定，實際比例或會視乎包括（但不限
於）市況等因素而隨著時間變化。
有關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有關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及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的
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各相關基金的其他資料：





基金可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
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國家發行或擔保的證券。



上述限制不適用於半主權機構（即並非政府、公共
機構或地方當局）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不受限於任
何最低信貸評級規定的債務證券種類。

各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可轉換為普通
股的債務證券。

有關景順亞洲富強基金、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景順
亞洲機遇股票基金、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景順能源基
金、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景順
印度股票基金、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景順大中華基金、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
金、景順亞洲動力基金、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景順太平洋
基金、景順中國基金、景順歐洲動力基金、景順韓國基金及
景順東協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有關景順英國動力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債務證券。

有關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有關下列各相關基金的其他資料：



各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債務證券（包
括可轉換債務∕債券）。



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可轉換債務。

有關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有關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就本基金而言，小型公司是指市值少於歐洲貨幣歐洲（英國
除外）小型股指數(EMIX Smaller Europe ex UK Index)內最
大公司的公司。



為免生疑問，本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可轉換
證券。



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可換股債務證
券、美國政府證券及投資級別企業債務證券。

有關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有關景順環球企業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或評
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本基金將不會持有無抵押淡倉，以符合UCITS的相關
監管要求。



本基金預期將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總回報掉期，於
正常情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
最高比例為30%，惟章程第7節指明，該最高比例並
非監管規定，實際比例或會視乎包括（但不限於）
市況等因素而隨著時間變化。



有關景順中 國 智 選 股 票 基金的目標及投資策略的其他資料
由2019年7月17日起，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
料：


有關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的其他資料–目標及投資策略的
其他資料
投資者應注意下列有關該基金的其他資料：



基金可將最不少於5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債務證券
（歐洲或非歐洲債券）。



基金可將不超過10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或評
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將不會持有無抵押淡倉，以符合UCITS的相關
監管要求。



本基金預期將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總回報掉期，於
正常情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
最高比例為30%，惟章程第7節指明，該最高比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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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基金而言，小型公司是指市值少於摩根士丹利
資本國際所有地區世界小型股指數(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內最大公司的公司。

本基金透過互聯互通而對中國A股作出的風險承擔最高
可達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各基金的持續收費的其他資料
為確保各基金的持續收費仍具競爭力，管理公司可不時對持續
收費設定酌情上限或對營運支出設定酌情上限。持續收費酌情
上限為對管理費、服務代理人費用、盧森堡稅項（各根據有關股
份類別平均資產淨值的固定百分比年率計算）、存管機構費用、
有關投資交易的保管及服務費及收費以及基金所支付的營運支
出（例如監管及登記費用、法律、稅務和核數費、翻譯及印刷費
等）的總和設定上限；至於營運支出的酌情上限純屬對上文所述
該等營運支出設定上限。在符合投資者最佳利益情況下，管理公
司可憑絕對酌情權決定設定或撤銷酌情上限。若招致的任何持
續收費或營運支出超逾上限水平，差額將由管理公司承擔，而倘
若實際持續收費或營運支出低於上限水平，則只會從各基金扣
除實際款額。有關設定任何該等上限的詳細資料將於各份報告
（定義見下文）內披露。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
根據於1998年12月11日訂立的協議（經不時修訂）（「香港
代表協議」），經銷商∕SICAV已委任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
公司為SICAV的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
公司將會履行香港代表協議所載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所規定香港代表的職責。管理公司將從第4.3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一節詳述的首次認購費中撥付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
費用。
除另有註明者外，認購、轉換、轉讓或贖回申請應透過香港分
經銷商兼代表提出。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會將其於兼為香港營
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務的日子）的有關基金
交易日3接獲的所有認購、轉換、轉讓或贖回股份的申請轉交過
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其代理人或獲授權人士）又或資料
處理代理人。除股東與香港分經銷商之間另有協定外，認購與
贖回均須遵照章程進行結算。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其
代理人或獲授權人士）又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將會辦理認購、轉
換、轉讓或贖回股份。
凡於香港提出的交易，交易截算時間為每個兼為香港營業日的
有關基金交易日下午5時（香港時間）或董事所決定並知會股
東的另外一個或多個時間（「香港交易截算時間」）。香港交
易截算時間過後但在下午12時（愛爾蘭時間）前，交易須以
SWIFT或與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協定的
其他傳送方式，直接向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
理人提出，而該等交易將於同一交易日辦理。目前未能透過香
港分經銷商兼代表進行電話交易，惟日後可能會引進有關服
務。
由2019年7月17日起：若出現特殊情況，而董事認為在符合股
東的最佳利益的情況下，載於管理公司網站的非交易日列表作
出進一步更新，管理公司網站將於更改生效前作出更新。
管理公司將從服務代理人費用中撥付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的開
支。
報告
香港投資者將不獲寄奉SICAV就上一個財政年度編製的經審核
報告（英文版）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英文版）（統稱「報
告」）的印刷副本。然而，根據證監會的規定，報告的印刷副
本分別於有關期間結束後四個月及兩個月內備妥後，可免費向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閱，電子版本亦會載於景順網站
www.invesco.com. hk4，而香港投資者亦會於報告備妥時獲得
通知。
章程所述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會向香港
投資者分發。
資料公佈
該等基金的股價每日均刊載於景順網站www.invesco.com.hk。
若一類或多類獲經監會認可的股份暫停計算資產淨值，則須向
證監會發出暫停通告，暫停決定獲批准日之後，並於暫停期間
須最少每月一次在上述網站刊載通告。
章程所述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並可能載有未獲證監會認可基
金的資料。
香港中介機構

切勿向任何未獲發牌或註冊（以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五部所
指第一類受監管活動）又或已獲豁免註冊的香港中介機構支付
任何有關SICAV或任何該等基金的款項。
贖回
只要SICAV仍獲證監會認可，且並無暫停交易，則過戶登記處
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SICAV、過戶登
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所委任的認可代理
人）應在其接獲所要求及滿意的所有文件後一個曆月內支付該
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贖回款項。
稅項
只要SICAV仍維持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證監會認可資格，SICAV
則毋須就其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利潤繳稅。
除非購入與變現SICAV股份乃屬在香港從事交易、專業或業務
或構成其中一部份，且資本增值乃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否
則香港居民股東毋須就任何該等基金的分派或贖回SICAV任何
股份所變現的資本增值繳納任何香港稅項。SICAV配發股份毋
須在香港繳納印花稅。倘向經理售回股份，其後經理將股份註
銷或於兩個月內轉售予另一人士，按此方式進行的股份出售或
轉讓毋須繳納香港印花稅。
上述稅務資料乃以香港已制訂法律及現行慣例為根據。此等資
料並非全面完備，並可隨時改變。有意投資人士應就購買、持
有或處置股份的後果，以及其須繳稅的司法權區的法律條文諮
詢其專業顧問。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香港投資者務請留意SICAV、管理公司、投資經理、過戶登記
處兼轉讓代理人、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或任何當地分經銷商所
提供任何有關在香港收集個人資料的資訊或聲明。
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68章）（「私隱條
例」）的條文規定，SICAV及╱或經銷商及╱或景順分經銷商
及╱或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又或其代理人或獲授權人士（各稱為
「資料使用者」）只可為收集有關資料之目的而收集、持有、
使用有關基金的個人投資者的個人資料，並須遵從私隱條例及
香港不時規管個人資料的使用的所有其他適用規例及規則所載
的有關個人資料保障原則及╱或規定。因此，每名資料使用者
須採取一切實際可行措施，以確保彼等所收集、持有及處理的
個人資料均受到保障，避免在未經授權或意外情況下遭查閱、
處理、刪除或作其他用途。
一般資料
股份價格及所得收益（若有收益分派）均可升可跌。
只要SICAV及任何基金仍獲證監會認可，章程及本補編必須連
同SICAV最近期經審核年報及其後的半年度報告（如已刊發）
（英文版）一併分發。
在香港，章程的中英文版本具備同等效力。
管理費的任何調高，將須獲得證監會的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
出不少於三個月的預先通知。如章程所述的其他費用及收費被
調高（最多達所容許的上限水平），將會向受影響投資者發出
至少一個月的通知。
查詢及投訴
一切有關該等基金的查詢及投訴，以及查閱或索取有關該等基
金的文件（包括香港代表協議）的要求，應按章程所載地址向

3

章程內「交易日」的定義將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生
效。在該日前，章程及本補編內凡提及「交易日」之處
均指「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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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 -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提出。景順
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亦可經電話聯絡，電話號碼為+852
3128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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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附錄 1 -- 各基金及其於香港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1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英鎊對沖）

英鎊

累積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基金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 - 總收入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1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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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每月派息-1

B（歐元）

歐元

累積

C（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B（歐元）

歐元

累積

C（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C（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累積

B（歐元）

歐元

累積

C（歐元）

歐元

累積

C（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半年派息

A（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半年派息 - 總收入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A（加元對沖）

加元

每月派息-1

A（紐元對沖）

紐元

每月派息-1

A（美元對沖）

美元

每月派息-1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C（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日圓）

日圓

累積

B（日圓）

日圓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日圓）

日圓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日圓）

日圓

累積

股份類別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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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日圓）

日圓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景順大中華基金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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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日圓）

日圓

每半年派息

A（日圓）

日圓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日圓）

日圓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A（紐元對沖）

紐元

每月派息-1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港元）

港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港元）

港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港元）

港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季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1

A（美元）

美元

每季派息-總收入

C（美元）

美元

累積

A（港元）

港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股份類別
景順能源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景順金礦基金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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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C（歐元）

歐元

累積

C（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C（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月派息

A（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C（歐元）

歐元

累積

A（英鎊）

英鎊

每季派息

C（英鎊）

英鎊

每季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固定派息）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月派息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固定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年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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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固定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季派息

A（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1

A（港元）

港元

每季派息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A（加元對沖）

加元

每月派息-1

A（紐元對沖）

紐元

每月派息-1

C（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每季派息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歐元）

歐元

每季派息-總收入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歐元）

歐元

每月派息-1

A（港元對沖）

港元

每月派息-1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每月派息-1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 -1

A（加元對沖）

加元

每月派息 -1

A（紐元對沖）

紐元

每月派息 -1

C（歐元）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總收入

A（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年派息-總收入

A （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1

A（港元）

港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A（加元對沖）

加元

每月派息-1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固定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月派息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澳元對沖）

澳元

每月派息-1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月派息（固定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每月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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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A（港元）

港元

每月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半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紐元對沖）

紐元

累積

A（澳元對沖）

澳元

累積

A（加元對沖）

加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港元）

港元

累積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港元）

港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英鎊）

英鎊

每年派息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A（歐元）

歐元

累積

A（英鎊對沖）

英鎊

累積

A（日圓）

日圓

累積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累積

C（歐元對沖）

歐元

累積

C（英鎊對沖）

英鎊

累積

C（日圓）

日圓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英鎊）

英鎊

每年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太平洋基金

景順中國基金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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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基金名稱

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的

計價貨幣

股息分派政策

C（英鎊）

英鎊

每年派息

A（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對沖）

美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C（歐元）

歐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港元）

港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港元）

港元

累積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A（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B（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C（美元）

美元

每年派息

股份類別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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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附錄 2 – 在香港提呈發售的基金的投資經理及副投資經理
傘子基金

附屬基金名稱

投資經理

副投資經理
（在管理基金時，投資經理或
會由全權託管副投資經理支
援，以借助其專業知識）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能源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Invesco Canada Lt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直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金礦基金

由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大中華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拉丁美洲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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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直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由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
Invesco Advisers, Inc.

Invesco Canada Lt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
（續）
傘子基金

附屬基金名稱

投資經理

副投資經理
（在管理基金時，投資經理或
會由全權託管副投資經理支
援，以借助其專業知識）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開發中市場股票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Invesco Canada Lt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Invesco Advisers, Inc.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由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日本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太平洋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中國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景順英國股票基金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Invesco Advisers, Inc.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在管理基金時，投資經理可受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India) Private Limited 的支持。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India)
Private Limited 將提供無約束力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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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投資目標及政策－基金相關資料
股票基金:
全球: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Equity Fun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SRI Equity Fund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Innovators Equity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Structured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nhanced Index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quity Fund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Invesco Global Focus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Opportunities Fund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美洲:

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Invesco US Equity Flexible Fund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歐洲: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Invesco Euro Structured Equity Fund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Invesco Pan European Focus Equity Fund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Responsible Equity Fund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Invesco UK Equity Income Fund

日本: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亞洲: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Invesco Asian Focus Equity Fund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大中華基金
Invesco India All-Cap Equity Fund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太平洋基金
景順中國基金

專題基金:

景順能源基金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景順金礦基金

其他股票基金:

Invesco Global Equity Market Neutral Fund
Invesco Pan European Equity Long/Short Fund

債券基金:

Invesco Active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Invesco Belt and Road Debt Fund
Invesco Bond Fund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Local Deb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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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投資目標及政策－基金相關資料
（續）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Flexible Bond Fund
Invesco Euro Bond Fund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Invesco Euro Short Term Bond Fund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Invesco Global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Convertible Fund
Invesco Global Flexible Bond Fund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Short Term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Total Return (EUR)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 Fund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Invesco Real Return (EUR) Bond Fund
Invesco Renminbi Fixed Income Fund
Invesco Sterling Bond Fund
Invesco Strategic Income Fund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US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混合資產基金: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Invesco Global Income Fund
Invesco Global Moderate Allocation Fund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Invesco Sustainable Allocation Fund

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Invesco Balanced-Risk Allocation Fund
Invesco Balanced-Risk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Absolute Return Fund
Invesco Global Conservative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Invesco Macro Allocation Strateg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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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資料
1.重要資料
（續）
本章程載有關於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的資料，
SICAV 乃根據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 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例
（「2010 年法例」，經不時修訂或補充）第一部而成立的
UCITS，經盧森堡 CSSF 授權，並受其監督。SICAV 為一家可變
資本傘子投資公司，旗下附屬基金（「基金」）之間獨立負
債。獲 CSSF 認可並不表示本章程的內容或各基金所持任何證
券投資組合已獲任何盧森堡當局批准。任何與上述者相反的聲
明皆屬未經授權，並屬違法。尤須注意：CSSF 認可 SICAV 及
基金並不構成其就基金的表現作出任何保證，而 CSSF 對
SICAV 及基金的履約或違約亦概不負責。

SICAV 可酌情更改投資目標及政策，惟倘對投資目標及政策作
出任何重大更改，則須在生效日期前最少一個月通知股東，並
對本章程作出相應更新。

基金已推出的各類股份類別均備有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重
要投資者資訊文件」）。除撮述本章程的重要資料外，重要投
資者資訊文件並載列基金各項股份類別的歷年表現的資料。重
要投資者資訊文件屬初步文件，載列有關基金風險取向的資
料，包括對基金作出投資所附帶風險的適當指引和忠告，並包
括以數字比率表示的合成風險回報指標，以 1 至 7 列出投資所
附帶的風險級別。敬請留意，遵照 UCITS 指令規定，閣下若為
以本身名義直接投資於 SICAV 的投資者，閣下必須先收到最新
版本的有關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然後才可發出認購及╱或轉
換股份的指令；否則有關交易可能會受到阻延或被拒絕受理。
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的英文版載於管理公司的網站
(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如有需要，重要投資
者資訊文件的譯本亦會載於景順當地網站，可透過
www.invesco.com 存取。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亦可在管理公司
的註冊辦事處索取。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章程內所有已界定詞彙應具有第 2 節
（釋義）所賦予的涵義。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章程內所作聲明皆根據盧森堡現時有效的
法律及慣例作出，並受制於該等法律及慣例的更改。在任何情
況下，送交本章程（不論是否連同任何報告）或發行股份概不
表示 SICAV 及基金自本章程刊發日期以來一直未有轉變。

任何人士如違反任何國家或政府機關的法律或規定（包括（但
不限於）外匯管制規例）概不可持有股份。每位投資者均須向
SICAV 聲明及保證（其中包括）其可購入股份而並無觸犯適用
法例。SICAV 根據組織章程而保留權利，可基於任何原因而拒
絕受理認購申請或在直接或實益持有股份乃違反此等禁制時強
制贖回任何股份。

除本章程及報告所載者外，概無任何人士獲授權提供任何資料
或就發售股份而作出任何聲明，而且倘有提供或發出，亦不可
將之視為已獲 SICAV 授權而加以倚賴。

基金的投資可能以該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價。該等投資
的價值（當轉換為有關基金的基本貨幣）或會因匯率變動而有
升有降。股份價值可跌可升，而所得收益亦有減有增，投資者
或會無法收回當初投資的金額。
投資者務請注意第 8 節（風險忠告）。

準投資者應就根據其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的地區的法律有
關其認購、購買、持有、轉換或出售股份而(a)可能導致的稅務
後果、(b)所涉及的法律規定，及(c)任何外匯限制或外匯管制規
定，而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投資者務請注意，若干基金可能獲認可在其所屬國家╱地區進
行公開銷售。請瀏覽景順當地網站及╱或聯絡當地景順辦事
處，以查證獲准在投資者所屬國家╱地區公開銷售的基金名
單。
有關特定國家╱地區的若干重要資料載於有關地區補編，按有
關當地法例規定，該等補編須連同本章程一併派發。

SICAV 須受德國投資稅務法所界定的投資監督。每項基金的經
營宗旨限於為投資者的共同賬戶進行該基金資產的投資及行政
在若干司法權區派發本章程或提呈發售股份可能會受到限制。任 管理，就德國投資稅務法而言，各基金概無就資產而從事積極
何擁有本章程的人士應自行了解及遵守任何該等限制。在任何不 企業管理。
准提呈發售建議或進行招攬的司法權區，又或向任何人士提呈發
售建議或進行招攬即屬違法的情況下，本章程並不構成提呈發售 有關美國人的重要資料
建議或進行招攬。
股份從未（亦不會）根據美國 1933 年證券法（經修訂）
（「1933 年法案」）註冊，又或根據州的適用法規而註冊或
SICAV 懇請投資者注意，只有以本身名義登記於股東名冊的投資 取得有關資格，而股份概不得直接或間接於美利堅合眾國、其
者，才能夠直接對 SICAV 全面行使其投資者權利（特別是參與
任何屬土或領土（「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又或售予任何美
股東大會的權利）。投資者若透過中介機構並以該中介機構名義 國人（定義見本章程）。SICAV 從未（亦不會）根據美國
代投資者投資於 SICAV，則該投資者未必一定能夠行使若干股東 1940 年投資公司法（經修訂）（「1940 年法案」）註冊，故
權利。投資者應就其權利徵詢意見。
投資者將不會享有 1940 年法案項下的權益及保障。股東若成
為美國人，亦須立即通知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
股東及準投資者（及代準投資者行事的中介機構）亦請參閱第 處理代理人，而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
5.2.4 節（股份擁有權限制），以了解有關「受禁制人士」一
人可酌情決定贖回股份或以將股份轉讓予非美國人士的辦法處
般定義的進一步詳情，以及第 5.4.3 節（強制贖回），以了解
置股份。投資者可參閱第 2 節（釋義）有關「美國人」的釋
有關強制贖回的進一步詳情。
義。
本章程可翻譯為其他語文。在該等情況下，該翻譯必須盡量接
近由英文原文直接譯成的譯本，其中只可就符合其他司法權區
監管當局的規定而對譯本作出必要的更改。倘任何譯文的任何
字眼或句子意思存在分歧或含糊不清，在適用法例或規例所容
許的情況下，將以英文本為準。至於一切有關本章程英文本詞
彙的爭議，均受盧森堡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每項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載於附錄 A。
基金的投資均應視為中長線投資（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
A）。有關方面並不保證基金可達致其目標。
基金的投資會受到一般市場波動所影響，亦須承受所有投資固
有的風險，且不能保證投資將會升值。SICAV 的政策是維持多
元化的投資組合，務求盡量減低風險。

倘向任何投資者提呈發售或出售股份乃屬違法，又或會令
SICAV 招致稅務責任或令 SICAV 在金錢上蒙受其他損失，而此
等責任或損失乃 SICAV 原來不應承擔者又或會導致 SICAV 須遵
照 1940 年法案或商品交易法案進行註冊者，SICAV 將不會在
知情的情況下將股份提呈發售或售予該等投資者。
有關澳洲居民的重要資料
向任何人士提供本章程並不構成向該人士銷售權益或邀請該人
士申購權益。任何有關銷售或邀請僅會延伸至屬以下類別的澳
洲人士：


澳洲公司法第 708 條所指的富經驗或專業投資者；及



澳洲公司法第 761G 條所指的批發客戶。

本文件不擬直接或間接分發或轉交予澳洲任何其他類別的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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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資料
（續）
本文件並非公司法第 6D 章所指的披露文件或公司法第 7.9 部
分所指的產品披露聲明。本文件毋須及並無載列披露文件或產
品披露聲明所須載列的所有資料。本文件並無呈交予澳洲證券
及投資事務監察委員會。
獲發行或出售權益的任何人士不得於發行後 12 個月內銷售、
轉移或轉讓該權益予澳洲投資者，惟屬根據公司法毋須向投資
者作出披露的情況則另作別論。
有關紐西蘭居民的重要資料
向任何人士提供本章程並不構成 2013 年紐西蘭金融市場行為
法（「紐西蘭法案」）所指的金融產品的銷售，以供於紐西蘭
發行或銷售，或向於紐西蘭的人士發行或銷售金融產品，因
此，本章程並無提供有關銷售的產品披露聲明(PDS)或任何其
他登記冊記錄資料（另外為免產生疑點，就紐西蘭法案而言，
本文件並非已登記的 PDS 或任何類型的記錄資料）。
任何人士概不得:


在紐西蘭境內向任何人士提呈發售、銷售或交付任何股
份，又或分發任何有關股份的文件（包括本文件）；或



在紐西蘭申購股份。

以上各項並不妨礙 SICAV 按 SICAV 的絕對酌情權選擇不時向紐
西蘭若干人士或類型的人士銷售股份。
有關加拿大居民的重要資料
直至 2019 年 9 月 31 日：
本章程所述基金股份並未亦不會就在加拿大經銷而進行註冊，
亦不得直接或間接於加拿大提呈發售或銷售，或向任何加拿大
居民或其利益銷售，除非已獲豁免毋須遵守加拿大及╱或其省
份註冊規定，又或交易毋須受該註冊規定約束，且該名加拿大
居民能夠展示並證明其能夠購買有關基金並屬「受信投資
者」，則作別論。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
本章程所述基金股份並未亦不會就在加拿大經銷而進行
註冊，亦不得直接或間接於加拿大提呈發售或銷售，或
向任何加拿大居民或為其利益銷售，除非已獲豁免毋須
遵守加拿大及╱或其省份註冊規定，又或交易毋須受該
註冊規定約束，且該名加拿大居民能夠展示並證明其能
夠購買有關基金並屬加拿大規則所指「獲准投資者」，
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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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釋義
（續）
「1933 年法案」
美國 1933 年證券法（經修訂）。
「1940 年法案」
美國 1940 年投資公司法（經修訂）。
「2010 年法例」
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盧森堡 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例（經
不時修訂或補充）。
「資產抵押證券」
資產抵押證券是一類證券，該類證券賦予持有人權利收取
主要依賴於源自特定金融資產集合的現金流的付款。為免
生疑問，抵押按揭債務產品、貸款抵押證券及債務抵押債
券均被視為資產抵押證券。相關資產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建
屋貸款資產抵押證券、汽車貸款、信用卡及助學貸款。
「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
當時適用的盧森堡 2004 年 11 月 12 日法例（尤其經由
2008 年 7 月 17 日法例、2010 年 10 月 27 日法例及 2018
年 2 月 13 日法例修訂）及所有據此制訂的實施辦法、規
例、通告文件或規定（尤其由 CSSF 所刊行者）（經不時修
訂或補充）及╱或任何其他可能適用的反洗黑錢或反恐怖
主義融資法規。
「申請表格」
SICAV 及╱或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
理人所規定的申請表格。請參閱第 5.2.1 節（申請表
格）。
「組織章程」
SICAV 的組織章程（經不時修訂）。
「澳元」
澳元，澳洲的法定貨幣。
「核數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或不時獲委任為 SICAV 核數師的其他
特許會計師事務所。「 基 準 規 例 」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規例(EU) 2016/1011 號。
「債券通」
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中國
外匯交易中心」）、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
海清算所與香港交易所及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設立的香
港與中國內地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計劃。
「營業日」
指盧森堡的任何銀行營業日，惟倘資料處理代理人因每年
12 月 25/26 日及╱或 1 月 1 日後補假而並無於該盧森堡
銀行營業日辦公則作別論。
為免產生疑點，除董事另有決定外，每年耶穌受難節及
12 月 24 日或董事所決定並知會股東的其他日期並非營業
日。

「關連人士」
(a) 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擁有管理公司 20%或以上股份，
或可直接或間接行使管理公司 20%或以上總投票權的
人士或公司；或
(b) 任何由符合(a)所載其中一項或全部情況的人士所控制
的人士或公司；或
(c) 與該公司同屬一集團的成員公司；或
(d) 該公司或如(a)、(b)或(c)所界定任何關連人士的任何
董事或高級職員。
「CSSF」
盧森堡監管當局－盧森堡金融業監督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地區補編」
於若干司法權區派發的文件、載有關於當地法例規定在該
等司法權區銷售基金的重要資料。
「捷克克朗」
捷克克朗，捷克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資料處理代理人」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
「交易截算時間」
指每個交易日中午 12 時正（愛爾蘭時間），或董事所決
定並事先知會股東的另外一個或多個時間。董事可在特殊
情況下全權酌情押後交易截算時間。
「交易日」
除有關買賣資料的第5.1節（一般事項）另有規定
外，並在第6.5節（暫停釐定資產淨值）規限下，交
易日指營業日（惟董事已就特定基金而指定為非交
易日的日子除外）。預計非交易日列表載於管理公
司網站，並最少每半年預先更新。然而，若出現特
殊情況，而董事認為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則該列
表可不時進一步更新。
「董事」
SICAV 的董事會，各稱為「董事」。
「分派日期」
按附錄 A 所載，各基金一般於當日或之前作出分派的日
期。
「經銷商」
SICAV 的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作為 SICAV
總經銷商的身份。
「歐盟」
歐洲聯盟。

「加元」
加拿大元，加拿大的法定貨幣。

「歐元」
歐洲貨幣聯盟成員國的法定貨幣。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

「聯接基金」
具備聯接 UCITS（定義見 2010 年法例）資格的基金。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瑞士的法定貨幣。

「基金」
SICAV 的附屬基金。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基金鑑別代號」
基金的 SEDOL、ISIN、CUSIP 或等同代號或鑑別代號，將
會載於基金便覽，並可能載於其他相關基金市場推廣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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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釋義
（續）
「英鎊」
英鎊，英國的法定貨幣。
「德國投資稅務法」
投資於德國及外國投資基金的德國投資者所須遵從的特設
德國稅務制度（經不時修訂）。
「港元」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接獲一切有關認購、轉換、轉讓或贖
回股份的申請，均會轉交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彼
等的獲授權人士或代理人）。
「Invesco 集團」
Invesco Limited，以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和相關法人團體。
「景順網站」
www.invesco.com。
「景順當地網站」
第 3.2 節（不同國家╱地區的主要聯絡處）所述若干國家
╱地區、司法權區或區域的有關景順當地網站。
「景順分經銷商」
Invesco 集團內部獲經銷商委任為在若干有關司法權區或
區域的當地經銷商及╱或代表的每個有關實體。
景順分經銷商於香港接獲一切有關認購、轉換、轉讓或贖
回股份的申請，均會轉交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
處理代理人（或彼等的獲授權人士或代理人）。
「投資經理」
第 3 節（名錄）及管理公司網站所列之各投資經理。

「最低持股量」
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載以該股份類別有關基本貨幣列
示的數額或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的其他數額，股東的投
資不得低於該款額。此外，SICAV 可全權酌情就一般或任
何特定情況而(i)強制贖回價值低於第 4.1 節（股份類別）
所載數額或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的其他數額之任何持股
量，(ii)倘股東所持投資的價值因轉換或贖回股份後降至低
於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載款額時，強制將股東的股份
由一類別轉換為另一個最低持股量較低的類別（請分別參
閱第 5.3 節（轉換）及第 5.4.1 節（申請贖回股份）），
或(iii)豁免章程所載最低持股量規定。若某股東的持股量只
是因為市場走勢影響投資組合價值而下降，SICAV 不會將
之視為該持股量已降至低於有關最低持股量。
「最低首次認購額」
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載及指定為相關基金特定股份類
別的最低首次交易額的各種交易貨幣的數額或 SICAV 可全
權酌情決定的其他數額。此外，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
（就一般或任何特定情況而）豁免最低首次認購額。
「混合資產基金」
被分類為混合資產基金的基金會將其全部或重大部份資產
淨值配置於兩種資產類別（例如股票及債務），以達致其
投資目標。此等基金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利用槓桿及使
用淡倉。
有關混合資產基金的進一步資料，投資者應參閱附錄 A 所
披露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貨幣市場工具」
通常於貨幣市場買賣的流通工具，其價值可隨時準確釐
定。
「資產淨值」
按本章程所述或所提及辦法計算的基金資產淨值。
「挪威克朗」
挪威克朗，挪威的法定貨幣。

「副投資經理」
第 3 節（名錄）及管理公司網站所列之各副投資經理（如
相關）。

「紐元」
紐西蘭元，紐西蘭的法定貨幣。

「日圓」
日圓，日本的法定貨幣。

「經合組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當地分經銷商」
Invesco 集團以外獲委任為基金於一個或多個司法權區的
經銷商的任何認可中介機構。

「其他股票基金」
被分類為其他股票基金的基金會將其全部或重大部份資產
淨值配置於股票。該配置可為好倉及淡倉，亦可包括金融
衍生工具。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除
外）。
「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重大合約」
第 10.3 節（其他備查文件）所述的各項協議。
「抵押擔保證券」
抵押擔保證券是一種代表由抵押及貸款擔保的貸款集合權
益的證券。相關按揭的本金及利息擔保付款用於支付該擔
保的本金和利息。此類別包括但不限於住房抵押擔保證券
（機構及私人）及商業抵押擔保證券。

有關其他股票基金的進一步資料，投資者應參閱附錄 A 所
披露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被分類為其他混合資產基金的基金會將其資產淨值配置於
範圍廣泛的資產類別，以達致其投資目標。該等基金可直
接或間接投資於多種資產類別，例如股票、債務、貨幣、
商品及匯率。該等基金通常亦會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利用槓桿及使用淡倉。
有關其他混合資產基金的進一步資料，投資者應參閱附錄
A 所披露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歐盟成員國」
任何歐盟成員國。歐盟成員國以外的歐洲經濟區協議締約
國均視作等同歐盟成員國。

「波蘭茲羅提」
波蘭茲羅提，波蘭的法定貨幣。

「合併」
2010 年法例第 1(20)條所界定的任何行動。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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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釋義
（續）
「受禁制人士」
第 5.2.4 節（股份擁有權限制）所界定人士。

「股份」
SICAV 的股份。

「章程」
本文件，任何補編、附件及∕或附錄，應一併閱讀及詮
釋。

「SICAV」
景順盧森堡系列基金，一間根據盧森堡法律以股份有限公
司(société anonyme)形式組成、並具備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資格的開放式投資公司，又稱為「景順基金」。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 S.A.。
「受監管市場」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14 年 5 月 15 日有關金融工具市場
的指令 2014/65/EU 及經修訂指令 2002/92/EC ，以及指
令 2011/61/EU 所指的市場及於任何國家受監管、定期運
作、獲認可並向公眾開放的任何其他市場。

「互聯互通」
此互聯互通機制可讓投資者（例如各基金）透過香港聯合
交易所（港交所）及香港的結算所買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上市的獲准證券
（北向交易），而中國境內投資者則可透過上交所或深交
所或日後獲監管機構核准的其他證券交易所以及其各自的
結算所買賣在港交所上市的選定證券（南向交易）。

「報告」
經審核年報及賬目及未經審核的半年度報告及賬目。

「分經銷商」
包括景順分經銷商及當地分經銷商（定義見本章程）。

「人民幣」
除附錄 A 另有註明者外，指主要在香港買賣的法定貨幣－
離岸人民幣（「CNH」），而非在中國大陸買賣的法定貨
幣－境內人民幣（「CNY」）。

「專題基金」
被分類為專題基金的基金會將其全部或重大部份資產淨值
配置於一個特定界別或行業。

「證券融資交易」
SFTR（定義見下文）第 3 條所界定的以下任何一項或全
部：
(i)
購回∕反向購回交易；
(ii)

證券借貸；

(iii)
買後售回交易或售後買回交易。
（各定義見 SFTR）。
「瑞典克朗」
瑞典克朗，瑞典的法定貨幣。
「服務代理人費用」
有關行政及登記費的應付費用，進一步詳情見第 9.3 節
（SICAV 的費用及開支），並載列於附錄 A。
「結算日」
如屬認購，結算日為申請獲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
料處理代理人接納之日後第三個營業日。
如屬贖回，結算日則為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
理代理人收到規定的文件後的第三個營業日。
若於該第三個營業日，結算貨幣所屬國家的銀行並無開門
營業，則結算日將為該國銀行開門營業的下一個營業日。
「證監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SFTR」
由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2015 年 11 月 25 日頒佈有關證
券融資交易的透明度及重用的規則(EU) 2015/2365 號以
及修訂規則(EU) 648/2012 號。
「新元」
新加坡元，新加坡的法定貨幣。

有關專題基金的進一步資料，投資者應參閱附錄 A 所披露
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可轉讓證券」
該等工具包括:
 股份及其他相當於股份的證券，


債券及其他形式的證券化債務，



任何其他附有權利、可按認購或交換方式購得任何該
等可轉讓證券的可流轉證券，但不包括與可轉讓證券
及貨幣市場工具相關的技巧及工具。

「預售抵押」
預售抵押擔保證券是一種有關一般按揭集合的遠期合約。
特定按揭集合會剛好在交付日期前宣佈並分配。
「UCI」
UCITS 指令第 1(2)(a)及(b)節所指的可轉讓證券及其他流
動金融資產的集體投資計劃，為根據風險分散原則運作的
開放式計劃，唯一宗旨為將從公眾籌集的資本進行集體投
資。
「UCITS」
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按 UCITS 指令所賦予的涵
義）。
「UCITS 指令」
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頒佈有關協調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
計劃(UCITS)的法例、規例及行政規定的歐盟理事會指令
2009/65/EC（經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14 年 7 月 23 日的
指令 2014/91/EU 修訂有關存管機構職能、薪酬政策及認
許，並可作進一步修訂、補充或綜合）。
「美元」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股份的持有人。

「美國人」
就本章程而言，美國人應具有 1933 年法案（經修訂）所
頒佈 S 規例所載的涵義，惟須受適用法例所約束，並可作
出 SICAV 所知會股份的申請人及承讓人的更改。

「股東鑑別編號」
每位股東均會獲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
人分配股東鑑別編號（尤其為填妥及交回申請表格），以
便進行 SICAV 的買賣。為免產生疑點，該編號並非、亦不
得詮釋為銀行或證券戶口又或股東名冊。

「估值時間」
任何營業日中午 12 時正（愛爾蘭時間）或董事所決定並
知會股東的另外一個或多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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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釋義
（續）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的估值
時間則為任何營業日下午 4 時正（東部標準時間）或董事
所決定並知會股東的另外一個或多個時間。
「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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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就所提供的貨物或服務按不同稅率而徵收的稅
項。
「管理公司網站」
http://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及可能包含未經證監會授權的基金的資料。

3. 名錄
（續）
3.1. 一般資料
SICAV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註冊辦事處）
Vertigo Building - Polaris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註冊辦事處
Perpetual Park
Perpetual Park Drive
Henley-on-Thames
Oxfordshire RG9 1HH
United Kingdom

Invesco Management S.A.
37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網站: 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Roppongi Hills Mori Tower 14F
P.O. Box 115,
10-1, Roppongi 6-chome, Minato-ku
Tokyo 106-6114
Japan

供客戶查詢的通訊地址：
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
Bishop’s Square
Redmond’s Hill
Dublin 2
Ireland

Invesco Canada Ltd.
5140 Yonge Street
Suite 800
Toronto
Ontario MN2 6X7
Canada

存管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花園道三號
冠君大廈 41 樓

管理公司兼經銷商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Vertigo Building - Polaris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行政代理人、居駐及公司代理人兼付款代理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Vertigo Building - Polaris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 S.A.
47,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處理代理人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9 Raffles Place
#18-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148619
無約束力投資顧問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India) Private Limited
Unit No: 2101 A, 21st Floor, A-Wing
Marathon Futurex, N. M. Joshi Marg
Lower Parel
Mumbai, 400 013
India
有關各基金的投資經理、副投資經理及無約束力投資顧問(視
乎情況而定)的詳情，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
盧森堡法律顧問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
Bishop’s Square
Redmond’s Hill,
Dublin 2
Ireland

Arendt & Medernach S.A.
41A, Avenue J.F. Kennedy
L-2082 Luxembourg

核數師

3.2. 不同國家╱地區的主要聯絡處*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2, rue Gerhard Mercator
L-2182 Luxembourg

奧地利

投資經理∕副投資經理
Invesco Advisers, Inc.
1555 Peachtree Street, N.E.
Atlanta
Georgia
GA 30309
USA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An der Welle 5
D-60322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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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Österreich -Zweigniederlassung
der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Rotenturmstrasse 16-18
A-1010 Vienna
Austria
電話: + 43 1 316 20 00
傳真: + 43 1 316 20 20
網站: http://www.invesco.at

3. 名錄
（續）
比利時、挪威、丹麥及芬蘭

愛爾蘭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Belgian Branch
235 Avenue Louise
B-1050, Brussels
Belgium
電話: +322 641 0170
傳真: +322 641 0175
網站: http://www.invesco.be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電話: +353 1 439 8000
傳真: +353 1 439 8400
網站: http://www.invesco.com

法國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18 rue de Londres
75009 Paris
France
電話:+33 1 56 62 43 00
傳真:+33 1 56 62 43 83/ 43 20
網站: http://www.invesco.fr
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Sucursal en España
Calle Goya 6/ 3rd Floor
28001 Madrid
Spain
電話: +00 34 91 781 3020
傳真: +00 34 91 576 0520
網站: http://www.invesco.es
德國
德國資料代理人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
An der Welle 5
D-60322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電話: +49 69 29807 0
傳真: +49 69 29807 159
網站: http://www.de.invesco.com

供客戶查詢的通訊地址:
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
Bishop’s Square
Redmond’s Hill Dublin 2
Ireland
荷蘭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Dutch Branch
Vinoly Building
Claude Debussylaan 26
1082 MD Amsterdam
Netherlands
電話: +31 208 00 61 82
傳真: +31 208 00 61 77
網站: http://www.invesco.nl
瑞典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France) Swedish Filial
Convendum
PO422
Jakobsbegsgatan 16
Stockholm 11144
Sweden
電話: +46 8 463 11 06
傳真: + 32 2 641 01 75
瑞士

香港及澳門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花園道三號
冠君大廈 41 樓
電話: +852 3128 6000
傳真: +852 3128 6001
網站: http://www.invesco.com.hk
意大利及希臘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A. Sede Secondaria
Via Bocchetto, 6
20123 Milano
Italy
電話: +39 02 88074 1
傳真: +39 02 88074 391
網站: http://www.invesco.it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witzerland) Ltd
Talacker 34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電話: +41 44 287 90 00
傳真: +41 44 287 90 10
網站: http://www.invesco.ch
英國
Invesco Fund Managers Limited
註冊辦事處
Perpetual Park
Perpetual Park Drive
Henley-on-Thames
Oxfordshire RG9 1HH
United Kingdom
電話: +44 (0) 1491 417 000
傳真: +44 (0) 1491 416 000
網站: http:// www.invesco.co.uk
*有關當地景順辦事處的更詳盡資料，請瀏覽景順網站
www.invesco.com。
居於歐洲的股東亦可瀏覽 http://invesco.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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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CAV
and its Shares
4. SICAV
及其股份
Continued
SICAV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基金（詳情見附錄A）
的選擇，並就每項基金持有獨立的投資組合。每項基金均可發
行下文第4.1節所述不同類別的股份。投資者應留意並非所有
股份類別均適合所有投資者，彼等應確保所選定股份類別乃最
適合其本人投資。投資者應留意，適用於各類股份的限制進一
步載列於下文第4.1節，包括（但不限於）若干股份類別僅供
若干類別投資者認購，且所有股份類別均須受最低首次認購額
及╱或最低持股量之規限）。SICAV保留權利，特別是（但不
限於）若任何股份申請並未遵從有關限制，可拒絕受理任何股
份申請；以及若申請被拒絕受理，任何已收取的認購款項將不
計利息退回，有關費用及風險概由申請人承擔。
每項基金所有股份的認購款項均會投資於同一個相關投資組
合。每股股份於發行後均可於清盤時按比例攤佔有關基金資產
以及基金或類別所宣派的股息及其他分派。股份並無擁有優先
權或優先購買權，且每股完整股份均可於所有股東會議上擁有
一票投票權（須受組織章程所載限制約束）。
零碎股份可發行至不超過三 (3) 個小數位。
所有股份均會以記名方式發行。
於某類別股份的股東大會上，親自出席或由代表出席大會的股
東可以股份的簡單大多數通過決定將該類別股份合併或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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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4.1. 股份類別
最低首次認購額
（申請表格所列

最低持股量

股份

發行對象

任何交易貨幣）**

（股份類別計價貨幣）

首次認購費#

A

所有投資者

1,000歐元

不適用

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不適用

無，惟須支付或有遞延

1,500美元
1,000英鎊
1,500瑞士法郎
10,000瑞典克朗
1,500澳元
1,500加元
35,000捷克克朗
10,000港元
120,000日圓
10,000挪威克朗
2,000紐元
5,000波蘭茲羅提
2,000新元
人民幣10,000元
B

已就經銷B股而獲特別指定的經銷商或

1,000歐元

中介機構的客戶

1,500美元

銷售費用

1,000英鎊
1,500瑞士法郎
10,000瑞典克朗
1,500澳元
1,500加元
35,000捷克克朗
10,000港元
120,000日圓
10,000挪威克朗
2,000紐元
5,000波蘭茲羅提
2,000新元
人民幣10,000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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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已與管理 公司或景順分經銷商

800,000歐元

800,000歐元

訂約）及其客戶（已與經銷商另訂收費

1,0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

安排）、其他機構投資者、或管理公司

600,000英鎊

600,000英鎊

酌情決定的任何其他投資者

1,000,000瑞士法郎

1,000,000瑞士法郎

7,000,000瑞典克朗

7,000,000瑞典克朗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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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澳元

1,000,000澳元

1,000,000加元

1,000,000加元

23,000,000捷克克朗

23,000,000捷克克朗

8,000,000港元

8,000,000港元

80,000,000日圓
7,000,000挪威克朗

80,000,000日圓
7,000,000挪威克朗

1,200,000紐元

1,200,000紐元

3,400,000波蘭茲羅提

3,400,000波蘭茲羅提

1,200,000新元

1,200,000新元

人民幣7,000,000元

人民幣7,000,000元

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最低首次認購額
（申請表格所列

最低持股量

股份

發行對象

任何交易貨幣）**

（股份類別計價貨幣）

首次認購費#

E

所有投資者

500歐元

不適用

不超過投資總額的3.00%

無

650美元
400英鎊
650瑞士法郎
4,500瑞典克朗
650澳元
650加元
15,000捷克克朗
4,000港元
40,000日圓
4,500挪威克朗
800紐元
2,250波蘭茲羅提
800新元
人民幣4,000元
I***

以下投資者：(i)於有關認購指令收到時

10,000,000歐元

10,000,000歐元

乃景順客戶，並已訂立有關於其對該等

12,500,000美元

12,500,000美元

股份所作投資的收費架構的協議；及

10,000,000英鎊

10,000,000英鎊

(ii)CSSF所發出指引或建議所不時界定的

12,500,000瑞士法郎

12,500,000瑞士法郎

100,000,000瑞典克朗

100,000,000瑞典克朗

15,000,000澳元

15,000,000澳元

15,000,000加元

15,000,000加元

300,000,000捷克克朗

300,000,000捷克克朗

100,000,000港元

100,000,000港元

1,300,000,000日圓

1,300,000,000日圓

100,000,000挪威克朗

100,000,000挪威克朗

15,000,000紐元

15,000,000紐元

42,000,000波蘭茲羅提

42,000,000波蘭茲羅提

15,000,000新元

15,000,000新元

人民幣100,000,000元

人民幣100,000,000元
不適用

不超過投資總額的5.00%

無

機構投資者***

J

Invesco集團的聯屬公司、或Invesco集團

1,000歐元

聯屬公司所管理的工具，該等聯屬公司

1,500美元

經與SICAV訂立協議、明白有關從資本

1,000英鎊

中撥付股息的適當風險。

1,500瑞士法郎
10,000瑞典克朗
1,500澳元
1,500加元
35,000捷克克朗
10,000港元
120,000日圓
10,000挪威克朗
2,000紐元
5,000波蘭茲羅提
2,000新元
人民幣10,000元

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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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以及金融中介機構與管理公司訂

100,000,000歐元

100,000,000歐元

立有關投資者收費結構的協議。「PI」

125,000,000美元

125,000,000美元

股將預留機構投資者，其定義將會為

100,000,000英鎊

100,000,000英鎊

CSSF所發出不時界定的指引或建議。

125,000,000瑞士法郎

125,000,000瑞士法郎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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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0瑞典克朗

1,000,000,000瑞典克朗

150,000,000澳元

150,000,000澳元

150,000,000加元

150,000,000加元

3,000,000,000捷克克朗

3,000,000,000捷克克朗

1,000,000,000港元

1,000,000,000港元

13,000,000,000日圓

13,000,000,000日圓

1,000,000,000挪威克朗

1,000,000,000挪威克朗

150,000,000紐元

150,000,000紐元

420,000,000波蘭茲羅提

420,000,000波蘭茲羅提

150,000,000新元

150,000,000新元

人民幣1,000,000,000元

人民幣1,000,000,000元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最低首次認購額
（申請表格所列

最低持股量

股份

發行對象

任何交易貨幣）**

（股份類別計價貨幣）

首次認購費#

R

所有投資者

1,000歐元

不適用

無

無

1,500美元
1,000英鎊
1,500瑞士法郎
10,000瑞典克朗
1,500澳元
1,500加元
35,000捷克克朗
10,000港元
120,000日圓
10,000挪威克朗
2,000紐元
5,000波蘭茲羅提
2,000新元
人民幣10,000元
S

Z****

於有關認購指令送達當時具備以下條件

10,000,000歐元

10,000,000歐元

的投資者：(i)機構投資者（定義見CSSF

12,500,000美元

12,500,000美元

所發出指引或建議（經不時修訂））；

10,000,000英鎊

10,000,000英鎊

及(ii)已提交經獲SICAV批准的申請表格

12,500,000瑞士法郎

12,500,000瑞士法郎

補充文件，確保符合投資當時已訂立的

100,000,000瑞典克朗

100,000,000瑞典克朗

規定。

15,000,000澳元

15,000,000澳元

15,000,000加元

15,000,000加元

300,000,000捷克克朗

300,000,000捷克克朗

100,000,000港元

100,000,000港元

1,300,000,000日圓

1,300,000,000日圓

100,000,000挪威克朗

100,000,000挪威克朗

15,000,000紐元

15,000,000紐元

42,000,000波蘭茲羅提

42,000,000波蘭茲羅提

15,000,000新元

15,000,000新元

人民幣100,000,000元

人民幣100,000,000元

根據監管要求或基於與客戶訂立的個人

1,000歐元

不適用

收費安排，經銷商及金融中介團體，視

1,500美元

乎管理公司是否批准，均不得接受及保

1,000英鎊

存管理費的佣金。經銷商及金融中介團

1,500瑞士法郎

體不得就任何「Z」股收取任何管理費

10,000瑞典克朗

的佣金。

1,500澳元

不超過投資總額的5.00%

1,500加元
35,000捷克克朗
10,000港元
120,000日圓
10,000挪威克朗
2,000紐元
5,000波蘭茲羅提
2,000新元
人民幣10,000元
* 若 C 股股東於認購當時有不同的最低投資額規定，則不受上述最低規定所限。
**敬請留意，波蘭茲羅提及挪威克朗須待波蘭茲羅或挪威克朗提計價股份類別推出後（有關每項基金所提供股份類別的名單，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才獲接納為
交易貨幣（按第 5.5.2 節（多種貨幣交易）涵義所指）。
*** 若 I 股股東於認購當時有不同的最低投資規定，則不受上述最低規定所限。
**** Z 股股東若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之前認購當時可投資的其他適用不同股份類別，則無需遵守上述投資要求。
#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及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毋須繳付首次認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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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SICAV 可決定在每項基金內部設立發行不同類別有具體特色（例如不同貨幣、股息政策（每年派息、每月派息、累積等））的股
份。股份類別亦可為對沖（對沖或組合對沖）或不對沖。
有關各類股份可能同時具備的特色:
股份類別

股息派發政策

A
B
C
E
I
J
P/PI
R
S
Z
A
B
C
E
I
J
P/PI
R
S
Z

累積

股息派發頻率

分派種類*

不適用

每年
每半年
派息
每季
每月

不適用

淨收入派息
固定派息
總收入派息
每月派息-1
派息 2

可供認購貨幣
***
歐元
美元
英鎊
瑞士法郎
瑞典克朗
澳元
加元
捷克克朗
港元
日圓
挪威克朗
紐元
波蘭茲羅提
新元
人民幣

對沖政策**

未對沖
對沖
組合對沖

*請參閱第 4.4 節（股息派發政策）
**請參閱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
***敬請留意，波蘭茲羅提及挪威克朗須待波蘭茲羅提或挪威克朗計價股份類別推出後（有關每項基金所提供股份類別的名單，請參閱管理公司
網站）才獲接納為交易貨幣（按第 5.5.2 節（多種貨幣交易）涵義所指）。

有關每項基金目前可供認購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股東亦可向當地景順辦事處索取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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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並非所有股份類別均會在閣下的司法權區出售。請就此與
SICAV 或閣下的當地代表聯絡。
就提供股份類別對沖的股份類別而言，SICAV 擬就該等股份類
別的風險承擔與有關基金的基本貨幣作對沖。進一步資料載於
下文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
SICAV 可酌情就一般或任何特定情況而豁免上表所示的最低首
次認購額。
「A」股
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列表。
「B」股
「B」股乃發售予已就銷售 B 股而獲特別指定的經銷商或中介
機構的客戶，並僅就訂有經銷安排的該等基金而發售。
投資者在購入任何基金的「B」股時毋須支付首次認購費，惟
倘若「B」股乃於購入日期起計四年內贖回，則贖回款項將須
扣除一項或有遞延銷售費用，比率如下：
贖回期間
（自購入起計第 x 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四年完結後

適用或有遞延銷售費用比率
4%
3%
2%
1%
無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按(i)現行市場價值（按贖回當日的每股資產
淨值計算）或(ii)擬贖回「B」股的購入成本兩者中的較低款額
計算。因此，倘市場價值升越最初購入成本，投資者毋須就該
增值部份支付或有遞延銷售費用。
在決定是否須自贖回款項扣除或有遞延銷售費用時，有關方面
將以盡可能收取最低費用比率為計算原則。因此，若投資者贖
回「B」股，有關方面將假設先贖回的「B」股乃持有超過四年
者（如有），而其後贖回的「B」股則視作於四年期間內持有
時間最長者。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款項乃由管理公司及╱或其他機構保留，並
會全部或部份用作支付就基金「B」股的銷售、推廣或拓銷而
向基金提供與經銷商有關的服務的支出（包括就交易商所提供
有關經銷「B」股的服務而支付的款項），以及管理公司的銷
售及拓銷人員向股東提供服務的支出。
「B」股須支付每年分銷費（不超過 1.00%)，該費用乃以有關
基金該等股份於每個營業日的資產淨值，並按本節所載該基金
的有關比率每日計算。該費用將按月從有關基金的資產撥付予
管理公司及╱或其他人士，管理公司及╱或其他人士可將部份
或全部分銷費付予參與經銷「B」股的該等機構。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及分銷費用（指「B」股而言）的設立，乃
用作透過管理公司及認可交易商向某些基金的投資者銷售
「B」股的經費，而毋須於購買時收取首次銷售費用。
由「B」股最初認購日期滿四週年後，該等股份須免費自動轉
換為同一基金的相應「A」股。若干司法權區的股東或會因為
此項轉換而承擔稅務責任。股東務請向其稅務顧問查詢本身的
情況。
在若干情況下，例如合併、清盤、撤回認可資格，以及一般而
言，當出現任何會對某基金的投資政策或風險取向造成重大影
響的改變時，或有遞延銷售費用將可豁免。
「C」股
「C」股管理費較「A」股為低。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C」股可供若干類別投
資者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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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股
「E」股管理費較「A」股為高，首次認購費則較「A」股為
低。
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列表。
「I」股
「I」股毋須繳付管理費。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I」股可供若干類別投資
者認購。
「J」股
「J」股管理費與「A」股相同。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J」股可供若干類別投
資者認購。
「P」∕「PI」股
「P」∕「PI」股管理費較「A」股為低。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P」∕「PI」股可供若干
類別投資者認購。
各基金可能面向特定的投資者發行多個具有相同特徵的「P」
∕「PI」股，為加以區分它們，其將分別命名為「PI」∕
「PI1」股、「P2」∕「PI2」股、「P3」∕「PI3」股等等。
「R」股
「R」股管理費與「A」股相同。
「R」股將須支付每年分銷費（不超過 0.70%)，該費用乃以有
關基金該等股份於每個營業日的資產淨值，並按某比率每日計
算。有關基金的實際比率載於 SICAV 的上一份報告中。該費用
將按月從有關基金的資產撥付予管理公司及╱或其他人士，管
理公司及╱或其他人士可將全部份銷費付予獲委任經銷「R」
股的該等機構。
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列表。
「S」股
「S」股的管理費較「A」股為低。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S」股可供若干類別投
資者認購。
「Z」股
「Z」股的管理費較「A」股為低。
正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詳述，「Z」股可供若干類別投
資者認購。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4.2. 對沖股份類別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就若干基金發行以有別於有關基金基本
貨幣的主要國際貨幣（包括（但不限於）歐元、美元、英鎊、
瑞士法郎、瑞典克朗、澳元、加元、捷克克朗、港元、日圓、
挪威克朗、紐元、波蘭茲羅提、新元或人民幣）計價的對沖股
份類別。此等股份類別將按管理公司網站所述可供認購。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貨幣對沖股份類別。就該等股份類
別而言，一般原則上，SICAV 將對沖以有關基金基本貨幣以外
的另一種貨幣計價的股份類別的貨幣風險，以設法減輕股份類
別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波動的影響。除非情況特殊（例如
（但不限於）按合理的預期，執行對沖的成本會超過所得利益
並因而令股東受損），SICAV 可決定不對沖該類股份的貨幣風
險。
由於此類外匯對沖乃為某特定類別的股份而運用，故其費用及
對沖交易所得盈虧亦僅與該類股份類別有關。投資者務請注
意，與此種形式的對沖相關的額外費用僅為執行對沖所用工具
和合約有關的交易費用。對沖交易的費用及所得盈虧將於扣除
一切其他費用及開支後撥歸有關股份類別，如屬應向管理公司
支付的管理及服務代理人費用，將於計算後從有關股份類別的
非對沖價值扣除。就此，該等費用及所得盈虧將會反映於任何
該等類別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

-

由於相關股份類別產生貨幣風險與訂立交易以對沖貨幣風
險之間的時間差異。

由於此類外匯對沖乃為某一特定類別的股份而運用，故其費用
及對沖交易所得盈虧亦僅與該類股份類別有關。投資者務請注
意，與此種形式的對沖相關的額外費用僅為執行對沖所用工具
和合約有關的交易費用。對沖交易的費用及所得盈虧將於扣除
一切其他費用及開支後撥歸有關股份類別，如屬應向管理公司
的管理及服務代理人支付的費用，將於計算後從有關股份類別
的非對沖價值扣除。因此，該等費用及所得盈虧將會反映於任
何該等類別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
SICAV 可運用第 7 節（投資限制）一節所准許的任何金融衍生
工具來執行外匯對沖。
SICAV 現擬運用遠期外匯合約以執行外匯對沖。SICAV 會將對
沖局限於對沖股份類別的貨幣風險承擔。儘管對沖股份類別一
般不會因為運用該等技巧及工具而產生槓桿效應，該等工具的
價值最高可達（惟不超過）有關對沖股份類別所佔資產淨值的
105%，且不低於該對沖股份類別所佔資產淨值的 95%。管理公
司將定期（最少每月進行）及按適當頻次監控對沖盤情況，以
確保不會超過獲准水平。若持倉嚴重超越有關對沖股份類別應
佔資產淨值的 100%，將不會結轉下月。對沖交易的開支及盈
虧只會撥歸有關對沖股份類別。

SICAV 可運用第 7 節（投資限制）一節所容許的任何金融衍生
工具來執行外匯對沖。

計價貨幣及組合對沖乃此等股份類別與提供組合對沖股份類別
的基金現有「A」股、「B」股、「C」股、「E」股、「I」
SICAV 現擬運用遠期外匯合約以執行外匯對沖。SICAV 會將對 股、「J」股、「P」∕「PI」股、「R」股、「S」股及「Z」
沖比率局限為對沖股份類別的貨幣風險承擔。儘管對沖股份類 股之間僅有的差別。因此，本章程及附錄 A 內其他提及「A」
別一般不會因為運用該等技巧及工具而附帶槓桿，該等工具的 股、「B」股、「C」股、「E」股、「I」股、「J」股、「P」
價值最高可達（惟不超過）有關對沖股份類別所佔資產淨值的 ∕「PI」股、「R」股、「S」股及「Z」股之處，均同樣適用
105%且不低於該對沖股份類別所佔資產淨值的 95%。管理公司 於其各自的組合對沖股份類別（如適用）。為免產生疑點，投
將定期及按適當頻次監控對沖盤情況，以確保不會超過獲准水 資者務請留意，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所載各項風險亦適
用於該等組合對沖股份。
平。若持倉嚴重超越有關對沖股份類別應佔資產淨值的
100%，將不會結轉下月。對沖交易的開支及盈虧只會撥歸有關
投資者務請留意，組合對沖股份類別的股息派發政策乃於管理
對沖股份類別。
公司網站就提供該等股份類別的基金披露。有關不同股息派發
計價貨幣及貨幣對沖乃此等股份類別與提供對沖股份類別的基 政策的詳情與適用風險，請參閱第 4.4 節（股息派發政策）。
金現有「A」股、「B」股、「C」股、「E」股、「I」股、
「J」股、「P」∕「PI」股、「R」股、「S」股及「Z」股之
4.3. 向投資者收取的費用
間僅有的差別。就此，本章程及附錄 A 內其他提及「A」股、

首次認購費
「B」股、「C」股、「E」股、「I」股、「J」股、「P」∕
管理公司可酌情決定在向投資者發行任何基金之股份時收取首
次認購費，除非另有通知，該收費不得超逾投資總額的某一百
「PI」股、「R」股、「S」股及「Z」股之處，均同樣適用於
分比（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所訂明者），而管理公司將從
其各自的對沖股份類別（如適用）。
中向分經銷商撥付費用。管理公司或景順分經銷商可全權酌情
倘若對沖股份類別並非以基本貨幣計價，有關股份的投資者務 向經與 Invesco 集團聯號訂有協議的認可中介機構或其所決定
請注意，有關方面並不保證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可全面與有關 的其他人士撥付或支付全部或部份首次認購費。
基金的基本貨幣或有關基金資產計價的一種或多種貨幣對沖。
投資者亦請留意此項策略若成功執行，或會令股東從有關股份 投資者毋須就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及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
類別所獲利益大幅減低，原因為股份類別貨幣兌有關基金基本 基金發行股份而繳付首次認購費。
貨幣的價值下降。

或有遞延銷售費用
此外，投資者務請注意，彼等若要求以股份計價貨幣以外的其 如第 4.1 節（股份類別）項下「B」股標題所述，只適用於 B
他貨幣支付贖回款項，則有關方面不會就該種貨幣與股份計價 股。
貨幣的匯率風險對沖。

贖回費
4.2.1. 組合對沖股份類別
投資者毋須支付贖回費。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組合對沖股份類別（「組合對沖」
股份類別）。就該等股份類別而言，一般原則上，SICAV 將股 
轉換費
份類別的風險承擔與有關基金資產的一種或多種計價貨幣進行 除轉換為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及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對沖，從而減少股份類別貨幣與有關股份類別應佔基金相關資 毋須支付轉換費外，若將某項基金的股份轉換為 SICAV 另一項
產的貨幣風險承擔之間的未平倉貨幣承擔。
基金通常須支付不超過擬轉換股份價值 1%的費用。投資者如
最初投資的基金毋須支付首次認購費，而其後轉換至其他基金
SICAV 擬在切合實際兼可能情況下為對沖股份類別對沖貨幣風 （而該基金須支付首次認購費），則該項轉換須支付該投資所
險承擔，惟股東應留意，若出現（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 轉換至之基金所適用的首次認購費，該費用應付予管理公司。
況，此項目標未必可達致：
有關轉換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 5.3 節（轉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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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對沖只能部份執行或完全不能執行（例如：於股份價
值的輕微變動或基金只剩下小額貨幣持倉的情況下），或
貨幣對沖不完全（例如於貨幣不能買賣或可能使用其他貨
幣作為替代品的情況下），或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

在若干司法權區，倘若透過第三者代理或透過銀行進行認購、
贖回及轉換，該第三者代理或銀行或會向當地投資者收取額外
費用及收費。該等費用及收費不會撥歸 SICAV。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擺動訂價
股東應注意除上文所披露的費用外，每股資產淨值可向上或向
下調整，以減少交易費用的影響及資金淨流入與淨流出分別應
佔相關資產的買入和賣出價格之間的任何差價，正如第 6.2 節
（計算資產與負債）所進一步披露。
4.4. 股息派發政策
累積、派息及固定派息股份類別之間的差別在於不同的股息派
發政策。
4.4.1. 累積股份
投資者如持有累積股份，將不會獲得任何分派。彼等應得的收
益將會滾存於累積股份的價值。
就稅務及會計而言，SICAV 可實施收入均減安排，以確保來自
投資項目的收入水平不會因為有關會計期間內股份的認購、轉
換或贖回而受到影響。
4.4.2. 派息股份
除非特定類型的派息股份另有規定，否則SICAV擬將分派股份
的應佔可派發收入全部予以分派，並就該等股份設置一項均減
賬，以免其可派發收入被攤薄。
此外，若干股份類別發行時可附有以下特定派息特色:
 一如第4.4.2.1節（固定派息股份）所披露者，若干基
金的某些股份類別將會支付固定分派，或；
 一如第4.4.2.2節（總收入股份）所披露者，若干基金
的某些股份類別可從該類股份應佔總收入中撥付分
派，或；

SICAV擬按月就該等股份類別支付固定息率（按每股資產淨值
某個百分比(%)計算）股息分派。投資經理將根據投資組合內所
持證券計算適當息率（百分比(%)），然後將此項息率（百分比
(%)）用作按月計算分派款額。投資者務請注意，息率雖屬按每
個分派日期每股資產淨值某個固定百分比，但每股派息額可每
月改變。息率將最少每半年根據當時市況重訂一次。在極端市
況下，SICAV可酌情更頻密地重訂息率。
由於對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如
有需要，固定派息股份類別所須支付及應佔的部份或全部費用
及開支連同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支）項下「其他開支」
標題所載的其他開支，可從該等類別的資本撥付，以確保有足
夠收入應付固定派息。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證監會尋求批准，受影響股東將
會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投資者務請注意，按此方式從資本扣除費用及開支會導致資本
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未來回報
的價值亦有可能縮減。
從資本撥付費用及開支即屬自彼等當初投資的款項或自原有投
資應佔資本增值作部份退還或提款。撥付該等費用及開支將會
令有關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於每月分派日期後即
時下降。在此等情況下，於有關基金投資期內就該等股份類別
作出的分派應理解為一種資本退還。為了管理向固定派息股份
類別的股東支付及╱或可派付收入的水平而從資本扣除的費用
詳情，將會詳列於年報。在極端市況下，SICAV可酌情重訂固
定派息的股份類別的息率，以確保只有能夠以相關投資收益彌
補情況下才會派付股息。



一如第4.4.2.3節（每月派息－1股份）所披露者，若
干基金的某些股份類別可從總收入或直接從有關股份
類別應佔資本撥付分派，並其向股東支付高於原本可
收取的分派。

股東亦請留意，息率及有關收入乃參照年度計算期計算。因
此，儘管某一月份應就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而派付的合計固定分
派或會超出該類股份於有關月份的應佔實際收入，亦不得就有
關年度計算期而從資本撥付分派。



如第4.4.2.4節（派息2股份）所披露，若干基金的某
些股份類別可於各分派日期（按每股資產淨值某個百
分比(%)計算）從總收入或直接從有關股份類別應佔資
本撥付分派。

就香港股東而言，過去12個月該等股息的成份（即從(i)可分派
收入淨額及(ii)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股息成份資料」）可
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取，載於年報或景順網頁（
www.invesco.com.hk）。

從此等股份類別撥付該等分派或會導致除了分派可派發收入以
外，並會分派有關股份類別應佔的部份資本。

並非居於香港的股東可於管理公司網站瀏覽該等資料，並將詳
載於年報內。

有關基金或股份類別會每年、每半年、每季或每月作分派。除
非股東在有關司法管轄範圍容許下而另有選擇又或第4.4.4節
（股息再投資）另有規定外，否則所有分派將用作增購有關類
別股份的分派股份。為免產生疑點，直至2019年8月18日，在第
5.5.4節（將股份存入Clearstream)規限下，將予進一步發行的有
關派息股份數目可向上或向下調整至兩 (2) 個小數位。自2019年
8月19日起，在第5.5.4節（將股份存入Clearstream)規限下，將予
進一步發行的有關派息股份數目可向上或向下調整至三 (3) 個
小數位。在收到(i)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
為遵從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而規定的文件，及╱或
(ii)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為遵從有關
股東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的地區可能適用的稅務法例下強
制提交的文件，及╱或(iii)股東銀行資料正本（若之前未有提
供）之前，股東概不獲支付任何分派。

4.4.2.2. 總收入股份
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將應佔總收入（指有關基金就
股份類別於派息期收取的全部收入，未扣除股份類別應佔任何
開支）全部用作派息的股份類別（「總收入」股份類別）。現
時若干基金有提供總收入股份類別，進一步詳情載於管理公司
網站每類股份的派息政策。

若股份類別乃從收入或資本撥付股息，視乎當地稅務法例而
定，在該情況下，股東所獲派股息會被視作收入分派或資本增
值。投資者應就此方面自行徵詢專業稅務意見。
4.4.2.1. 固定派息股份
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提供固定派息的股份類別
（「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現時若干基金提供管理公司網站
所註明的固定派息股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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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總收入股份類別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因
此，SICAV將酌情決定從該等股份類別於有關派息期的總收入
中撥付股息。從總收入中撥付股息意味著該類別應佔的部份或
全部費用及開支，包括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支）項下
（其他開支）標題所載的其他開支均可從資本中撥付。此項手
法將導致該等股份類別可供分派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及（連帶）
總收入股份類別應付股息有所增加。
因此，該股份類別將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股息。從資本撥付股
息即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作部份退還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
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作部份退還或提取。股東將收取的股
息，或會較從收入撥付費用及開支的股份類別所收取的股息金
額為高。由於派息多寡乃視乎有關分派期的總收入而定；不同
分派期的每股派息額或會有所不同。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證監會尋求批准，受影響股東將
會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投資者務請留意，按此方式從資本扣除費用及開支會導致資本
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未來回報
的價值亦有可能縮減。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從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費用及開支，等同實際上從該等股
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股息，因此將會令有關總收入股份類別的每
股資產淨值於有關分派日期後即時下降。在此等情況下，對於
在有關基金投資期內就該等股份類別作出的分派，投資者應理
解為一種資本退還。
就香港股東而言，過去12個月該等股息的成份（即從(i)可分派
收入淨額及(ii)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股息成份資料」）可
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取，載於年報或景順網頁
（www.invesco.com.hk）。
並非居於香港的股東可於管理公司網站瀏覽該等資料，並將詳
載於年報內。
4.4.2.3. 每月派息-1 股份
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以總收入及/或直接從資本派息
的股份類別。現時若干基金有提供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進一
步詳情載於管理公司網站每類股份的派息政策。
由於對每月派息-1股份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每月
派息-1股份在股息派發政策方面具有更高的靈活性。
在決定適用於每月派息-1 股份的股息派發政策時，SICAV 可能
會酌情決定：
a)

從總收入撥付部份股息;

b)

從資本撥付部份股息；及

c)

就對沖每月派息-1 股份類別而言，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相
關基金的基本貨幣間的利率差距。

每月派息- 1股份擬支付穩定分派率。分派息率指按提前確定
的款額的形式每月每股支付的分派，不論該月實際賺取收入多
寡。
分派率將由SICAV酌情釐定，因此無法保證將會作出派息付款
及如果作出派息付款，亦無法保證股息率。
釐定每月派息- 1 股份類別之適用穩定分派率時，SICAV 會考慮
組合所持證券及可能產生的總收益。隨後，SICAV 可酌情許可
從資本撥付額外分派，或如為對沖股份類別，亦會計及基金的
基礎貨幣與股份類別貨幣間的利率差距。
利率差距將按有關基金基本貨幣的中央銀行利率與對沖每月派
息- 1 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之間的差異估計。如利率差距為正
數，預期派息率可能高於基金的基本貨幣計價同等股份的收益
率。如利率差距為負數，預期派息率可能低於基金的基本貨幣
計價同等股份的收益率。在極端的情況下，如利率差距為負數
並高於基金以基本貨幣計價的派息率，可能不會派付股息以及
相關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為免生疑問，利率差距是用適用於對沖每月派息- 1 股份類別
計價貨幣的央行利率減去適用於基金基本貨幣的央行利率而得
到。
分派率將最少每半年根據市況檢討一次。在極端市況下，
SICAV 可酌情更頻密地檢討分派率。然而，SICAV 無意於釐定
穩定分派率後考慮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基金基本貨幣（如有差
異）之間的匯率波動。
分派率若有更改，有關資料將於最少一個月（或金融監管委員
會及證監會所同意的其他期間）前事先載於管理公司網站及
www.invesco.com.hk（就香港股東而言）。
投資者務請留意，從總收入或直接從資本撥付任何股息，及/或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支出可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作部份退還
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作部份退還或提
取。任何分派若牽涉從資本撥付派息，將導致相關股份類別的
資產淨值即時下降。這將導致資本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
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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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股份類別載於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為免產生疑
點，投資者務請留意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所載各項風險
亦適用於對沖每月派息-1 股份類別。
股東亦請留意，如從資本撥付股息，這可能帶來較高股息，從
而招致較高的所得稅承擔。SICAV 可自收入或資本中撥付股
息，在該情況下，該等股息或會被視作股東獲得的收入分派或
資本增值（視乎當時有效的當地稅務法例而定）（請參閱第
11 節（稅項））。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金融監管委員會及證監會尋求批
准，受影響股東將會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就香港股東而言，過去 12 個月的分派率（及其任何變動）與
股息成份（即從可分派收入淨額及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如有
））（「股息成份資料」）可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取，載
於年報或景順網頁（www.invesco.com.hk）。
並非居於香港的股東可於管理公司網站要求索取該等資料，並
將詳載於年報內。
4.4.2.4 派息 2 股份
SICAV 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旨在提供穩定及持續收益水平
的股份類別（「派息 2 股份」）。現時若干基金提供管理公司
網站所註明的派息 2 股份類別。
SICAV 擬於各分派日期就該等股份類別（按每股資產淨值某個
百分比(%)計算）支付股息。投資者務請注意，分派率雖會按每
個分派日期每股資產淨值某個固定百分比計算，但每股分派率
或會改變。
釐定每個派息 2 股份類別之適用比率時，SICAV 會考慮組合所
持證券及可能產生的總收益。隨後，倘 SICAV 認為從資本撥付
額外派息可盡量減輕對基金資本長期資本保值的影響，則
SICAV 可酌情許可從資本撥付額外派息。鑑於派息 2 股份類別
的派息政策及擬支付穩定分派率，分派率或有別於分派期間所
取得的實際收入。
由於對派息 2 股份類別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如有
需要，派息 2 股份類別所須支付及應佔的部份或全部費用及開
支連同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項下「其他開支」標題
所載的其他開支，可從該等類別的資本撥付，以確保有足夠收
入應付派息。
此外，倘若 SICAV 預期截至財政年度末基金將有未分派總收
入，則可酌情釐定作出額外派息或增加本財政年度的最終派
息。
分派率及任何額外派息（或增加最終派息）將由 SICAV 酌情釐
定，因此 (i) 無法保證將會作出派息付款及如果支付股息，亦
無法保證股息率，及(ii)即使 SICAV 預期將出現收入盈餘，仍無
法保證將作出任何額外派息（或增加最終派息）。
投資者務請留意，從總收入或直接從資本撥付任何股息，及/或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支出可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作部份退還
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作部份退還或提
取。任何分派若牽涉從資本撥付派息，將導致相關股份類別的
資產淨值即時下降。這將導致資本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
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
對沖股份類別載於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為免產生疑
點，投資者務請留意第 4.2 節（對沖股份類別）所載各項風險
亦適用於對沖派息 2 股份類別。
股東亦請留意，如從資本撥付股息，這可能帶來較高股息，從
而招致較高的所得稅承擔。SICAV 可自收入或資本中撥付股
息，在該情況下，該等股息或會被視作股東獲得的收入分派或
資本增值（視乎當時有效的當地稅務法例而定）（請參閱第
11 節（稅項））。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 CSSF 尋求批准，受影響股東將
會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4. SICAV 及其股份
（續）
過去 12 個月的分派率（及其任何變動）與股息成份（即從可
分派收入淨額及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如有））（「股息成份
資料」）可於管理公司網站索取，詳情載於年報。
4.4.3. 無人認領的分派
任何分派款項若於原定付款日期起計滿六年後尚未獲認領，將
會被沒收和撥作有關基金的資本。
4.4.4. 股息再投資
所有價值不足 50 美元（或其等值）的股息，均會自動用於增
購同類股份。若股東透過 Clearstream 持有股份，則無法將股
息再作投資，有關股息（如有）不論價值多寡均會支付予股
東。
直至 2019 年 8 月 18 日，股份乃計算至兩(2)個小數位，餘下
的零碎現金（其價值少於股份的兩個小數位）則撥歸有關基
金，以計入其後分派內。
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股份乃計算至三(3)個小數位，餘下
的零碎現金（其價值少於股份的兩個小數位）則撥歸有關基
金，以計入其後分派內。
4.4.5. 分派日期
若分派日期並非營業日，則會延至下一營業日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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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買賣資料
（續）
5.1 一般事項
投資者可於任何交易日向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
代理人又或在香港的有關景順分經銷商提出認購、轉換、轉讓
或贖回的申請。景順分經銷商或在香港的當地分經銷商則會把
所有該等申請轉交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
人，以辦理認購、轉換、轉讓及贖回股份。

傳真、電話或書面方式又或按照申請表格所載股東指示申請認
購股份。有關股份認購申請的「書面」一詞應包括遵照投資者
指示透過SWIFT或其他電子方式（電郵除外）提出的指令。過
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保留權利，可於
收到認購指令的已結算款項後才受理其後的認購。申請必須包
括以下資料：

凡於交易截算時間前由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
理人接獲的申請（倘獲接納）將按於下一估值時間計算的有關
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於交易截算時間後接獲的申請（倘
獲接納）將於再下一交易截算時間後的估值時間處理。



申請人擬投資的基金全名及股份類別;



每類股份將予投資的現金款額或所申請的股份數目;



結算款項的付款貨幣;

凡於非交易日的日子在交易地區接獲的申請，如獲接受，將在
下一個交易日處理。

 客戶的姓名及股東鑑別編號（如有）及代理人代號
（如適用）;

若投資者完全贖回其持股，SICAV保留權利，可在完全贖回後
十二個月終止關係。此意味著倘若投資者在終止關係後想作出
新認購，其或須提交全新填妥的申請表格，以及反洗黑錢╱反
恐怖主義融資法規及其他適用規例所規定的有關文件。



（若之前未有提供）申請表格所指的非美國人聲明；及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就確保符
合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而要求提供的資料。

5.2 認購
5.2.1 申請表格
投資者在作出首次認購前，必須先填妥SICAV的申請表格，並
向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提交該申請表
格，以便向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要求索
取股東鑑別編號。

如屬可行，申請人亦請列明基金鑑別代號。

申請人必須提交申請表格正本以及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法規及其他適用規例所規定的有關文件。申請人亦可能需要提
交其擁有戶籍、居所或公民權地區的適用稅務法例所規定的資
料。有關此項指令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11節（稅項），有
關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的其他詳情，請參閱第
5.5.11節（反洗黑錢規定及反恐怖主義融資）。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的所有有關部份，包括所有適用於申請
人的聲明及彌償保證。

投資者應留意第4.1節（股份類別）所註明每類股份的最低首
次認購額。
投資者亦請留意，在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
代理人收到及接納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所規定核證
文件之前，交易有可能不獲受理或出現延誤。
5.2.3 認購款項結算
認購的已結算款項須於結算日付予SICAV。款項須以電子轉賬
（有關詳情見申請表格）方式支付。
倘延遲付款，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
（作為SICAV代表）可取消認購或由彼等及∕或認可代理人
（包括但不限於開立收款賬戶的銀行）接納申請之日起按當時
有關貨幣的透支利率收取利息。

此外，申請人可授權代理或受權人代其進行交易。
申請人務請留意，若未能填寫申請表格的全部有關部份，或會
導致其認購申請被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
理人拒絕受理。
申請人若未能或拒絕提交申請表格正本及所需佐證文件，其申
請將不獲接納。在收到一切所需（由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
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酌情決定）文件之前，一切未來交易
（包括轉讓及付款）有可能因而出現延誤或不獲受理。
SICAV保留權利，在其認為符合股東或各基金的最佳利益的情
況下，可拒絕受理任何股份申請又或僅部份接納任何申請。此
外，為遵從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起見，過戶登記處
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保留權利，在其與申請人
或股東存在關係期間，可隨時全部或部份暫停執行任何認購、
轉換、轉讓或贖回申請，及不時要求申請人或股東提交額外資
料及文件。
5.2.2 申請認購股份
首次申請一經獲接納，申請人將會獲分配股東鑑別編號。該股
東鑑別編號應用於股東日後與SICAV所進行的一切交易。股東
的個人資料若有任何更改，又或遺失股東鑑別編號，則須立即
以書面（電郵除外）方式知會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
資料處理代理人。在該等情況下，股東須提交過戶登記處兼轉
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所要求的文件，以便證明股東
個人資料的更改或有關遺失股東鑑別編號的實情。過戶登記處
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保留權利要求獲提供由官
方機構或彼等所接納的其他人士或機構的彌償保證及╱或查
證，然後始接納該等指示。
一經獲分配股東鑑別編號，且首次認購股份的申請獲過戶登記
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接納，股東其後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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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下，申請人及股東應確保其銀行於付款時提供以下
資料：申請人姓名、股東鑑別編號（如有）、交易參考編號
（如可提供）及所投資有關基金的名稱。如參考資料不足或有
欠準確，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保留
權利不接納該款項。
申請人及股東應注意，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
理代理人可將任何未完成的認購申請及在到期日尚未結算的認
購申請註銷，註銷所涉及的任何費用將轉嫁予申請人╱股東。
正如上文第5.2.1節（申請表格）所述，申請人在作出首次認購
前，應先提交申請表格正本及根據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法規所需的有關文件，在申請表格正本及根據反洗黑錢╱反恐
怖主義融資法規所需的有關文件獲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
╱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接納前，申請人不應將用作為首次認購進
行結算的款項匯予SICAV。
在收到填妥的申請表格及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
處理代理人為符合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而要求的任
何文件前，SICAV概不會發放申請人向其匯寄的任何款項。
5.2.4 股份擁有權限制
倘任何人士、商號或法團持有股份會導致違反盧森堡或外國法
律或規例，又或該等人士持有股份會損害SICAV或其股東，
SICAV可限制或防止該等人士、商號或法團擁有股份。
具體而言，所有股東務請留意，美國人不得擁有股份。過戶登
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作為SICAV代表）
保留權利，可拒絕任何美國人提出的股份申請。股東若成為美
國人，亦須立即通知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
代理人，而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可
酌情決定贖回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股份以將股份轉讓予並非美國

5. 買賣資料
（續）
人的人士。投資者可參閱第2節（釋義）有關「美國人」的釋
義。
若董事認為任何人士購得或直接或實益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
影響該名或多名人士，亦不論為單獨或連同任何其他關連或非
關連人士，又或董事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情況）SICAV股份或
會導致SICAV招致原不會招致的稅務責任或蒙受任何其他金錢
損失又或須遵照1940年法案或商品交易法案進行註冊（董事
所決定的該等人士、商號或法團在本章程內稱為「受禁制人
士」），SICAV有權施加其認為必要的限制，以確保SICAV股
份不會由受禁制人士購得或直接或實益持有。
投資股份類別以建立複製基金表現的結構性產品僅於與SICAV
或Invesco集團任何聯屬公司（代表SICAV）訂立特定協議後方
會獲准進行。在並無該協議的情況下，倘投資與結構性產品有
關且被SICAV視為與其他股東有潛在利益衝突，SICAV可拒絕
受理對股份類別的投資。
閣下如對本節任何條文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
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財務顧問。
5.3 轉換
任何股東可要求將其所持某項基金或某類別的股份轉換為
SICAV旗下另一項基金或類別的股份。該項轉換要求將視作贖
回股份並同時購入股份處理。因此，任何股東若要求轉換，必
須遵從贖回與認購程序及一切其他規定，特別是有關投資者資
格及適用於每項有關基金或每一股份類別的最低投資額及持股
量。有關基金的條件載於第4.1節（股份類別）。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則屬例外，股東不得將
投資轉入或轉出該基金（惟股東可要求在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的股份類別（若有提供）之間
作轉換）。
股東務請留意，在收到核證文件之前，交易均有可能不獲受理
或出現延誤。
股東如擬轉換其全部或部份現有持股，於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
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接獲指示後，基金或各基金將予配
發的股份數目將按有關股份各自的資產淨值釐定，其中並計及
轉換費用（如有）及任何貨幣兌換因素（如適用）。
若該等轉換或贖回要求會令持股量降至低於有關股份類別的最
低持股量，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將該項轉換或贖回要求視作
將該項持股轉換為最低持股量較低的股份類別。一切有關該項
轉換的開支（包括因有關股東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地區而
可能適用的潛在稅務責任）將由有關股東承擔。
此外，若股東不再符合適用於第4.1節（股份類別）所述股份
類別的資格規定（例如倘股東持有專為機構投資者而設的股份
而不再具備有關資格，或倘股東的持股不再符合適用最低持股
量），則SICAV可將該等股份轉換為同一基金最恰當的股份類
別。在此情況下，股東將會於最少30個公曆日前收到事先書
面通知。股東一經認購設有資格限制的股份類別，即屬向
SICAV作出不可撤回的指示，若股東不再符合投資於該類股份
的資格，即可酌情代股東作出轉換。一切有關該項轉換的開支
（包括由於有關股東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的地區而可能適
用的潛在稅務責任）將由有關股東承擔。
為免產生疑問，收到該書面通知後，若擬作轉換並不符合有關
股東的投資要求，則有關股東可將於有關基金持有的股份贖回
（毋須支付贖回費），又或於擬作轉換的生效日期前隨時免費
轉換為SICAV旗下另一項基金或類別的股份，惟須符合第4.1節
（股份類別）所載的條件。
5.4 贖回
5.4.1 申請贖回股份
贖回股份申請可透過傳真、電話、書面方式或按股東於申請表
格所作指示發出。有關贖回指令的「書面」一詞應包括遵照股
東指示透過SWIFT或其他電子方式（電郵除外）提出的指令。
所有股東若之前未有選擇透過電子轉賬(EFT)方式收取贖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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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則須提交經簽署的指示正本連同其銀行資料，才可獲有關
方面發放贖回款項。有關方面只會受理贖回於建議贖回日期當
日交易截算時間當時已繳足股份的申請。股東務請留意，待收
到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所規定的核證文件之前，交
易均有可能不獲受理或出現延誤。
股東可贖回全部或部份所持的基金股份。倘若贖回要求會令持
股量降至低於有關股份類別的最低持股量，在SICAV全權酌情
決定的情況下，該贖回要求可能將被視為將所持股份轉換為最
低持股量較低的類別股份的要求。一切有關該項強制轉換的開
支（包括因有關股東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地區而可能適用
的潛在稅務責任）將由有關股東承擔。
贖回指令須包括以下資料:


股東擬贖回基金全名及股份類別;



現金款額或擬贖回每類股份的股份數目;



結算款項付款貨幣;



客戶姓名及股東鑑別編號以及代理人編號（如適用）;



（若之前未有提供）申請表格所指的非美國人聲明；及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就確保
符合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而要求提供的資
料。

如屬可行，股東亦應列明基金鑑別代號。
倘若贖回指令所涉及股份的價值佔一項基金已發行資產淨值的
5%或以上，則SICAV可（在股東同意下，並須向核數師（視情
況而定）索取估值報告）分派價值相當於該股東於有關基金所
持股份價值的所屬投資（而非現金）作為贖回代價，此項行動
須以不損害餘下股東的利益為前提。
在該等情況下，該股東有權指示SICAV代其出售該等所屬投資
（股東於出售所屬投資後所收取的款項已扣除全部交易費
用）。
5.4.2 可能限制贖回
SICAV可將某項基金於任何交易日可贖回的股份總數限制為不得
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該限制將按比例適用於所有要求於該
交易日進行贖回的有關基金股份的股東，令所有該等股東獲贖
回股份在每項要求贖回持股中所佔比例均屬相同。任何因此項
限制而未能於某一交易日贖回的股份，將會順延至有關基金的
下一個交易日處理。於此過程中，順延的贖回要求將與各交易
日的其他贖回要求合併處理。順延的贖回要求將不會較某交易
日所收到的其他贖回要求優先處理，且須被視作其未執行的餘
額處理，猶如有關股東已就下一個交易日及（若有必要）就其
後的交易日作出進一步贖回要求一樣。
5.4.3 強制贖回
有關某類別或基金解散╱清盤情況下的強制贖回，請參閱第
9.2.6節（清盤與合併）。
任何時候倘SICAV察覺股份乃由受禁制人士實益擁有（不論單
獨或聯同任何其他人士），而該受禁制人士未能在接獲指令30
天內遵從SICAV的指令出售其股份並向SICAV提交出售證明，則
SICAV可酌情強制贖回該等股份，贖回價遵照組織章程第10條
釐定。
此外，若任何人士持有股份乃違反本章程的重大條文，導致
SICAV及╱或股東在金錢上蒙受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適用
於第4.1節（股份類別）所述股份類別的限制），則SICAV亦可
遵照組織章程第10條規定，酌情決定按股份贖回價強制贖回該
等股份。
5.4.4 贖回款項結算
贖回的結算一般在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

5. 買賣資料
（續）
理人接獲完備贖回文件後於結算日以電子轉賬方式支付。在過
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認可代理
人（包括但不限於開立收款賬戶的銀行）接獲其所要求及滿意
的所有文件後，付款代理應在不多於10個營業日內支付贖回款
項。
在接獲(i)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為符
合反洗黑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而要求的文件，及╱或(ii)過
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為符合因有關股
東擁有公民權、居所或戶籍的地區可能適用的稅務法例所規定
而要求的文件，及╱或(iii)有關股東的銀行資料書面正本（若之
前未有提供）前，任何股東概不會獲支付贖回款項。
5.5 其他重要買賣資料
5.5.1 可能造成損害的投資行為
SICAV保留權利，若其認為某些投資者從事短線投資或捕捉市
況短期買賣活動（兩者均為可能構成損害的投資行為），可限
制或拒絕該等投資者認購股份，因為該等活動或會危及基金的
表現和攤薄盈利能力，對長線股東的利益構成不利影響。
可能造成損害的投資行為包括一名或一批個別人士的股份交易
似乎按照預定的市場指標來依循某一模式、又或具備頻繁或巨
額資金流特色。
因此，SICAV可將共同擁有或控制的股份合併計算，以確定是
否可將某名或某批個別人士視為從事可能造成損害的投資行
為。共同擁有或控制包括（但不限於）合法或實益擁有股份，
以及代理人或代名人因其身份而有權控制由他人在法律上或實
益擁有的股份。
因此，若認為股東涉及可能造成損害的投資行為，SICAV就此
保留權利，可(i)拒絕受理該等股東所提出的任何轉換股份申
請，及(ii)限制或拒絕該等股東的認購，或(iii)遵照第5.4.3節
（強制贖回）而強制贖回其股份。該等限制並不影響贖回權利
。
5.5.2 多種貨幣交易
交易可以申請表格所列的任何貨幣進行，並以同一種貨幣結
算。
不論股東擬投資的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股東原則上均可以申
請表格所列任何貨幣進行交易，而其認購款額、派息付款與贖
回款項將會遵照第5.5.3節（貨幣兌換率）進行兌換。
5.5.3 貨幣兌換率
就申請表格所列的貨幣而言，SICAV可安排將認購款項、分派
款項及贖回款項兌入及兌出有關股份類別或基金的基本貨幣。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將按有關營業
日適用的合理匯率就每一次交易進行兌換。由於貨幣市場波動
不定，投資者所獲回報在兌換回其認購及贖回貨幣後，或會有
別於按基本貨幣計算所得之數。
因此，該等投資的價值（兌換為該基金的基本貨幣後），或會
因為匯率變動而波動不定。股份價格及所得收益可跌可升，投
資者未必可變現其當初的投資。
此外，就對沖股份類別而言，投資者務請注意，若彼等要求支
付贖回款項的貨幣有別於股份計價貨幣，該種貨幣兌股份計價
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對沖。
5.5.4 將股份存入 Clearstream
有關方面可安排由設存於Clearstream的賬戶持有股份。有關所
涉及程序的進一步詳情，請聯絡當地的景順辦事處。直至2019
年8月18日，投資者務請留意：Clearstream接受發行至兩 (2)
個小數位的零碎股份。自2019年8月19日起，投資者務請留
意：Clearstream將接受發行至三 (3) 個小數位的零碎股份。並
請參閱第4.4節（股息派發政策）。
5.5.5 買賣單據
載有一切交易詳情的買賣單據將於股份買賣指示獲接納後首個
營業日以郵遞（及╱或協定的其他通訊方式）寄予股東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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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顧問（如適用）。
所有已發行股份均會以記名方式發行，而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
理所保存的股東名冊即為有關擁有權的最終證明。股份將以無
股票方式發行。
5.5.6 基金或股份類別停止接受進一步資金流入
若董事認為就保障現有股東利益而言有其必要，某項基金或某
類股份可完全或局部停止接受新認購或由其他基金轉入（但會
繼續接受贖回或轉換至其他基金）。其中一項情況是基金資產
值已達到某一數額，從而達到市場規模及╱或有關投資經理能
力的某個水平，而接受進一步資金投入則會損害基金表現。若
董事認為任何基金的能力受到重大局限，該基金可停止接受新
認購或由其他基金轉入，而毋須事先通知股東。有關不再接受
新認購和轉入的基金的詳情將會載於管理公司網站。
若發生任何類型的停止接受新認購或轉入，管理公司網站將予
修改，以顯示有關基金或股份類別狀況的變動。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應向管理公司或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覆實，或於網站
查核有關基金或股份類別的現況。一旦停止接受認購，否則基
金或股份類別不會重新接受認購，直至董事認為需要停止的情
況不再存在為止。
5.5.7 結單
結單根據股東於申請表格上所選擇的貨幣單位及相隔時間寄予
首名註冊股東。倘若股東並無選擇貨幣單位及相隔時間，結單
將每季以美元為計算單位發出。結單確定股份擁有權。
5.5.8 聯名股東
SICAV只承認每股股份的單一擁有人。若一股或多股股份乃屬
聯名擁有，又或該（等）股份的擁有權存在爭議，則除非所有
聲稱對該（等）股份擁有權利的人士委任一名或多名人士作為
代表，否則彼等須聯合就該等股份而向SICAV行使其權利。
如基金股份的聯名股東中有任何人士去世，生存者取得權並不
適用，因此必須向管理公司及∕或轉讓代理人提供有關文件，
以確定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5.5.9 轉讓
除適用於若干股份並於股東作出投資時已透過任何申請表格補
充文件而明確接納外，股份可以股份轉讓表格或SICAV所批准
或准許的其他書面文據轉讓，須由轉讓人或其代表簽署或蓋章
（如適用）。倘若轉讓人及擬承讓股份人士並未填妥申請表格
以及提交證明身份所需佐證文件，則無法進行轉讓。除獲
SICAV同意外，若轉讓會導致轉讓人或承讓人任何一方餘下或
以股份持有人身份登記某項基金或類別的股份的資產淨值低於
最低持股量（就轉讓人而言）或最低首次認購額（就承讓人而
言）或獲准的較低款額又或會違反一般認購條件，亦不得進行
轉讓。SICAV毋須受約束就每股股份登記超過四名承讓人、或
不得將股份轉讓予未滿18歲人士，或（未經董事特別同意）不
得將股份轉讓予美國人。
5.5.10 個人資料
投資於各基金時，投資者的個人資料將會按照適用法規（包括
規例(EU)2016/679號，一般資料保障規例（「GDPR」））收
集和處理。
私隱通告將知會投資者處理其個人資料的原因及辦法。投資者
可參閱申請表格及管理公司網站所載的私隱通告，以取得更多
資料。
5.5.11 反洗黑錢規定及反恐怖主義融資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資料處理代理人須 遵守反洗黑
錢╱ 反恐怖主義融資法規下打擊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的
責任。為符合此等責任，有關方面須對投資者 採取盡職審
查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確定和核證申請人 、股東與實
益擁有人的身份，以及在業務來往過程中持續 進行盡職審
查及審視股東交易。

5. 買賣資料
（續）
申請 人 須提 交 過戶 登 記處 兼 轉讓 代 理人 及 ╱或資料處理代
理人（及╱或SICAV、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
代理 人 所委 任 的認 可 代理 人 ）所 指 定以 證 實其身份及地址
的文 件 及資 料 的正 本 及╱ 或 經核 實 真實 副 本，並遵從反洗
黑錢 ╱ 反恐 怖 主義 融 資法 規 的規 定 。所 需 文件 及資料的多
寡及 形 式將 視 乎申 請 人性 質 而異 ， 並由 過 戶登記處兼轉讓
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SICAV、過戶登記處
兼轉 讓 代理 人 或資 料 處理 代 理人 所 委任 的 認可 代理人）酌
情決定。
現有股東或須不時按照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
理代理人（及╱或SICAV、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
理代理人所委任的認可代理人）遵照有關反洗黑錢╱反恐怖主
義融資法規下持續進行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提供額外或最新身
份核證文件。
申請表格載列申請人在首次申請時須向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
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 SICAV、過戶登記處兼轉讓
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所委任的認可代理人）提交的有關資
料及文件。所要求提交的有關資料及文件並非詳盡，並可予更
改。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及╱或
SICAV、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所委任的
認可代理人）保留權利，可要求提交確保符合反洗黑錢╱反恐
怖主義融資法規規定所需的其他文件。有關進一步詳情，請與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或 閣下的
景順分經銷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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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計算資產淨值
計算資產淨值
（續）
於若某基金所投資市場於有關基金進行估值時休市，則最
新可得市場價格未必可準確反映有關基金所持投資的公平
價值；或有關基金接獲大量股份認購或贖回；或投資項目
或其他財產的適銷性；或 SICAV 視為適當的其他情況），
則董事可設定特定限額，若超出該限額便須應用特定指數
調整，藉以將此等證券的價值調整至其公平價值。該調整
或其他估值方法應獲採納以便更公平地反映該投資或其他
財產的價值。

6.1 釐定資產淨值
每項基金各類股份的資產淨值均以有關股份類別的貨幣列示為
每股數據，乃由行政代理人於每個營業日遵照（於估值時間）
組織章程第11條的規定釐定，計算辦法為將有關類別應佔有關
基金資產的價值（減去該股份類別所佔該基金的負債）除以該
類別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倘於任何營業日某項基金的大部份投資買賣或掛牌的市場的報
價出現重大變動，為保障有關基金股份持有人利益起見，
SICAV可取消第一次估值，並進行第二次估值。

f)

6.2 計算資產與負債
每項基金或股份類別的資產及負債乃根據因(i)發行及贖回股
份，(ii)SICAV代該基金或股份類別進行運作而撥歸該基金或類
g)
別的資產、負債及收支，以及(iii)支付任何開支或向基金或某類
股份的持有人作分派而注入及調離該基金或類別的款項計算。 h)
在計算每項基金的資產價值及負債數額時，收支項目乃以每日
累計方式處理。
此外，組織章程第11條規定（其中包括）:
a)

b)

c)

d)

e)

任何手持現金或存款、票據及即期票據及應收賬款、預付
費用、現金股息及如上所述已宣派或應計但未收取的利
息，均按全數計算，惟倘於任何情況下該等款項不可能悉
數支付或收取，屆時有關價值將須扣除有關方面認為在有
關情況下乃屬恰當的折讓，以反映其真正價值。
凡於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任何其他受監管市場買賣的
證券，將按其最後可知買賣價格或（如有買入及賣出報
價）該市場的中間報價進行估值。若存在多個市場，
SICAV 將採納最後買賣價格或（視情況而定）其認為就該
投資提供主要市場的有關市場的中間報價。
若任何資產並非於任何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他受監管市場
上市或買賣，又或若資產乃在上述任何證券交易所或其他
受監管市場上市或買賣，而根據(b)分段而釐定的價格不能
代表有關資產的公平市場價值，則有關方面將根據董事所
設立的程序而審慎及出於真誠釐定的可合理預見售價估計
該等資產的價值。
若期貨或期權合約並非在交易所或其他受監管市場買賣，
其變現價值則為其根據董事所訂立的政策按每種不同合約
而貫徹應用的基準而釐定的變現價值淨額。若期貨或期權
合約乃在交易所或其他受監管市場買賣，其變現價值則以
該等合約在 SICAV 買賣該種特定期貨或期權合約的交易所
及受監管市場最後可知價格為準；惟倘期貨或期權合約不
能在釐定資產淨值當日變現，則該合約的變現價值將以董
事認為公平合理的價值為準。

掉期的價值乃定期採用認可及具透明度的估值方法釐定。
所有其他證券及其他資產將按照董事所設立的程序而出於
真誠釐定的公平市場價值進行估值。
若某基金於任何估值日的投資者股份交易淨額超出董事會
不時協定的某一預設限額，每股資產淨值可向上或向下調
整，以分別緩減交易費用應佔資金淨流入及淨流出的影
響，從而減少對有關基金造成的「攤薄」影響。
資金淨流入與淨流出將由 SICAV 根據計算資產淨值當時的
最新可得資料釐定。當買入或出售基金相關資產的實際成
本因為交易費用、稅項及相關資產買入和賣出價格存在任
何差價以致偏離此等資產於各基金估值的賬面值時，即會
出現攤薄情況。攤薄或會對基金價值構成不利影響，並因
而影響股東。
一般情況下，若基金出現淨流入，該等調整會令每股資產
淨值上升，如有淨流出，每股資產淨值則會下降。由於此
項調整涉及資金流入及流出基金，故不可能準確預估日後
何時出現攤薄。因此亦不可能準確預估 SICAV 需要作出該
等調整的頻密程度。
此項擺動訂價機制可應用於 SICAV 的全部基金。價格調整
幅度將由 SICAV 定期重訂，以反映現行交易及其他費用。
此外，董事會可同意將預計財務費用計入調整款額內。該
項調整可因基金而異，不會超過原有每股資產淨值的
2%。每股資產淨值的調整將平均應用於特定基金的每一類
股份。
投資者務請留意，由於引用擺動訂價，基金資產淨值的波
幅未必反映真正的組合表現。
有關擺動訂價的進一步資料可向管理公司要求索取。

SICAV 的所有投資、現金結餘及其他資產若並非以任何類別資
產淨值的計價貨幣列賬，則會在計及釐定股份資產價值當日及
當時適用的市場匯率後進行估值。

SICAV 任何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可就全部有已知短期到期
日的投資項目採用攤銷成本法釐定。此處涉及按其成本為
投資項目估值，之後假設在到期日前固定攤銷任何貼現或
溢價（不論利率波動對投資項目市場價值的影響）。此方
法雖可令估值明確，但亦會導致某些期間的價值（若按攤
銷成本釐定）高於或低於該基金將其投資項目出售所得的
價值。董事將持續評估此項估值法，並在有必要時建議作
出更改，以確保有關基金的投資項目會按董事出於真誠而
釐定的公平價值進行估值。

6.3 買賣價格
認購及贖回的買賣價格乃根據SICAV於每個估值時間所計算的
資產淨值計算，並須計及第4.3節（向投資者收取的費用）所
載的交易費用及╱或佣金。

同樣，若董事認為偏離每股攤銷成本或會導致重大攤薄或
令股東面對其他不公平結果，則董事可採取其認為恰當的
糾正行動（如有），以（在合理可行情況下）消除或減輕
攤薄或不公平結果。

為免產生疑問，各交易日的認購及贖回價格概無任何差異，均
按每股資產淨值買賣。

有關基金在原則上應繼續使用攤銷成本法釐定其投資組合
的價值，直至其各自到期日為止。
若因特殊市場事件或其他情況以致前述估值方法無法採
用，又或導致所持投資的價值並非公平價值（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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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資產淨值將計算至四個小數位。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管理公
司網站。

6.4 刊登股份價格
SICAV將會遵照法規規定（並視乎其決定而另外於全球各地主要
財經報章及網站）安排刊載每項基金每類股份的每股資產淨
值。目前股價亦刊載於路透社、Morningstar及彭博通訊社網
站。

6. 計算資產淨值
（續）
若當地法例有所規定，股東可在景順網站www.invesco.com及
有關景順當地網站查閱每股資產淨值。
6.5 暫停釐定資產淨值
如有下列情況，SICAV 可暫停釐定某類別股份及╱或基金的每
股資產淨值及認購、轉換及贖回任何該基金及股份類別：
a)

於任何期間若該股份類別應佔 SICAV 的大部份投資不時掛
牌或買賣的任何主要證券交易所或其他市場非因一般假日
而休市，又或交易受到限制或遭暫停，而該項限制或暫停
影響該股份類別應佔 SICAV 於該交易所或市場掛牌的投資
的估值;

b)

存在任何事態（包括任何政治、經濟、軍事或金融事件又
或超出 SICAV 的控制範圍、責任或權力以外的緊急情況）
以致出現董事認為的緊急情況，而導致出售該股份類別應
佔 SICAV 所擁有資產或為資產估值屬不能切實可行又或會
損害股東利益;

c)

釐定該股份類別任何投資的價格或價值或該股份類別應佔
資產在任何證券交易所或其他市場的當前價格或價值時通
常使用之通訊或計算工具發生故障;

d)

於任何期間若 SICAV 無法匯回資金以支付該股份類別的股
份的贖回款項，又或倘若董事認為無法按正常匯率轉撥變
現或收購投資項目或支付贖回股份款項所涉及的資金;

e)

因任何其他原因以致該股份類別應佔 SICAV 所擁有任何投
資項目的價格無法迅速或準確釐定;

f)

於任何期間若 SICAV 任何附屬公司的資產淨值無法準確釐
定，包括（但不限於）就聯接基金而言，若其主基金暫停
贖回;

g)

由發出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以將 SICAV、任何該等基金
或股份類別清盤，或將 SICAV 或任何基金合併，或知會股
東有關董事決定終止該等基金或股份類別，或合併該等基
金之時起。

SICAV 須就任何暫停事項刊發通告（如屬適當），並可通知已
提出認購、贖回或轉換股份申請的股東其已暫停計算資產淨
值。倘若所提出的要求並未撤回，則有關交易將於恢復計算後
的首個營業日進行。
SICAV 並會按適用當地規定於暫停生效後儘快向 CSSF 及其他
司法權區的監管機構及有關交易所（如基金股份已上市）發出
暫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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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資限制
投資限制
7.
（續）
7.1 一般限制

-

場外交易衍生工具交易的交易對方必須為受審
慎監管並屬 CSSF 所核准類別的機構；及

根據分散風險的原則，董事有權釐定 SICAV 各基金的投資政
策，惟須受以下限制所規限：

-

場外交易衍生工具須每日作出可靠及可查證的
估值，並須能夠隨時由 SICAV 提出按公平價值
以抵銷交易方式沽出、變現或平倉；

I. (1)

各基金可投資於:
i)

a) 獲准於歐盟成員國受監管市場上市或買賣的可
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b) 在歐盟成員國其他市場買賣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該等市場必須受監管、定期運作、獲
認可並向公眾開放；

2010 年法例第 1 條所述貨幣市場工具（於受監
管市場買賣者除外），如該等工具之發行或其
發行人已就保障投資者及儲蓄而受監管，惟該
等工具：
-

須由歐盟成員國的中央、地區或地方政府或中
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歐盟或歐洲投資銀
行、非歐盟成員國（或如屬聯邦制國家，則由
聯邦成員）或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的公
眾國際機構所發行或擔保；或

-

其發行機構的任何證券乃在上文第(a)、(b)、
(c)或(d)分段所述市場買賣；或須由接受審慎
監管（遵照共同體法律所界定準則）的機構、
又或符合並遵照 CSSF 認為最少與共同體法律
所訂定者同樣嚴格的審慎規則的機構發行或擔
保；或

-

由其他屬已獲 CSSF 批准類別的機構發行；惟
於該等工具的投資所獲得的投資者保障必須與
上列第一、第二或第三項所獲者相若，且發行
公司的資本及儲備總額不得少於 10,000,000
歐元，並須遵照指令第 78/660/EEC(1)號規定
而提交及公佈其全年賬目，（若其隸屬於一個
包含一間或多間上市公司的集團）乃在集團內
負責融資事務又或是負責證券化投資工具融資
並可取得銀行融資額的實體。

c) 獲准於東西歐、美洲大陸、亞洲、大洋洲及非
洲任何其他國家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可轉讓
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d) 在東西歐、美洲大陸、亞洲、大洋洲及非洲任
何其他國家的受監管、定期運作、獲認可並向
公眾開放的其他市場上買賣的可轉讓證券及貨
幣市場工具；
e) 最近發行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惟發
行條款須包括承諾向 a)及 c)所指定的其中一家
證券交易所或 b)及 d)所指定的定期運作、獲認
可並向公眾開放的受監管市場提出正式上市申
請，並於發行後一年內獲准上市；
f) 指令第 2009/65/EC 號（經修訂）第 1 條第
(2)段 a)及 b)項涵義所指 UCITS 及╱或其他
UCI（不論是否位於歐盟成員國）的單位，且：
-

-

該等其他 UCI 已根據法律而獲認可；該等法
律規定該等其他 UCI 須接受 CSSF 認為與共
同體法律所訂定者相若的監管，並可確保兩
國之間當局充分合作；
其他 UCI 的單位持有人所獲得的保障必須與
UCITS 單位持有人所獲提供者相若，尤其為
有關資產劃分、借貸、借出、對可轉讓證券
及貨幣市場工具進行無備兌沽空的規則必須
與指令 2009/65/EC（經修訂）的規定相
若；

-

該等其他 UCI 的業務運作須於半年報告及年
報中報告，以便評估報告期間的資產及負
債、收入和運作；

-

根據擬購入的 UCITS 或其他 UCI 的組織文件
規定，其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單位
的資產（或任何附屬基金資產，惟須確保不
同附屬基金採用對第三者的獨立責任原則）
合計不得超過 10%；

g) 存放於信貸機構、可即時償還或有權提取、並
於不多於 12 個月內到期的存款；惟該信貸機
構的註冊辦事處須設於歐盟成員國，若該信貸
機構的註冊辦事處並非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須
符合 CSSF 認為與共同體法律所訂定者相若的
審慎規則（「有關機構」）；
h) 在受監管市場買賣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相若
現金結算工具及╱或場外交易金融衍生工具
（「場外交易衍生工具」），惟：
-

其相關資產為上文(a)至(g)分段所述的工具、
金融指數、利率、匯率或貨幣，且 SICAV 可按
其投資目標而作出投資；

(2)

此外，SICAV 可將任何基金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
資於上文(1)所述者以外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
具。

(3) SICAV 可購入直接經營其業務所必需的動產及不動
產。
II. 基金可持有附屬流動資產。
III. a)

(i)

(ii) 基金不可將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同一機構
的存款（若該機構為上文 I. g)所述信貸機構或存
管機構），如屬其他機構，該限制則為資產淨值
的 10%。
(iii) 基金就場外交易衍生工具交易對方而涉及的風險
承擔不可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若該機構為上
文 I. g)所述信貸機構），如屬其他機構，該限制
則為資產淨值的 5%。
b)

倘某項基金所持某機構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投資（個別而言）多於其資產淨值的 5%，則基金所
持有所有該等投資總值不得多於該基金資產淨值的
40%。
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存放於接受審慎監督的金融機構
的存款及與該等機構進行的場外交易衍生工具交易。
儘管存在 a)段所訂的個別限制，以下各項合計不可超
過基金資產淨值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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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由同一機構
發行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及如屬信用
掛鉤證券，則指信用掛鉤證券的發行機構及相關
證券的發行機構）。

單一機構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

7. 投資限制
（續）
-

存放於單一機構的存款，及╱或

-

與單一機構進行場外交易衍生工具交易及有效率
投資組合管理技巧所產生的風險承擔。

c) 如屬由歐盟成員國、其地方當局或任何其他國家或擁有
一個或以上歐盟成員國為其成員的公眾國際機構所發行
或擔保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則上文 a)(i)分段
所訂的 10%限制會提高至 35%。
d) 倘任何債券乃由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的信貸機構
所發行、並為保障債券持有人而根據法例受到特別公眾
監察，則上文第 a) (i)分段所訂的 10%限制會提高至
25%。自發行該等債券所得的款項尤其須遵照法例規定
而投資於資產，惟該等資產於該等債券的有效期間內必
須能夠就債券作出賠償，而若一旦發行機構破產，亦可
獲優先償還本金及支付應計利息。

第 V 段的規定並不適用於由歐盟成員國或其地方當局或任
何其他國家發行或擔保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由
擁有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為其成員的公眾國際機構所發行的
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同時，倘持有於非歐盟成員國成立的公司（該公司乃以在
該國設立註冊辦事處的發行機構的證券為主要投資對象）
的股份乃基金在該國法例下投資於該國機構證券的唯一途
徑，則上述限制亦可予豁免；惟該非歐盟成員國公司的投
資政策須符合第 III.、V.及 VI.a)、b)、c)及 d)段所訂限制。
VI. a)

倘若基金將其超過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本分段所述並
由一個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券，則其該等投資的總額不
可多於該基金資產淨值的 80%。
縱有上述規定，各基金可按分散風險原則而將不超過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由歐盟成員國、其地方政府或
機構、非歐盟成員國（獲 CSSF 接納者）或一個或多個
歐盟成員國為其成員的公眾國際機構所發行或擔保的可
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惟該基金須最少持有六種不
同的證券，而每種證券佔該基金資產淨值不超過 30%。
e) 在計算上文 b)段的 40%限制時，c)及 d)段所述的可轉讓
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不會被包括在內。

b) 在計算上文第 III 段所訂投資限制時，基金所投資的
UCITS 或其他 UCI 的所持相關投資毋須理會。
c) 若 SICAV 投資於 UCITS 及╱或其他 UCI 的單位，而有
關 UCITS 及╱或其他 UCI 乃由管理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
（該公司與管理公司乃由同一方管理或控制又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大量股權（即超過 10%的資本或投票權）以致
互相關連）直接或授權他人管理，則管理公司或其他公
司不得就 SICAV 投資於該項 UCITS 及╱或其他 UCI 的
單位而收取認購費或贖回費。

a)、b)、c)及 d)分段所載限制不可合併計算，就此，由
同一機構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同一機構
的存款或與同一機構進行的場外交易衍生工具交易在任
何情況下合計概不可超過任何基金資產淨值的 35%。

就前段所述之任何基金對其他 UCITS 及其他 UCI 作出的
投資而言，該基金及每項相關的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所支付的管理費總額（不包括任何表現費，如有）不得
超過附錄 A 就有關股份類別所註明每年管理費的上限。
在該等情況下，SICAV 將於其年報內註明向有關基金及
向其於有關期間內所投資的其他 UCITS 及非 UCI 收取的
管理費總額。

在計算本第 III 段所載限制時，就編列綜合賬目而言，
隸屬同一集團（定義見指令第 83/349/EEC 號（經不時
修訂）或遵照認可國際會計規則規定）的公司乃被視為
單一機構。
雖然如此，基金對同一集團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的投資可按其資產淨值 20%的限額計算。
IV. a) 在不影響第 V 段所訂限制的情況下，若某項基金的
投資政策乃旨在完全依照某項充分分散的股票或債
券指數的組合作出投資、而且該指數乃充分代表所
屬市場、以恰當方式公佈並於有關基金的投資政策
內披露，則第 III 段所訂限制可提高至最高為 20%
（就投資於同一發行機構發行的股票及∕或債券而
言）。
b) 倘在特殊市況下有充分理由（尤其為某些可轉讓證券或
貨幣市場工具在某些受監管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則 a)段所訂的限制可提高至 35%。惟此項投資限
額只能適用於單一發行機構。
V. SICAV 不可收購有投票權股份，而該投票權可致其對發行
機構的管理發揮重大影響力。
基金可收購不超過：
-

同一發行機構的無投票權股份的 10%；

-

同一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的 10%；

-

同一發行機構的貨幣市場工具的 10%。

倘若無法計算購入當時的債務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總額或
已發行證券淨額，則第二項及第三項限制可無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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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附錄 A 就一項或多項基金另作披露外，基金可購入
第 I.(1)f)段所述 UCITS 及╱或其他 UCI 的單位，惟於
UCITS 或其他 UCI 單位的投資、或於該單一項 UCITS
或其他 UCI 的投資合計不得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
若根據附錄 A 所載的投資政策及目標規定，此項限制
不適用於某一特定基金，該基金可購入第 I.(1)f)段所述
UCITS 及╱或其他 UCI 的單位，惟不得將其超過 20%的
資產淨值投資於單一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對
UCITS 以外的 UCI 單位作出的投資，合共不得超過基金
資產淨值的 30%。

d) 基金可購入(i)同一 UCITS 或其他 UCI，及(ii)（如屬設有
多項附屬基金的 UCITS 或其他 UCI，則為）每項附屬基
金不超過 25%的單位。倘若無法計算購入當時的已發行
單位總額，則可毋須理會此項限制。
VII. 縱有上述限制，基金（「投資基金」）可認購、購入及╱
或持有一項或多項基金（各稱為「目標基金」）將予發行
或已發行的證券，而 SICAV 毋須受到有關商業公司的 1915
年 8 月 10 日法例（經修訂）內關於公司認購、購入及╱或
持有本身股份的規定約束，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

目標基金不會投資於對其作出投資的投資基金；及

■

根據擬購入目標基金的投資政策，目標基金不得將
超過 10%的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
位；及

■

投資基金不得將其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單一
目標基金的股份；及

■

在目標基金股份由有關投資基金持有期間，股份隨
附的投票權（如有）須暫停行使，且不影響賬目及
定期報告的適當處理；及

■

在此等證券由投資基金持有期間，就核證 2010 年
法例所施加最低資產淨值規定而言，證券的價值將
不會計入 SICAV 的資產淨值；及

■

已對目標基金作投資的投資基金與該目標基金之間
毋須重複支付任何管理╱認購或贖回費用。

7. 投資限制
（續）
■

縱有上述限制，在適用盧森堡法例及法規容許最大
範圍內及一如附錄 A 就有關基金而披露者，任何基
金可被視作 2010 年法例涵義所指的集成基金╱聯
接基金。在該情況下，有關基金須遵從 2010 年法
例條文的規定。

VIII. a) 基金不可為其本身借入超過其資產淨值 10%的貸款，而
任何該等貸款須為臨時性質貸款，惟 SICAV 可按「背對
背」借貸的方式購入外幣。
b) SICAV 不可向任何第三者借出貸款或為第三者出任擔保
人。
縱有此項限制，SICAV 仍可購入未繳足可轉讓證券、貨
幣市場工具或第 I. (1) c)、e)及 f)項所述其他金融工
具。
c) SICAV 不可沽出無備兌的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
UCITS 或其他 UCI 單位或其他金融工具。
d) 基金不可購入貴金屬或代表貴金屬的證書。
IX. a) 基金在行使屬其資產一部份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
具所附認購權時，毋須遵守各項投資限制所訂規限。在
確保符合分散風險原則的同時，最近設立的基金可於設
立日期起計六個月期間內免受第 III.、第 IV.和第 VI.
a)、b)及 c)段約束。
b) 倘因 SICAV 不能控制的原因或由於認購權獲行使以致
超逾 a)段所述限制，則 SICAV 必須在顧及有關基金股
東利益的情況下，以糾正上述情況為首要目標而進行銷
售交易。
c) 若發行機構為設有多項附屬基金的法律實體，而附屬基
金的資產完全屬於其投資者及就該附屬基金設立、運作
或清盤而提出申索的債權人所有，則在引用第 III.、第
IV.和第 VI.段所載分散風險規則時，每項附屬基金須視
為一個獨立發行機構。
SICAV 在行使組成其資產的證券所附認購權時毋須遵從
投資限額百分比。倘因行使認購權或因超出 SICAV 控
制範圍的原因（例如基金資產值其後出現波動）以致牴
觸上述投資限額百分比，則在出售證券時會在妥為顧及
股東利益的情況下優先處理，務求糾正有關情況。
X. 分散風險
基金資產乃按分散風險原則而作出投資（即就德國投資稅
務法規定而言，各基金將會投資於超過三項風險取向不同
的資產）。
7.2 有關金融衍生工具的限制
按附錄 A 的進一步描述，並在有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第 7.1
節（一般限制）所載限制規限下，基金可僅為有效率投資組
合管理及對沖目的或為投資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下文
載有更多詳情）。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可僅為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及對沖目的（惟基金只可在下文所述情況下運用該等工
具）或為投資目的。股東務請留意章程第 8 節（風險忠告）
中「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
具」、「為投資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及「交易對方風
險」標題下所載的特定風險忠告。
金融衍生工具可包括（但不限於）期貨（包括貨幣期貨、股票
指數期貨、利率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約、互換
（例如利率互換及信貸違約互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例如
跨期合約與比率差價）。此外，金融衍生工具可就衍生工具再
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
基金可為達致其目標而就合資格投資訂立掉期合約交易。該等
掉期合約交易可予訂立而不受限制，惟須時刻遵從第 7.1 節所
規定的投資及借貸權力。再者，若基金訂立掉期交易，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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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資政策。有關基金的投資範圍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遵照第 7 IV. A)及 b)節規定，某些非證監會認可基金可運用指
數（包括商品指數，惟一項成份投資所佔該指數比重必須一直
低於 35%）衍生工具。任何時候該指數只可有一項成份的比重
超過 20%限額，而且該項投資必須符合有關章節的所有其他規
定。
指數比重可根據一套準則（例如主要產品或市值）釐定，並可
能會有其中一項成份的比重在短或長期因為市況而超過 20%
（視乎有關指數的規則而釐定）。
若基金運用指數衍生工具，該等金融衍生工具相關指數成份的
檢討及調整比重頻密程度乃按指數而異，可屬每週、每月、每
季或每年。就有關基金履行投資目標而言，調整比重的頻密程
度不會對開支構成任何影響。
有關該等指數的進一步資料可向管理公司索取。
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容許為降低有關風險及╱或成本及╱或增
加資本或收入回報而運用衍生工具，惟任何該等交易須符合有
關基金的整體投資限制，且交易所產生任何潛在風險承擔必須
有足夠應付可能產生的支付或交付責任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作全
數敷支。若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而運用該等衍生工具，運用
此等工具的風險須可由 SICAV 的風險管理過程充分控制，且運
用該等工具不得導致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出現改變又或與本章
程所載一般風險政策相比對有關基金構成重大額外風險。
投資目的
基金可就合資格投資項目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其目標
（即投資目的）。該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可予訂立而不受限制，
惟須時刻遵從第 7.1 節（一般限制）所規定的投資及借貸權力
以及第 7.6 節（風險管理程序）所述的風險值整體風險限制。
基金僅於符合其投資目標及政策的情況下方會訂立金融衍生工
具交易。有關基金的投資範圍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 A 所
載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總回報掉期
倘基金獲准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則可能包括總回報掉期（一種
場外交易金融衍生工具）。概括而言，總回報掉期為一方
（「總回報支付方」）轉讓參考資產（舉例而言，可以是股
份、債券或指數）的總經濟表現予另一方（「總回報接收
方」）的協議。總回報接收方必須繼而支付參考資產價值的任
何跌幅及另外可能需付的若干其他現金流予總回報支付方。
基金所訂立的總回報掉期可以是已付款及∕或未付款掉期的形
式。「未付款掉期」指於開始時總回報接收方並無即時繳付款
項。「已付款掉期」指總回報接收方即時繳付款項以換取參考
資產的總回報，因此成本可因即時繳付款項的規定而較為高
昂。
總經濟表現包括收入及費用、來自市場變動的收益或虧損以及
信用損失。
基金可使用總回報掉期取得資產（或其他參考資產）的正面或
負面持倉，如該基金不欲自行買入及持有該資產，或為了獲利
或避免虧損。
使用總回報掉期有可能導致交易對手風險及潛在利益衝突有所
增加（例子包括（但不限於）若交易對方為有關連人士）。
就根據其投資目標及政策可使用總回報掉期的基金而言，基金
將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預期比例及最高比例於附錄 A
披露。該等比例應理解為總票面價值。該等比例（包括最高比
例）並非上限，實際百分比可視乎（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情況
等因素而隨時間改變。
倘基金可使用總回報掉期或其他具類似特徵的金融衍生工具，
則該等工具將以總回報方式被該基金採用，為取得有關基金本

7. 投資限制
（續）
身可按附錄 A 所披露的投資目標及政策持有的任何資產的持
倉。

任何就該等證券借出安排所涉及證券派付的利息或股息，須撥
歸有關基金所有。

除附錄A另有規定外，基金可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預
期比例及最高比例為0%。倘有關基金根據其投資目標及政策開
始使用總回報掉期，章程將作出更新以載入投資於該等工具的
預期比例及最高比例。

SICAV可為基金進行此部分第二段所指的交易，但不得超過有
關基金資產淨值的100%。然而，截至章程日期，並無基金使
用證券融資交易。如果某基金使用證券融資交易，此章程將
會被更新。

總回報掉期所產生的所有收益須於扣除所產生的任何直接及間
接成本及費用後退回相關基金。有關直接及間接成本及費用須
包括應付總回報支付方的總額。有關成本及費用將按一般商業
收費水平（如有）計算，並將由相關方面涉及的相關基金承
擔。原則上，總回報支付方並非SICAV的關聯方。

7.4 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和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的抵押品
的管理
有關基金將會以下文所載方式索取抵押品，以作為任何有效率
投資組合管理技巧（包括證券融資交易）及場外交易衍生工具
（包括總回報掉期）的抵押。

7.3 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證券借出交易及購回╱反向
購回交易
購回╱反向購回交易及證券借出交易只可按照一般市場慣例而
訂立，並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

就證券借出交易而言，相關基金於任何時候索取的抵押品的市
場價值均須最少達到借出證券市場價值的100% 。

SICAV可於運用若干有關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的技巧及
工具時借出組合投資或訂立購回╱反向購回交易，惟須符合
2010年法例及盧森堡現時或日後相關法律、實施規例 (包括證
券融資交易)、通告文件或CSSF規定及（尤其為）(i)有關2010
年法例若干定義的2008年2月8日大公國規例第11條，及(ii)有
關適用於集體投資計劃的規則的CSSF通告文件第08/356號所
載規定容許範圍內並在該法例訂定限制之內（此等規定可不時
修訂或取代）。SICAV可為賺取額外資本或收入又或為減輕費
用或風險而為每項基金：(A)訂立證券借出交易，及(B)以買方
或賣方身份訂立選擇性或非選擇性購回及反向購回交易。
運用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將會符合有關基金的最佳利益，
惟個別技巧或會導致交易對方風險提高及產生潛在利益衝突
（例子包括（但不限於）若交易對方為有關連人士）。有關基
金就SICAV運用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而採用的建議有效率
投資組合管理技巧及政策的詳情載於下文。有關風險的詳情載
於第8節（風險忠告）。
若與SICAV的任何委任投資經理或投資顧問或兩者任何關連人
士進行證券借出交易，則該等交易必須按公平交易原則並以一
般商業條款執行。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的現金抵押品尤其須按
比例承擔該貨幣市場基金的開支（包括管理費）。投資者務請
留意，該等開支乃在SICAV所收取並於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
開支）披露的管理費之外。
SICAV有權隨時終止證券借出安排，並要求歸還任何或全部已
借出的證券。協議必須規定，一旦發出該通知，借方即有責任
在五個營業日或一般市場慣例所規定的其他期間內交還證券。
若SICAV代表基金訂立反向購回交易，將有權隨時按應計基準
或按市價估值基準討回全數現金或終止反向購回協議。若可隨
時按市價估值基準收回現金，則按反向購回協議按市價估值的
價值來計算基金的資產淨值。

就場外交易衍生工具而言，於適用的最低轉讓金額(MTA)的規
限下，相關基金將根據相關信用擔保附約(CSA)所列條款收取
∕支付抵押品。
每項證券融資交易或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必
須附有抵押品，並將符合以下準則：
(i)

流通性－抵押品（現金除外）將具備高流通性，並於受監
管市場或訂價透明的多邊交易機制買賣，使抵押品能夠迅
速按貼近其出售前估值的價格出售。抵押品將符合本章程
第7.1.(V)節的規定；

(ii) 估值－抵押品將每日估值，且不應接受具有高度價格波動
性的資產作為抵押品，除非已作出適當的審慎調整則作別
論；
(iii) 發行機構質素－抵押品將具備高質素；
(iv) 相關性－抵押品發行機構將獨立於交易對方，預期不會與
交易對方的表現有高度相關性；
(v) 多元化－抵押品在地區、市場及發行機構各方面將充分分
散。在分散發行機構方面，單一發行機構所佔有關基金資
產淨值的最高比例不得超過20%。若基金面對不同的交易
對方，在計算單一發行機構的20%風險限額時，應合併計
算不同籃子的抵押品。儘管有上述規定，基金可將由歐盟
成員國、其一個或多個地方當局、第三國、或一個或多個
歐盟成員國為其成員的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或擔保的不同
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作全面抵押。基金須最少持有
六種不同的證券，而每種證券佔該基金資產淨值不超過
30%。
索取作為抵押品的任何證券並無最短剩餘期限的規定。

各基金就證券融資交易及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
期）而收到的所有資產，將被視作2010年法例所指的抵押品，
若SICAV代表基金訂立購回交易，SICAV將有權隨時討回協議所 並將符合上述準則。有關抵押品管理的風險（包括運作及法律
涉及的任何證券，並終止購回協議。
風險），乃透過SICAV所運用的風險管理過程予以確定及減
輕。
SICAV將確保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所產生的全部收入（扣
除直接及間接經營成本（不包括隱藏收益）後）將撥歸SICAV
有關基金可就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合約交易（包括總回報掉期）
所有。
而收取抵押品，以減輕交易對方風險承擔。根據此等交易所收
取抵押品水平，乃按與個別交易對方訂立的協議而協定。不受
若SICAV就某項基金而從事證券借出，可委任證券借出代理
抵押品保障的交易對方風險承擔，均會時刻維持在低於上文第
人，後者可就其證券借出活動收取費用。預期任何該等證券借 7.1節所述的監管限額。
出代理人不應為存管機構或管理公司的聯屬公司。該等證券借
出活動所產生任何營運成本均由證券借出代理人承擔，並從其 若涉及業權轉讓，所收取的抵押品將會由存管機構或其代理人
費用中撥付。
持有。如屬其他類別的抵押品安排，抵押品可由第三者保管人
持有，後者須接受審慎監督，並與抵押品提供者無關。
SICAV將時刻確保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的條款（包括任何
現金抵押品投資）均不會影響其履行贖回責任的能力。
因基金就訂立場外交易衍生工具而收取的現金抵押品及優質政
府債券將由存管機構∕其獲授權人士存管，此將會受惠於相關
定期購回合約或反向購回合約若不超過七天，須視作按SICAV
基金。
可隨時收回資產的條款而訂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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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資限制
（續）
收取的抵押品可隨時由SICAV充分行使，而毋須知會交易對方
或經交易對方批准。因此，若該機構違約，抵押品會即時歸
SICAV所有，交易對方無權提出追索。
核准抵押品類別
遵照上述標準，SICAV (i)只可接受現金及優質政府債券作為場
外交易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掉期）的抵押品，以及(ii)就證券
融資交易而接納以下各類別的抵押品：

可獲接納的交易對方
SICAV若代表基金訂立證券融資交易及場外交易衍生工具（包
括總回報掉期），其交易對方必須為根據CSSF定義被視為合資
格的機構並且至少達到標準普爾、穆迪或惠譽的投資級別的最
低信貸評級。若交易對方並未經評級，而基金可由具備並維持
至少達到標準普爾、穆迪或惠譽的投資級別的信貸評級的機構
就一旦交易對方違約而蒙受的損失提供彌償保證或擔保，則亦
可接納未經評級的交易對方。

(iv) 有關機構所發行或非銀行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券╱商業票
據（若有關發行或或發行機構具備A1或同等評級）；

交易對方風險承擔
SICAV年報將會載列申報期間以下各項的詳情：(i)透過有效率
投資組合管理技巧及場外衍生工具而產生的交易對方風險承
擔、(ii)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及場外交易衍生工具的交易對
方、(iii)基金為減少交易對方風險承擔而收取的抵押品類別及款
額，以及(iv)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所產生的收入，連同所
招致直接及間接成本及費用，以及獲支付此等開支及費用的實
體。

(v) 有關機構所發行、剩餘期限不超過三個月的無條件不可撤
回信用證；及

年報亦將會告知股東有關基金使用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
（包括證券融資交易（視情況而定））及總回報掉期的情況。

(vi) 於歐洲經濟區、英國、瑞士、加拿大、日本、美國、澤
西、根西、曼因島、澳洲或紐西蘭的證券交易所買賣的股
本證券。

7.5 其他限制
I. (1) 倘場外期權交易對有關基金更有利或無法覓得具備所需
特色的掛牌期權，則SICAV可與參與場外期權交易的高
評級金融機構進行場外期權交易；

(i)

現金；

(ii) 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證券；
(iii) 有關機構所發行的存款證；

抵押品再作投資
除下文所載者外，以抵押品方式收到的現金不得作其他投資或
用途：
(i) 以存款方式存放於有關機構；
(ii) 投資於優質政府證券；
(iii) 就反向購回協議而使用；惟交易對方須為受審慎監督的信
貸機構，且SICAV能夠隨時按應計基準收回全數現金；
(iv) 投資於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有關歐洲貨幣市場基金通用
定義的指引所界定的「短期貨幣市場基金」。
再投資的現金抵押品將會遵照適用於非現金抵押品的分散要求
而作多元化投資。
用作投資的現金抵押品不得以存款方式存放於交易對方或有關
連機構或投資於後兩者所發行的證券。
收取的非現金抵押品不得出售、質押或再投資。
壓力測試政策
若SICAV取至少相當於基金資產淨值30%的抵押品，其將會實
施壓力測試政策，以確保在正常及特殊流通性情況下進行定期
壓力測試，令其能夠評估抵押品所附帶的流通性風險。
抵押品估值
通常來說，證券形式的抵押品（例如股票及債券）將每日按市
價計值，由公認定價來源或有信譽的交易商取得於相關時間
（或前一個營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的買入或中期市場價格估
值。一般而言，證券抵押品將按買入價估值，此乃假如基金因
交易對方違約而出售證券所獲得的價格。然而，倘此乃相關交
易的市場慣例，則可使用中期市場價格。倘基金對交易對方有
淨持倉（即假如所有交易於該日終止，交易對方將結欠基金較
多款項），抵押品通常可於考慮任何限額（即可以要求抵押品
的最低持倉水平）及應用任何調整（見下文）後每日追收。
調整政策
SICAV已因應基金收到作為抵押品的每類資產實施調整政策。
SICAV一般運用現金與經合組織國家優質政府債券作為抵押
品，並視乎該等抵押品的到期日與質素而作出0%至15%的調
整。雖然如此，SICAV亦可不時遵照抵押品政策及政策而運用
其他獲准形式的抵押品，而調整政策將會考慮到有關資產類別
的特徵，包括抵押品發行機構的信貸評級、抵押品的價格波動
性，以及遵照壓力測試政策而進行的任何壓力測試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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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CAV只可將現金（為免產生疑點，現金包括通知存
款）存放於資產（減對銷賬目後）超過壹億美元
(100,000,000美元）的銀行，或存放於資產負債表總額
不少於上述數額的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
(3) 各基金於任何時候均不可將現金資產存放於管理公司、
分經銷商、投資經理或任何有關連機構，除非該等機構
擁有其註冊成立國家的持牌銀行資格則作別論；
(4) 除已獲董事書面同意外，SICAV不得與其委任的任何投
資經理或投資顧問或任何一方的任何關連人士買賣、借
入或借出投資組合的投資，或以其他方式與彼等進行交
易。該等交易（如有）將於SICAV的周年報告披露，並
會按公平交易原則及以一般商業條款執行。
(5) SICAV將採取措施，以確保任何基金不會在知情情況下
就集束彈藥、含有貧化鈾的彈藥及武器，及傷人地雷，
以及生化武器提供融資。此處尤其包括不會在知情情況
下投資於由其主要業務為製造、使用、維修、銷售、展
示、分銷、入口或出口、儲存或運輸集束彈藥、含有貧
化鈾的彈藥及武器，及傷人地雷以及生化武器的機構所
發行的任何形式證券，而董事將會因而執行有關內部投
資指引。
II. 此外，視乎基金獲准分銷的地點，以下額外限制或會適用。
為免產生疑問，任何限制如適用於在下述國家註冊以進行分
銷的基金，均須一直受到適用於 2010 年法例下基金的限制
及其他規定約束:
(i) 台灣
只要SICAV仍在台灣註冊，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會」）另行核准或豁免外，在台灣發售及銷售的基金（境外
指數股票型基金除外），須符合以下限制：
(a) 基金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比率，不得超過金管會所訂
定之下述比率：(i)基金為增加投資效率，持有衍生性商
品未沖銷部位之風險暴露，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四十及(ii)為避險需要，該基金持有衍生性商品
未沖銷空頭部位價值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所持有
之相對應有價證券總市值；
(b) 基金不得投資於黃金、商品現貨及不動產；
(c) 基金投資中國大陸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佔該基金總投資

7. 投資限制
（續）
之比率，不得超過金管會所訂定之比率；
(d) 台灣境內投資者投資金額佔個別基金比率，不得超過金
管會規定之一定限額；
(e)基金之投資組合不得以台灣證券市場為主要的投資地區，
該投資比率由金管會定之；
(f) 基金不得以新台幣或人民幣計價；及
(g) 基金必須成立滿一年。
(h) 若某項基金被歸類為債券基金，並於2014年3月1日後
在台灣註冊，其對股票及股本證券的合計投資額不得超
過基金資產淨值的10%。有關台灣註冊基金名單的資
料，可向管理公司及∕或資料處理代理人索取。
倘若上述限制變更時，SICAV應遵從變更後之限制。
(ii) 香港
儘管 SICAV 現時根據 2010 年法例而獲 CSSF 認可為
UCITS，而章程亦已就規例所訂的新投資限制予以更新，但
只要 SICAV 及基金仍獲香港證監會認可，除證監會另行批准
外，管理公司及每名有關投資經理確認擬(i)遵照 2010 年法
例運作各於香港獲認可的基金；及(ii)遵守證監會不時就有關
基金施加的任何其他規定或條件（除非另行獲得證監會同
意）。儘管所有證監會認可的基金均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
理及對沖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但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劵基金、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及景
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亦可為投資目的而訂立金融衍生工
具。只有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及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亦可為投資目的而廣泛訂立金融衍生工具。除非另行獲得證
監會同意，上述政策若有任何更改，有關證監會認可基金的
現有香港投資者將會獲發最少一個月事先通知，而有關發售
文件將會就此而作出更新。

(iv) 德國
若某項基金乃在德國註冊以進行分銷，其須遵從下列限制
（及德國投資稅務法（「德國投資稅務法」）下的其他有關
資料）。敬請留意，德國投資稅務法所界定與投資無關的限
制於章程第1節披露：
(a) 每項基金會將其最少 9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德國投資稅
務法（經不時修訂）有關條文所界定的合資格資產（可
包括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工具、銀行存款、房地
產、房地產等同權利及其他司法管轄區法律下的相若權
利、德國資本投資法第 1 條第 19 段第 22 項涵義所指
房地產公司的分紅；用作管理德國資本投資法第 231 條
第 3 段涵義所指產業的業務裝置及其他項目、境內及境
外投資基金股份或分紅、德國資本投資法第 1 條第 19
段第 28 項涵義所指 ÖPP 項目公司分紅（若此等分紅的
市場價值能夠釐定）、貴金屬、企業非證券化貸款及分
紅（若此等分紅的市場價值能夠釐定））；
(b) 每項基金不會將其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其證券並
非在受監管市場上市或買賣的公司；
(c) 每項基金對一間公司作出的投資將維持在該公司 10%以
下的資本；及
(d) 每項基金可籌措的短期信貸（即借款）最多不得超過其
資產淨值的 10%。
此外，
-

根據德國投資稅務法部份豁免機制（定義見第 20 節
），Invesco Sustainable Allocation Fund 及於附錄 A
被分類為「股票基金」及「其他股票基金」（不包括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景
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及 Invesco Global Equity Market
Neutral Fund）擬具有資格作為股票基金（定義見德
國投資稅務法第 2 條第 6 分條），且其超過 50%的資
產淨值將繼續投資於股票（定義見德國投資稅務法第
2 條第 8 分條）。

-

再者，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景順亞洲平衡基金及
Invesco Global Income Fund 擬具有資格作為混合基金
（定義見德國投資稅務法第 2 條第 7 分條），且其至
少 25%的資產淨值將繼續投資於股票（定義見德國投
資稅務法第 2 條第 8 分條）。

於SICAV獲證監會認可為互惠基金公司的期間內：
(a) SICAV不得將任何基金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部份
繳付或未繳股款的證券，倘有關證券無法於購入之日起
計一年內由SICAV選擇繳足，則任何該等投資均須獲存
管機構批准方可進行；
(b) SICAV不得購入或以其他方式收購任何其持有人須承擔
無限責任的投資；
(c) 倘某項基金所持有由有關銀行或金融機構所發行或由其
擔保的貨幣市場工具總值連同存放於該銀行或機構的現
金存款超過該基金資產淨值的25%（或倘該銀行或金融
機構為關連人士，則為10%)，SICAV不得將款項存入該
銀行或金融機構；
(d) 除附錄A就有關基金而另有註明外，將任何基金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中國A股及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
資於中國B股（包括透過互聯互通、參與票據、股票掛
鉤票據或相若聯接產品或安排而作出的投資）。除非另
行獲得證監會同意，上述政策若有任何更改，有關證監
會認可基金的現有香港投資者將會獲發最少一個月事先
通知，而有關發售文件亦會就此而作出更新。
(e) 除附錄A就有關基金而另有註明外，若基金乃以股本證
券為主要投資對象，可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
由未評級及∕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國家所發行或
擔保的證券。
(iii) 日本
若某項基金乃在日本註冊，SICAV不得合共持有（受其管理
的UCI中的全部持股量合併計算）任何一間公司的已發行股
份或股票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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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國投資稅務法第 2 條第 9a 分條第 2 及第 3
句，股票額度將按有關基金資產淨值計算。
如屬投資於目標基金（定義見第7.1. VII節），為計
算其股票額度，各基金將考慮於目標基金每個營業
日公布的目標基金實際股票額度，惟每週須最少進
行一次估值。
有關在德國提呈發售及銷售的基金名單，請參閱德國地區
補編（載於德文版章程第12節）。
(v) 法國
若某項基金乃在法國註冊以進行分銷，並以合資格納入Plan
d’Epargne en Actions (PEA)的方式提呈發售，請注意下列限
制將於任何時候適用：
有關基金將永久投資最少75%於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
國，或已與法國簽訂包含行政援助條款以打擊欺詐或逃稅的
稅務條約的歐洲經濟區其他成員國的公司。
有關合資格納入PEA的基金名單請參閱載於www.invesco.fr的
法國國家補充文件。
(vi) 智利

7. 投資限制
（續）
若某項基金乃在智利註冊以進行分銷，根據Comision
Clasificadora De Riesgo頒佈的規例，基金不會運用並不依靠
基金資產淨值35%以上合適覆蓋率的衍生工具。
7.6 風險管理過程
管理公司將會採用風險管理過程，使其能夠監控及衡量持倉風
險及其對每項基金整體風險承擔的影響。在適用情況下，管理
公司將會採用一個過程，以對任何場外交易衍生工具的價值作
出準確及獨立評估。
視乎管理公司遵照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而對有關基金因其投資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其可能運用金
融衍生工具及基金的特色）而形成的風險取向所作評估，管理
公司將運用風險值方法或「承擔法」來計算每項基金的整體風
險承擔。除附錄A就特定基金而另有規定外，為顧及股東利
益，管理公司將就每項基金的風險值預設使用先進風險計算方
法。
在計算是否符合本章程第7.1節（一般限制）III分節所載交易對
方風險承擔限額時，因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而產生的交易對方風
險承擔將會與其他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技巧的交易對方風險承
擔合併計算。
風險值為一項統計模型，旨在就「正常」市況下某一特定期間
按特定信心水平（或然率）計算最大潛在虧損。
每項運用風險值的基金可使用絕對風險值方針或相對風險值方
針（旨在衡量相對於某一指標或參考組合的風險），進一步詳
情載於附錄A。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再者，遵照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SICAV將於附錄A就每項基金披露預期槓桿水平。此項比率只是
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的情況，乃按
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每項基金的進一步詳情載
於附錄A）計算。為免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
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工具可能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
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指個別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僅就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及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而言：在使用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票面價
值總和計算來預期槓桿水平時，任何期權持倉的票面價值均可
透過期權價格變動風險值進行調整（期權價格變動風險值是指
期權面臨相關的資產價格變動幅度）。
基金採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乃以金融衍生工具相關資產
等同持倉的市值（計及可能的對銷及對沖安排）對其資產淨值
的比率表示。
Invesco集團的聯屬公司設有獨立於委任組合經理的風險管理團
隊，代管理公司進行風險監控及申報，並提交管理公司執行主
任的監督報告。槓桿比率計算、風險值計算、回溯測試以及交
易對方風險承擔限額及發行機構集中程度須時刻符合最新有關
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所載規則。有關每項基
金所運用計算整體承擔及槓桿比率的方法的詳情，請參閱附錄
A。
管理公司對SICAV的風險管理承擔最終責任。
董事將至少每季收取有關風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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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風險忠告
（續）
8.1 一般資料
以下風險適用於所有基金：
一般投資風險
由於各基金的股份價值乃取決於的相關投資的表現，而該表現
受市場波動影響，故概不保證基金的投資目標將可實現，亦不
保證所投資的金額可於贖回股份時歸還予股東。基金的股份價
值可跌可升。
投資於世界各地涉及若干風險，包括：


基金資產的價值可能受到若干不明朗因素影響，例如基金
所投資國家的政府政策更改、稅項、匯率波動、施加調回
貨幣限制、社會及宗教的不穩定因素、自然災害、政治、
經濟或其他法律或法規的發展等因素所影響，尤其基金受
所投資國家有關外資擁有權比例的法例的變動所影響。



基金所投資的若干國家所適用的審計及財務申報準則、
慣例及披露規定或會有別於盧森堡所適用者，即投資者
所取得的資料可能較少，有關資料亦可能過時。



倘股東參考貨幣有別於股份類別貨幣、基金基礎貨幣或
基金投資之證券貨幣，股東或會受到該等貨幣之間變動
的影響。

終止風險
SICAV、基金及∕或若干股份類別可在若干情況下按第9.2.6節
（清盤與合併）所指明的方式終止。若干投資於終止時的價值
或會低於購入成本，以致股東錄得已實現投資虧損及╱或無法
收回相等於當初投入資本的款額。

網絡安全風險
Invesco 集團已制定並實施與行業指引相符的政策，以保障信
息資產及該等資產處理系統的隱私、保密性、完整性及可用
性。Invesco 集團已制定行政、實體及技術保障措施，以保障
信息資產免遭意外、非法或未經授權地使用，並避免損害、損
毀、未經授權披露、發佈、遺失、篡改、修改及/或轉移該等資
產。此外，所有獲授權人士及服務供應商於接受委任時均會填
寫全面的安全盡職調查問卷並接受持續審查。
然而，該等措施無法提供絕對的安全保障。用作透過未經授權
的方式取得資料、導致服務終止或降級或損毀系統的技術在不
時變更，可能難以進行長期監測。從第三方購買的軟硬件或存
在設計或製造缺陷或其他問題，可能意外危害信息安全。由第
三方向 SICAV 獲授權人士提供的網絡連接服務可能易受攻擊，
導致 SICAV 獲授權人士的網絡也遭受攻擊。SICAV 獲授權人士
的系統或設施可能易受僱員失誤或不當行為、政府監察或其他
安全威脅的影響。SICAV 獲授權人士向股東提供的線上服務亦
可能易受到攻擊。SICAV 獲授權人士的資訊系統受到攻擊可能
會導致有關 SICAV 及其基金交易的資料及股東或其他人士的個
人身份識別資料遭遺失或被不當取得、使用或披露。SICAV 獲
授權人士的服務供應商可能與其獲授權人士面臨相同的電子信
息安全威脅。如果服務供應商未能採用或妥善遵守資料保護政
策，或倘其網絡受到攻擊，有關 SICAV、其基金交易的資料及
股東或其他人士的個人身份識別資料可能遭遺失或被不當取
得、使用或披露。SICAV 獲授權人士的專有資料遭遺失或被不
當取得、使用或披露可能導致 SICAV 及其基金（其中包括）蒙
受財務損失、業務中斷、向第三方承擔責任、受監管機構干預
或名譽受損。上述任何事件可能對該等基金及股東的相關投資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歐洲聯盟及歐元區解體風險
託管風險
希臘危機及對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憂慮以及最
SICAV所擁有的資產均由存管機構以託管形式代SICAV持有，該 近的英國公投及由此觸發的「英國脫歐」議題導致市場質疑歐
存管機構亦受CSSF監管。
元區及歐洲聯盟的穩定性。歐元區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的退出風
險或會導致（其中包括）部分國家主權債務惡化，影響可能蔓
存管機構可將SICAV資產的保管事宜交託SICAV所投資市場上的 延至其他國家（可能是全球層面）及其金融市場。這亦可能導
分保管人。盧森堡法律規定存管機構的責任不會因其已將
致銀行業整體穩定性下降、歐元區一個或多個國家或會恢復使
SICAV資產交託第三者而受到影響。CSSF規定存管機構必須確 用本國貨幣，或於更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整個歐元區解
保以託管形式持有的非現金資產在法律上嚴格劃分，並須保留 體。該等潛在發展或相關市場觀點以及相關事宜（例如貨幣及
可清楚確定所有託管資產的性質及款額、每項資產的擁有權和 主權債務的潛在波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負面影響。
資產業權文件存放地點的記錄。存管機構若有聘用分保管人， 股東應仔細考慮歐元區及歐洲聯盟變動可能對其於基金之投資
CSSF規定存管機構必須確保該分保管人可維持此等標準，而存 的價值產生的影響。
管機構的責任不會因其委任分保管人持有SICAV全部或部份資
產而受到影響。然而，若干司法權區對一般資產擁有及託管以 FATCA風險
及確認實益擁有人權益（例如基金）實施不同規則。將保管職 SICAV 及各基金將設法符合其被施加的責任，以免被徵收任何
能交託位於歐盟以外的第三方前，存管機構必須取得獨立法律 FATCA 預扣稅，惟不能保證 SICAV 及各基金將能夠符合有關
意見，以確保合約安排於第三方無力償債時仍可強制執行。若 FATCA 的責任。若 SICAV 及各基金因 FATCA 制度而須繳納
於該等國家的有關分保管人進入無力償債的法律程序，基金收 FATCA 預扣稅，則股東所持股份的價值或會蒙受重大損失。
回其資產的過程或會出現延誤。
停市及暫停基金風險
存管機構必須持續評估SICAV資產持作保管的國家的託管風
基金可投資於在受監管市場上市的證券。受監管市場或會因市
險。存管機構可能不時確定某司法權區存在託管風險，並建議 況、導致交易無法進行的技術故障又或根據受監管市場規則而
或迫使投資經理迅速變現若干投資。於該等情況下，該等資產 停止或暫停買賣。若受監管市場停止或暫停買賣，基金即無法
的售價可能低於SICAV於一般情況下原應收取的價格，繼而影
買入或沽出在該受監管市場買賣的證券，直至復市為止。
響基金的表現。
再者，某一發行機構的證券或會因為與該發行機構有關的情況
同樣，投資經理可尋求投資於存管機構並無代理機構的國家上 而暫停在受監管市場上的買賣。若某種證券停止或暫停買賣，
市的證券，令存管機構必須物色及委任當地保管人。此過程可 基金即無法沽出該種證券，直至復市為止。
能需要一定時間，令基金錯失投資機會。
SICAV 亦可暫停計算任何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有關進一步詳
就現金資產而言，一般情況為任何現金戶口將會指定作存管機 情，請參閱第 6.5 節（暫停釐定資產淨值）。
構為相關基金所持有。然而，基於現金的可互換性質，現金將
於開設該等現金戶口的銀行（不論為分保管人或第三方銀行）
結算風險
的資產負債表上顯示，並不會於該銀行清盤時受到保護。基金
基金會因與其進行證券交易的機構而承擔信用風險，並有可能
因而就該等銀行而承受交易對方風險。受制於任何就銀行存款
承擔結算違約風險，特別是有關債券、票據及類似債務承擔或
或現金存款而適用之政府擔保或保險安排，若分保管人或第三
工具等債務證券。股東亦請留意，新興市場的結算機制普遍不
方銀行持有現金資產而其後無力償債，基金則須連同其他無抵
如發達國家完善及可靠，結算違約風險會因而提高，基金有可
押債權人證明有關負債。基金將就該等現金資產持續監管其風
能因為新興市場投資而蒙受嚴重虧損。基金會因其進行交易的
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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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方或透過其進行交易的經紀行、交易商及交易所（不論
其在交易所進行交易或場外交易）而承擔信用風險。若基金將
資產存放於某經紀，而該經紀破產、該經紀代基金執行及結算
交易的任何結算經紀破產，又或交易所結算公司破產，基金或
須承擔損失資產的風險。在任何情況下存管機構將按適用法規
履行其監管上述各方的責任。
交易對方風險
倘SICAV買賣並非於認可交易所買賣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約（包
括外匯合約），則會因有關交易對方而承擔信用風險。該等工
具並無給予適用於在組織完善的交易所買賣金融衍生工具的參
與者的保障（例如交易結算公司的履約保證），基金因而須承
擔交易對方可能無力償債、破產或違約的風險，又或因為影響
交易對方的信用或流通性問題而導致結算延誤。基金可能不易
覓得替代交易對方以執行原有合約的對沖或有效率組合策略，
基金亦可能在執行替代合約期間因為不利市場走勢而蒙受損
失。交易對方信貸評級若被調低，基金或須終止有關合約，以
確保符合其投資政策及╱或適用規例。
索取抵押品或可減低但不能完全消除交易對方風險。基金所持
抵押品的價值可能不足以保障基金面對無力償債的交易對方所
承擔的風險，此亦為一項風險。舉例而言，這可能是由於抵押
品的發行機構本身違約（或如為現金抵押品，則存放有關現金
的銀行變成無力償債）、相關抵押品欠缺流動性（意味其無法
於抵押品提供者違責後及時出售），或因市場事件而造成的價
格波動。倘基金於交易對方違約後嘗試將抵押品變現，相關抵
押品可能欠奉或受制有限的流動性或或存在其他限制，並且任
何變現所得款項可能不足以抵銷基金對交易對方所承擔的風
險，而基金可能無法收回任何短缺的欠額。
抵押品管理亦面對多項操作風險，可導致未能索取抵押品以保
障基金的風險或未能於到期時從交易對方索回抵押品。SICAV
為基金所訂立的法律安排有可能被相關司法權區法院裁定不能
強制執行，此亦為一項風險，意味基金無法在交易對方違責時
強制執行其對所收取抵押品的權利。
倘抵押品以轉移所有權方式交付，則基金將承擔有關交易對方
信譽的風險，在交易對方無力償債的情況下，任何轉移作為抵
押品超出基金面對該交易對方所承擔風險的金額將導致基金的
就此成為認可無抵押債權人。
倘交易對方行使基金根據抵押權益安排向其提供作為抵押品的
金融工具（例如股份或債券）的使用權，則基金對有關工具的
擁有權權利將在相關安排的條款的規限下，被交付等同金融工
具的無抵押合約申索取代。相關金融工具將不會由交易對方根
據客戶資產規則或相若權利持有，故不會與交易對方本身的資
產分開存放或以信託形式為基金持有。因此，於交易對方違約
或無力償債時，基金可能無法收取該等等同金融工具或收回金
融工具的全部價值。
倘排解機構根據任何相關排解機制就交易對方行使其權力，則
基金本來可能擁有採取針對交易對方的任何行動的任何權利
（例如終止相關協議）可能遭相關排解機構擱置及∕或該基金
的交付等同金融工具申索可能有所減少（部份或全部）或被轉
換為股票及∕或資產或負債的轉移可能導致該基金的申索被轉
移至不同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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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切換風險

貨幣匯兌風險

流通性風險

8.2 與特定基金有關之風險
下表顯示於本章程日期被視為與各基金相關或重大的風險，惟並不旨在提供購入及持有有關基金股份的全部相關風險的完整解
釋，然而，所有主要風險已作披露，建議股東參閱整個本第 8 節以了解該等風險的更詳盡說明，以便對投資作出知情判斷。此
外，各基金的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已予更新，以反映相關主要風險。然而，某特定基金並無列明的風險或會於不同時間在某程
度上適用於該基金，且並不是每項適用於基金投資的風險均有列出。儘管存在下表所示的風險，惟各基金將時刻遵守第 7 節所
詳述的投資限制（包括第 7.5 節的額外限制）以及附錄 A 的進一步限制。表中所示的風險於下文闡述。此外，部份基金的特定
風險因素亦可能載於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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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風險

投資組合切換風險

貨幣匯兌風險

流通性風險

8. 風險忠告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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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風險

投資組合切換風險

x

信用風險

Invesco Sterling Bond
Fund

貨幣匯兌風險

流通性風險

8. 風險忠告
（續）

8. 風險忠告
（續）
流通性風險
基金或會因為所投資證券在市場上的流通性下降而蒙受不利影
響，或會妨礙基金執行交易的能力。在該等情況下，基金的部
份證券或會缺乏流通性，或會意味著有關基金可能難以及時按
公平價值出售證券。
若資產價格突然受到衝擊，投資於債券或其他定息工具的該等
基金亦可能面臨風險。若債券市場的成交量偏低，該等市場的
任何買入或賣出交易可能導致重大市場變化∕波動，或會影響
閣下的投資組合價值。於該等情況下，基金可能因買家或賣家
不足而無法隨時平倉。
為確保每項基金能夠一直遵從2010年法例及UCITS規例以及履
行其贖回責任，所有基金均須在正常及壓力測試情況下接受
流通性監控。每項基金須在有必要時（但最少每星期）進行
測試，以檢查其是否有足夠的流通資產以應付估計可能出現
的最大流出。
若基金無法及時在市場上出售證券以應付其贖回要求，則
SICAV可在顧及股東利益前提下考慮以下方案：
- 有關基金可暫時借入不超過其資產值10%的款項以應付流通
性限制，
- 有關基金可採用擺動訂價以收回因流出過多（第6.2節（計
算資產與負債）所指）而造成的交易及買賣開支，
- 如第5.3.2節（可能限制贖回）所披露，SICAV可將有關基金
於任何營業日可贖回的股份總數限制為相當於有關基金管理
資產淨值10%的數目，
- 最後，SICAV可於特殊情況（定義見第6.5節（暫停釐定資
產淨值））下暫停交易。
然而，有關方面不能保證可達致減輕流通性風險的目標。
貨幣匯兌風險
基金資產可投資於並非以基金基本貨幣為單位的證券。該等證
券與基金基本貨幣間的匯率變動可能令基金蒙受不利影響。匯
率變動亦可能對承擔相同匯率風險的投資所賺取的收入造成不
利影響。
投資組合切換風險
若干基金或會頻繁切換所持相關證券。這或涉及投資經理於認
為恰當時出售證券或結清衍生工具持倉，而不論基金持有該工
具的時間長短。如投資經理認為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此舉可
能持續進行。此等活動會增加基金投資組合的切換頻率，並可
能增加基金的交易成本，然而，於作出投資決定時會考慮任何
潛在成本，以確保符合基金的最佳利益。
波動風險
投資者務請留意，該等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為市況反覆而大
幅波動，此可能對有關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
資者或會因而蒙受虧損。
股票風險
該等基金可投資於股本證券。股本證券的價格及所賺取收入或
會因為若干事件（包括發行機構的業務和業績、一般經濟及市
場狀況、區域或全球經濟動盪及匯率及利率波動）而下跌。有
關方面不能保證基金所持任何股本證券的價值會上升又或該等
證券可賺取任何收入。所持股本證券的價值及所得收入均可升
可跌，基金未必可收回最初投入該等證券的款額。
私募基金及非上市股票的風險
任何基金或可將有關基金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私募基
金及非上市股票。除一般股票投資風險外，亦須承擔若干其他
特定風險，包括：缺乏流通性，或會影響基金按真正價值出售
該等投資的能力；缺乏訂價透明度；以及有關公司的即時可得
資訊亦較少。投資擁有權可能高度集中，而某些公司行動或會
由此等大多數股東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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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小型公司的風險
投資於小型公司可能涉及較大風險，故可視為投機性質。投資
於以小型公司為主要對象的基金應被視作長線投資，並非尋求
短線利潤的工具。與大型公司股份相比，不少小型公司股份交
投次數較少，而成交額亦較低，其價格亦會有較突然及反覆的
波動。小型公司證券亦比大型公司證券較易受到市況變動影
響。
行業集中風險
該等基金可主要投資於個別或少數界別及/或行業的證券。該
等界別及/或行業的不利發展或會影響投資於該等證券之基金
的相關證券的價值。投資者應準備好接受較分散於不同界別
且更為廣泛多元化基金更高的風險。
持倉集中風險
該等基金可投資於少數證券，或會較更為廣泛多元的基金面臨
更高的波動性及風險。
國家集中風險
該等基金可主要投資於單一國家或少數國家。地域集中的投資
策略或較地域多元化投資策略面臨較高的波動性及風險。基金
之投資將更易受其所投資之國家的經濟或商業條件引發的價值
波動所影響。因此，基金之總回報或因該等國家之不利發展而
遭受負面影響。
信用風險
該等基金若投資於債券、債務及其他定息證券（包括企業及主
權債券），均須承擔發行機構不支付該等證券款項的風險。發
行機構的財政狀況若出現逆轉，證券質素即會下降，該證券的
價格波動亦會加劇。證券信貸評級若被調低，亦有可能抵銷證
券的流通能力，以致較難沽出。基金若投資於質素較低的債
券，則更易受到此等問題影響，其價值亦會較為波動。
基金或會因為發行機構財政狀況惡化而承擔投資虧損風險。財
政狀況惡化或會導致發行機構證券的信貸評級下調，並有可能
導致發行機構無法履行其約定責任，包括準時支付利息及本
金。信貸評級乃信貸質素的指標。儘管投資項目的信貸評級下
調或上調可能（亦未必）影響其價格，但信貸質素下降或會削
弱投資項目的吸引力，以致推高息率和推低價格。信貸質素下
降可導致發行機構破產及造成永久投資虧損。若發行機構發生
破產或其他違約事件，有關基金有可能在變現相關證券方面受
到阻延，並會蒙受損失，包括基金在設法行使附帶權利期間相
關證券價值可能下跌。此種情況會導致基金資本與收入水平下
降，期間無法取得收入，並須承擔行使基金權利的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於購入當時屬投資級別的證券有可能被降級，
除有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另有規定外，有關方面並無具體規定必
須在一旦被降級至低於投資級別時沽出該等證券。於購入當時
屬投資級別而其後被降級的證券的風險因時而異。一般而言，
SICAV將監察基金所投資證券的信譽，包括但不限於證券本身
的信貸評級。
利率風險
各基金若投資於債券或其他定息證券，其價值或會因利率變動
而下跌。一般而言，利率下降，債務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
上升，債務證券的價格則會下跌。較長期的債務證券通常對利
率變動較為敏感。
投資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
就發行機構支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而言，高收益債券∕非投資
級別債券被視為主要屬投機性質。投資於該等證券涉及重大風
險。高收益∕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發行機構或會負債沉重，以
致未必能以較傳統方法融資。一旦出現經濟衰退，發行機構的
財政狀況及其所發行高收益∕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的市場價值
或會受到不利影響。發行機構償還債務的能力或會因與其有關
的特定因素、或其無法符合特定業務預測、又或無法取得額外
融資而受到不利影響。若發行機構破產，SICAV可能會蒙受虧
損及承擔費用。

8. 風險忠告
（續）
投資永續債券
若干基金獲准投資於永續債券。永續債券（並無到期日的債
券）在若干市況下或會承擔額外流通性風險。該等投資項目在
低迷市況下的流通性可能受到局限，對投資出售價格構成負面
影響，基金的表現可能因而蒙受負面衝擊。
受壓證券的風險
投資受壓證券或須承擔變為不流通及∕或導致資本虧損的重大
風險。受壓證券將僅於投資經理認為購買價低於證券真實的公
平價值及∕或證券將以使其升值的方式重組的情況下購入。受
壓證券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方能實現投資經理所認為的公平價值
及∕或出現任何有利有關基金的重組。然而，不能保證重組將
會出現，而證券可能進一步受壓，導致有關基金出現負面結
果。於某些情況下，這可導致全面違約且無法追討，而基金將
損失特定證券的全部投資。
或有可轉換債券的風險
或有可轉換債券為一種由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可於預定
事件（「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股票或被迫撇減本金額，
且可能須承擔數項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觸發水平風險：觸發事件通常與發行機構的財務狀況有關，因
此轉換很可能於相關機構的相對資本實力惡化後發生。不同的
或有可轉換債券所附帶的相對風險將視乎現有資本比率及實際
觸發水平的差距而定。轉換為股票很可能以低於債券發行或購
入時的股價進行。
資本架構逆轉風險：如主事人撇減或有可轉換債券，持有人可
能會先於股票持有人進行撇減，與典型資本架構的等級制度相
反。
流通性風險：在低迷市況下，發行機構的流動資金狀況或會嚴
重惡化，難以尋找現成買家，意味需提供重大折讓以出售該債
券。
延期贖回風險：或有可轉換債券亦可以永續債券（即並無到期
日的債券。請參閱永續債券適用的相關風險）的形式發行，儘
管這些債券會有贖回日期，惟概不保證有關發行將於該日贖
回，債券亦有可能永遠不獲贖回，以致股東無法在任何日期收
回本金（一如任何其他不獲贖回永續債券）。
未知∕不確定風險：或有可轉換債券為相對新的工具，觸發事
件一般未經驗證，因此並不確定資產類別在低迷市況下的表
現，可能存在重大資金風險及大幅波動。
票息取消風險：可酌情支付票息，並可以任何理由隨時取消。

款、抵押按揭債務產品、貸款抵押證券及債務抵押債券的資產
池）、機構抵押轉遞證券及擔保債券。相對於政府債券等其他
傳統債務證券，與該等證券相關的債務可能須承受較大的信
用、流通性、利率風險，並對經濟狀況較為敏感。
資產抵押證券及抵押擔保證券通常承受延期及預付風險，從而
可能對證券所支付的現金流量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回報造成不利影響。各個別證券的平均年期可能受
大量因素影響，如任何任意贖回及強制性預付款的存在及行使
頻率、現行利率水平、相關資產的實際違約率、收回款項的時
間及相關資產的轉換水平等。
在若干情況下，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抵押擔保證券的投資可能流
動性不足，從而難以出售該等資產。因此，基金就市場事件作
出反應的能力可能會受損，且基金可能會在出售該等投資時承
受不利的價格變動。此外，抵押擔保證券的市價以往一直波動
並難以確定，而類似的市況可能會在未來發生。
由政府支持企業（如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發行的抵押擔
保證券稱為機構抵押擔保證券。房利美及房地美是目前由美國
政府託管的私人公司。吉利美是美國房屋及城市發展部門的一
個組成部份，因此獲得美國政府的信用支持。房利美、房地美
及吉利美擔保機構抵押擔保證券的付款。非機構抵押擔保證券
通常僅獲相關抵押貸款支持，且並無任何機構的擔保，因此除
延期和預付風險外，還附帶較大程度的信用╱違約風險。
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基金可能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有效率的投資組合管理，或
意圖作對沖或減輕投資的整體風險，或（倘已於附錄A就任何
基金作出披露）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為主要投資政策及策略
的一部份。該等策略可能因市況而未能奏效及令基金招致虧
損。基金運用此等策略的能力或會因市況、監管規限及稅務考
慮因素而受到限制。投資金融衍生工具須承擔一般市場波動及
證券投資的其他固有風險。此外，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涉及特別
風險，包括：
1.

倚賴投資經理準確預計基礎證券的價格走勢的能力；

2.

金融衍生工具合約的基礎證券、利率、指數或貨幣的走勢
和有關基金組合內的證券或貨幣的走勢未必相同；

3.

某一工具於某一時間可能缺乏流通市場，以致基金未必能
夠按利好價格將金融衍生工具套現。於場外交易的金融衍
生工具尤為如此，該等交易或無法訂立標準化合約。此
外，於若干情況下可能難以或無法平倉；

4.

期貨買賣本身的槓桿程度（即期貨買賣通常所須繳納的按
金，意味著期貨買賣槓桿程度甚高）。因此，期貨合約價
格如有輕微變動，亦可能令基金即時蒙受重大損失；其他
金融衍生工具亦可能發生類似情況，而高槓桿或將擴大損
失;

5.

基金可將某一百分比的資產撥作應付其債務，可能會妨礙
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或影響應付購回要求或其他短期債務
的能力。

6.

為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或導致錯失機會，進而可
能導致基金表現不及在未進行對沖的情況下的表現；及

7.

倘基金回報部分或全部來自總回報掉期所提供之現金流，
任何總回報掉期之提前終止（例如因基金或交易對手違
約）均可對基金表現造成負面影響。倘基金回報部分或全
部來自任何其他類型的衍生工具所提供之現金流，該基金
亦會蒙受類似的負面影響。

估值風險：投資或有可轉換債券可能有較高收益，不過亦較投
資傳統債務工具∕可轉換債券及（在某些情況下）股票涉及更
高風險，可能會大幅波動及存在重大虧損風險。
可轉換債券的風險
可轉換債券為債股混合工具，一般容許持有人於某個未來日期
按某一指定換股價轉換為發債公司的股份。可轉換證券因而兼
具股票及債券的投資特徵及風險。
相關股份的價值將會影響可轉換債券對股票或債券特徵的敏感
度。隨著相關股份的價值迫近或升越可轉換債券換股價，可轉
換債券將會對股票風險更為敏感。相反，隨著相關股份的價值
跌穿換股價，可轉換債券就會展示較接近債券的特質。
因此，可轉換債券或會受到股票走勢影響，而與非可轉換債券
投資相比波動亦較大。
可轉換債券投資亦可能承擔相若非可轉換債券投資相關的類似
利率風險、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及預付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的風險
若干基金可能擁有大量廣泛的資產抵押證券及╱或抵押擔保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住宅及商業按揭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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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股東提出要求，有關方面將會向其提供有關任何基金所運
用風險管理方法的資料（包括所使用之數量限制以及主要投
資類別在風險及收益特徵方面的任何近期發展）。

8. 風險忠告
（續）
為投資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連同上文所述風險，可為投資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的基金或
會承擔額外槓桿風險，導致基金資產淨值出現重大波動及∕
或投資經理無法預計市場動向致使出現嚴重虧損。此種情況
或會導致基金風險水平提高。
動態資產配置風險
投資經理擁有廣泛酌情權，可在資產類別當中（例如在固定
收益當中的信貸範疇內）或在不同資產類別之間（例如在股
票、固定收益和現金之間）作動態配置。在不同資產類別之
間或同一資產類別當中不同範疇之間的投資項目配置或會對
基金的表現構成重大影響。基金或會因為對市場持有偏低比
重（而該等市場其後錄得豐厚回報）而錯失具吸引力的投資
機會，亦有可能因為對市場持有偏高比重（而該等市場其後
大幅下跌）而蒙受價值損失。因此，投資於每一資產類別
（或同一資產類別當中範疇）所附帶風險的相關性將會隨著
時間而波動不定。基金的風險水平或會因而出現週期性變動。
此外，與採用固定配置策略的基金相比，投資項目不時作配
置或調整比重或會招致較高的交易成本。
商品風險
投資者務請留意，涉足商品的投資項目牽涉傳統投資所承擔者
以外的其他風險。具體而言，政治、軍事及自然界事態均有可
能影響商品的生產及交易，因而會影響涉足商品的金融工具。
恐怖主義及其他犯罪活動或會影響商品供應，因而亦會對涉足
商品的金融工具構成負面衝擊。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比投資更成熟市場較波動。其中有些市場的
政府可能相對不穩定，經濟只依靠某幾項行業和證券市場的買
賣證券數目有限。許多新興市場並無成熟的監管體系，披露準
則可能較已發展市場寬鬆。新興市場面臨被沒收、國有化以及
社會、政治及經濟的不穩定性的風險較已發展市場更大。下文
簡述投資新興市場的部分較常見風險：
缺乏流動性–證券的購買及處置可能較已發展市場更昂貴和耗
時，通常亦更困難。許多新興市場的規模小，交投量低，流動
性低，價格波幅大；
結算及託管風險–新興市場的結算及託管體系沒有已發展市場
般完善。標準可能不高，加上監督及監管機構的經驗不足。因
此，結算或會出現延誤以及對現金或證券不利的風險；
投資及匯款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新興市場或限制境外投資者
投資證券。因此，基金未必經常可以投資於某些股本證券，因
為境外股東的數目或投資已經達致允許上限。此外，境外投資
者向外匯出其股份淨利潤、資本及股息可能受限制，或需要獲
得政府批准，概不保證將來不會施加其他限制；及
記賬—在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性質、質素和及時間性方面，新
興市場公司適用的記賬、審計及財務報告準則、慣例及披露要
求與已發展市場不同，因此，可能難以妥為評估投資的可能
性。
雖然董事認為真正的多元化全球投資組合應包含若干比例的新
興市場國家投資，惟董事建議於任何一項新興市場基金的投資
不應在任何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佔有高比重，而有關投資亦不
一定適合所有投資者。
投資俄羅斯的風險
投資俄羅斯存在重大的固有風險，包括：(a)俄羅斯的證券登記
及保管制度造成交易結算延誤以及損失的風險；(b)缺乏企業管
治規定或有關投資者保障的一般規則或規例；(c)俄羅斯經濟體
系充斥貪污、內幕交易及犯罪活動；(d)不少俄羅斯證券難以取
得準確市場估值，部份由於公開資料有限所致；(e)稅務規例模
稜兩可，含糊不清，存在施加任意或繁苛稅項的風險；(f)俄羅
斯公司的一般財政狀況，公司之間可能涉及特別沉重的負債；
(g)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尚未發展完善或受到監管，因而往往未
經考驗，信貸評級低；及(h)可影響於俄羅斯的投資估值的政治
及經濟不穩定情況；(i)俄羅斯市場可能缺乏流通性，而價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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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亦較高，意味著或須以較長時間吸納與沽出若干投資的持
倉，又或須以不利價格進行交易。
公司管理層一般不存在受信責任概念。當地法律和規例並不禁
止或限制公司管理層在未經股東同意下對公司的架構作出重大
改變。若有違反當地法律、規例或合約情況，外國投資者並不
獲保證能夠向法院尋求糾正。規管證券投資的規例未必存在，
引用方式亦可能無理或互相矛盾。
投資於俄羅斯須在證券擁有權及託管以及交易對方風險方面承
擔較高風險。
雖然於俄羅斯成立的中央證券存管機構就有關證券轉移及結算
的做法有重大改進，但監管法例及慣例尚未成熟。中央證券存
管機構亦已改進取得企業行動資訊的能力。由於並無單一資訊
來源，存管機構無法保證該等市場的企業行動通告完備或及時
分發。
投資於在俄羅斯上市或買賣的證券將僅於在莫斯科交易所上市
或買賣的證券中進行。
CSSF已確認其認為莫斯科交易所乃屬2010年法例第41(1)條所
指的受監管市場。就此，一般適用於俄羅斯市場上市或買賣證
券的10%限制將不適用於在莫斯科證交所上市或買賣證券的投
資。雖然如此，有關投資於俄羅斯的風險忠告將會繼續適用於
所有於俄羅斯的投資。
此外，美國及歐盟已對某些俄羅斯個人與實體施加經濟制裁，
而美國或歐盟亦有可能實施更廣泛制裁。目前的制裁或可能的
進一步制裁有可能導致俄羅斯證券的價值或流通量下降、盧布
疲軟、信貸評級下降又或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其他不利後果，任
何一項均有可能對有關基金對俄羅斯證券所作投資構成負面影
響。此等經濟制裁亦有可能導致俄羅斯證券被即時凍結，或會
妨礙基金買入、沽出、收取或交付該等證券的能力。現有及未
來可能實施的制裁亦有可能導致俄羅斯採取對抗措施或報復行
動，或會進一步損害俄羅斯證券的價值或流通量，並因而可能
對有關基金構成負面影響。
為免產生疑問，第8節「新興市場風險」所概述的風險亦適用
於投資俄羅斯。
投資印度債務市場的風險
印度債務市場包含兩個範疇，即受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央
行」）監管的政府證券市場（G-Sec市場），以及受印度央行
及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監管的企業債務市場。以
未贖回證券、交易額和市值計算，政府證券(G-Secs)現為市場
的主要部份。印度央行乃透過拍賣過程而代印度政府發行政府
證券。
印度企業債務市場分為兩部份：初級企業債務市場與次級企業
債務市場。就企業債務證券而言，SEBI已規定(i)外國組合投資
者（「FPI」）僅可投資於剩餘年期最低為三年的企業債券（然
而，此規限並不適用於FPI在資產重組公司發行的抵押收據的投
資）；及(ii) FPI不得投資於流動貨幣市場互惠基金計劃或商業
票據或債務工具（其擁有選擇性條文（例如認沽或認購期
權），及於3（三）年內可行使）。然而，SEBI已澄清並無就
FPI於企業債務證券的投資設立禁售期，而FPI可自由向當地投
資者出售該等證券。
初級市場乃透過私人配售及公開發行方式發售企業債務證券。
發行後的債券一般在印度全國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NSE)╱孟
買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BSE)上市以便公眾人士認購及買賣。
次級市場所買賣的企業債券則已上市。次級企業債務市場的交
易大部份為場外交易。該等場外交易均以付款交割方式結算，
即交付證券與付款同時進行。儘管次級企業債務交易大部份為
場外交易，但NSE與BSE均已在次級市場建立交易平台。
政府證券市場及企業債務市場的主要特色載於下表。
政府證券市場

企業債務市場

8. 風險忠告
（續）
買賣主要產
品類別

邦發展貸款（印
度邦政府所發行
的證券）（「邦
發展貸款」）、
有期政府證券

主要市場參
與者

監管機構

初級交易商、商
業銀行與合作銀
行、互惠基金、
公積金與退休基
金、保險公司、
FPI
有期政府證券及
邦發展貸款為
T+1
印度儲備銀行

中央結算機
構

印度結算所有限
公司(ICCL)

交易與結算
機制

初級發行大多數
由公營範疇金融
機構進行，但私
營企業範疇亦有
發行活動。所發
行者大部份為固
定票息債券。
銀行、互惠基
金、保險公司、
金融機構、FPI、
退休基金、信託
基金
T+0 至 T+1
印度證券交易委
員會、印度儲備
銀行
向BSE申報的交
易，結算代理為
ICCL。向NSE申報
的交易，結算代
理則為National
Securities
Clearing
Corporation Ltd。

基金或會因為投資債務證券而須承擔交易對方風險。進一步詳
情請參閱本節「交易對方風險」一段。
若次級市場交投欠活躍，基金或須持有債務證券直至其到期日
為止。若接獲龐大贖回要求，基金或須以龐大折讓沽出其投資
項目以應付該等要求，有關基金買賣該等證券時有可能蒙受虧
損。
印度債務市場正處於發展階段，市值及成交額均可能遜於較成
熟市場。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一般投資風險」、「新興市
場風險」、「信用風險」、「停市及暫停基金風險」及「流通
性風險」各段。
外國機構投資者(FII)∕外國組合投資者(FPI)
除另獲批准外，如欲投資 G-Secs 及印度公司的境內企業債務
證券，凡於印度境外成立或註冊的實體或須根據 1995 年印度
證券交易委員會（外國機構投資者）規例（「FII 規例」）以外
國機構投資者（「FII」）或 FII 附屬賬戶形式註冊，然後才可
作出該等投資。SEBI 已於 2014 年 1 月 7 日頒佈 2014 年 FPI
（外國組合投資者）規例（「FPI 規例」），以取代及廢除之
前的 FII 規例。雖然如此，FPI 規例規定，現有 FII 及附屬賬戶
會被視作 FPI，直至 FII∕附屬賬戶根據 FII 規例已支付註冊費的
有關期間屆滿為止，並可繼續遵照 FPI 規例買賣印度證券或進
行交易。在前述期間屆滿時，FII 及附屬賬戶若有意繼續對印度
證券作投資，須向 SEBI 支付轉換費，並根據 FPI 規例而取得
FPI 註冊地位，惟須符合 FPI 規例下所載資格準則。目前，FPI
投資印度債務證券須受貨幣限額規限（該限額可不時修訂）。
基金或會僅於可取得 FPI 投資限額時才能夠投資於境內債務證
券。投資者務請留意，能否取得 FPI 投資限額無法預計，基金
因而可能有時大量持有印度境外並非以印度盧比計價的投資項
目。

附屬賬戶註冊地位乃與 FII 的註冊地位同時終止，而附屬賬戶
乃在之前根據 FII 規例向 SEBI 註冊而獲發牌。該 FII 註冊地位
一旦註銷∕失效，附屬賬戶的註冊地位亦會被取銷∕會失效。
換言之，有關基金以附屬賬戶形式註冊的地位乃與 FII 的註冊
地位同時終止（附屬賬戶乃根據 FII 規例註冊而獲發牌）。然
而，若某基金根據 FPI 規例而獨立註冊為 FPI，則基金的註冊
地位將不再與 FII（有關基金根據 FII 規例獲其許可註冊為附屬
賬戶）的註冊地位同時終止。
若基金不獲准以 FPI 身份註冊，又或其 FPI 註冊地位因任何理
由而被撤銷，有關基金對印度證券作出進一步投資又或持有及
出售現有投資的能力會蒙受不利影響。有關基金須將其以附屬
賬戶∕FPI 身份購入的所持全部印度證券變現。該項變現或須
以重大折讓進行，以致有關基金可能蒙受顯著╱重大虧損。
再者，若基金註冊成立國家未能維持 FPI 規例下可對印度作出
投資的合資格司法管轄區，則失去該項認可地位有可能對有關
基金在重獲其合資格司法管轄區地位之前進一步投資印度證券
的能力構成不利影響。
稅務
所有 FPI 均須就利息收入繳納預扣稅。於章程刊發之日，根據
印度當地稅務法律，利息收入預扣稅稅率一般為 5%（會因適
用附加費及教育地方稅項等而提高）至 20%（會因適用附加費
及教育地方稅項等而提高），視乎債務工具的性質而定。倘
FPI 因轉讓證券而以資本增值形式產生收入，則毋須支付預扣
稅，FPI 需直接向印度稅務機關繳納資本增值稅。於章程刊發
之日，視乎持有證券期間長短等多項因素而定，資本增值稅
（「資本增值稅」）稅率介乎零至 30%（會因適用附加費及教
育附加費等而提高）。此等稅率可不時更改。有關方面將就基
金而為利息收入預扣稅以及資本增值稅作出全面撥備（包括已
變現及未變現增值）。基金既以盧森堡 SICAV 形式成立，將不
會獲享協定優惠。目前不能保證現有稅務法律及規例不會在日
後作出具追溯效用的修改或修訂。稅務法律及規例如有任何改
變，均可能導致利息收入預扣稅及資本增值稅累計不足或過
多，或會令有關基金投資的收入及╱或價值下降，資產淨值或
會在其後作出調整。目前 FPI 就印度稅務法律而言乃被視為
FII，所獲稅務待遇與 FII 相同。
匯回資金
基金若投資於印度債務市場，則會向保管人╱分保管人設有常
行指示，將有關基金以盧比計價的全部本金和溢利兌換為其基
本貨幣並匯出印度。該等款額可悉數匯回本國，惟須繳納適用
稅項（利息收入預扣稅及資本增值稅）及呈交稅務顧問證明
書。有關基金雖會在印度委任當地分保管人，存管機構仍須為
印度當地分保管人或任何其他獲委任以取代前任分保管人的分
保管人（因前任分保管人的保管人牌照被註銷又或與前任分保
管人協定的任何其他原因）負責。
將以盧比計價的本金及╱或溢利兌換回有關基金基本貨幣並匯
出印度時所用匯率將按兌換貨幣當日的市場匯率釐定。印度儲
備銀行於每個工作日均會公佈官方匯率。
目前印度法律並無對 FII╱附屬賬戶施加任何規例╱限制以規限
FII╱附屬賬戶匯回資金。FII╱附屬賬戶若投資印度證券，均可
悉數將資金匯回本國。印度儲備銀行已將相同待遇範圍擴大至
FPI。
盧比

印度央行及 SEBI 可不時對投資政府債務證券及企業債務證券
施加額外限制。該等限制或會（舉例而言）局限投資經理的投
資範疇，以致妨礙團隊達致基金目標的能力。

目前盧比並非可自由兌換貨幣，並須受印度政府所施加外匯管
制政策規限。盧比匯率若因外匯管制或貨幣兌換管制而出現任
何不利走勢，或會導致基金資產價格下降，而可能對有關基金
的資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

香港投資者可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要求索取有關 FPI 投資限
額及其運用情況的資料。

印度政府施加的外匯管制政策可予更改，或會對基金與其投資
者構成不利影響。

有關 FII∕FPI 註冊地位的風險

互聯互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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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風險忠告
（續）
有關透過互聯互通買賣中國證券的風險
基金若透過互聯互通買賣在中國的投資，該項買賣或須承擔額
外風險因素。股東尤其務請留意，互聯互通為一項較新交易方
案。
有關規例未經考驗，可予更改。互聯互通須受額度限制約束，
或會令基金及時透過互聯互通進行買賣的能力受到局限。基金
有效推行其投資策略的能力或會因而受到影響。
滬港通的範圍包括上證 180 指數、上證 380 指數的所有成分
股以及於上交所上市的所有中國 A 股（即非相關指數的成分
股，但擁有於港交所上市的相應 H 股）。
深港通的範圍包括深交所成分指數、深證中小創新指數內市值
為人民幣 60 億元或以上的所有成分股以及所有於深交所上市
的公司（同時發行中國 A 股及 H 股）的股票。
股東並請留意，根據有關規例，某隻證券可從互聯互通投資範
疇剔除。基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例如若投資經理有意購
入的證券從互聯互通投資範疇剔除）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交易前檢查
中國法律規定，若投資者的賬戶內並無擁有足夠的可買賣中國
A 股，上交所或深交所可拒絕受理其賣盤。港交所將會在其港
交所的註冊交易所參與者（「交易所參與者」）層面上對北向
交易的所有互聯互通證券賣盤進行類似檢查，以確保任何個別
交易所參與者不致超額出售（「交易前檢查」）。此外，互聯
互通投資者將須遵從就互聯互通擁有司法管轄權、權力或責任
的適用監管機構、機構或當局（「互聯互通監管當局」）所施
加任何有關交易前檢查的規定。
此項交易前檢查規定或會要求在交易前將互聯互通證券從互聯
互通投資者的境內託管人或分託管人交付予交易所參與者，而
交易所參與者將會持有及保管該等證券，以確保其可在某一交
易日買賣。投資者須留意以下風險：若有關方面未有表明交易
所參與者乃就該等證券而為互聯互通投資者的利益而擔任託管
人，則交易所參與者的債權人有可能尋求堅稱該等證券乃由交
易所參與者（而非互聯互通投資者）擁有。
若 SICAV 透過與其分託管人有聯屬關係的經紀（而該經紀本身
為交易所參與者兼其聯屬經紀的結算代理人）買賣上交所及∕
或深交所股份，則毋須在交易前交付證券，而上述風險可減
輕。
倘基金另行將中國 A 股存置於保管人，而該保管人為參與香港
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央結算系統」）的託管商參與者或
全面結算參與者，基金或會要求該保管人於中央結算系統開立
特別獨立賬戶（「SPSA」），以在經優化的交易前檢查模式下
存放其中國 A 股的持倉。中央結算系統將就每個 SPSA 分配一
個獨特的「投資者識別編號」，以方便互聯互通機制系統核實
投資者（例如基金）的持股。在 SPSA 有足夠持股的情況下，
當經紀輸入基金的賣出指令時，基金僅需於執行後並在不早於
下達賣出指令前，將中國 A 股從 SPSA 轉移至經紀的賬戶，且
相關基金將不會面臨因未能及時向經紀轉讓中國 A 股而未能及
時賣出中國 A 股持倉的風險。

上交所∕深交所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互聯互通包含北向機制，香港及海外投資者（諸如基金）可藉
此購入及持有在上交所上市（「上交所股票」）或深交所上市
（「深交所股票」）的中國 A 股（「北向交易」），以及南向
機制，中國內地投資者可藉此購入及持有港交所上市股票
（「南向交易」）。此等上交所及深交所股票將於交收後由經
紀或託管人（作為結算參與者）於香港結算（作為香港中央證
券託存機構兼代名持有人）所維持的中央結算系統戶口持有。
香港結算則透過以其名義於中國結算（中國內地中央證券託存
機構）登記的「單一代名人綜合證券戶口」持有其全體參與者
的上交所及∕或深交所股票。
由於香港結算僅為上交所股票及深交所股票的代名持有人而非
實益擁有人，一旦香港結算在香港涉及清盤程序（機會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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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投資者務請留意，即使根據中國內地法律，上交所及深
交所股票亦不會被視作香港結算可供向債權人分派的一般資產
的一部份。雖然如此，香港結算並無責任代表上交所及深交所
股票投資者而於中國內地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進行法律訴訟程
序以強制行使任何權利。外國投資者（諸如各有關基金）若透
過互聯互通作出投資並透過香港結算持有上交所股票及深交所
股票，則屬資產的實益擁有人，因而可以只透過代名人行使其
權利。

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投資者務請留意，互聯互通機制下的任何北向或南向交易將不
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或中國證券投資者保障基金保障，投資
者因而不會受惠於該等計劃的賠償。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的
設立目的，乃向任何因持牌中介人或認可金融機構違約而導致
任何國籍投資者因涉及香港交易所買賣產品而蒙受的金錢損失
作出賠償。違約事例指無力償債、破產或清盤、違反信託、虧
空公款、欺詐或濫用職權。

即日交易限制
除少數例外情況外，中國 A 股市場一般不允許即日（回轉）交
易。若基金於交易日（T）買入互聯互通證券，該基金或須待
T+1 日或之後方可賣出該互聯互通證券。

額度用盡
一旦每日額度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接受相應買盤（已獲接納
的買盤不會因每日額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但會視乎總額度餘額狀况於下
一個交易日恢復買盤交易。

交易日及交易時間差異
由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公眾假期日子不同或惡劣天氣等其他原
因，(i)上交所及深交所以及(ii)港交所該等市場之間的交易日及
交易時段或有不同。由於互聯互通只有在該等市場均為交易
日、而且該等市場的銀行在相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時才會開
放，所以有可能出現中國內地市場為正常交易日、但卻不能在
香港買賣 A 股的情況。投資經理應留意互聯互通的開放日期及
時間，並因應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而決定是否在互聯互通不交
易的期間承擔中國 A 股價格波動的風險。

合資格股票的調出及買賣限制
當原本合資格的互聯互通股票由於各種原因被調出互聯互通範
圍時，該種股票只能沽出而不能買入。此種情況可能會影響投
資經理的投資組合或策略。投資經理需要密切關注上交所、深
交所及港交所提供及不時更新的合資格股票名單。
在互聯互通機制下，若出現以下情況，(i)該中國 A 股不再為有
關指數成份股；(ii)該中國 A 股被實施風險警示；及∕或(iii)該
中國 A 股相應的 H 股不再在港交所掛牌買賣，投資經理只准沽
出但會被限制再買入中國 A 股。投資經理亦需要留意中國 A 股
交易有可能受漲跌停板幅度限制。

交易費用
各基金若進行北向交易，除了需要繳交買賣中國 A 股的交易費
用及印花稅外，亦應留意可能會產生新的組合費、股息稅及針
對股票轉讓收益的稅項，該等稅項乃由有關當局釐定。

當地法規、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及披露責任
互聯互通相關的中國 A 股上市公司及中國 A 股交易均須遵守中
國 A 股的市場法規及披露責任，中國 A 股市場的法例、法規和
政策或有關互聯互通規則如有任何變動，均有可能影響股價。
投資經理亦應留意適用於中國 A 股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及披露
責任。
投資經理將會因其持有中國 A 股權益而在買賣中國 A 股方面受
到限制(包括收益保留限制）。投資經理只須就其中國 A 股權
益負責遵從一切通知、申報及有關規定。

8. 風險忠告
（續）
根據中國內地現行法規，當任何一名投資者持有上交所或深交
所上市公司的股份達 5%時，須於三個工作天內披露其權益，
期間不得買賣該公司股份。再者，根據中國證券法，股東若持
有中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或以上（「主要股
東」），若買入與賣出該中國上市公司股份的該兩次交易乃在
六個月期間內進行，則須申報其因該等交易所得任何利潤。若
本基金因透過互聯互通投資中國 A 股而成為中國上市公司的主
要股東，本基金從該等投資賺得的利潤或會受到局限，而本基
金表現亦因而有可能蒙受不利影響。
SICAV 作為透過互聯互通買賣中國 A 股的實益擁有人，根據中
國內地現行慣例並不能委任代表代其出席股東大會。

結算、交收及託管風險
香港結算及中國結算已在兩間交易所之間設立各項結算聯繫，
兩者將成為對方的參與者，以推動跨境交易的結算及交收。若
某一市場進行跨境交易，有關市場的結算所將一方面就該等交
易而與其本身的結算參與者進行結算和交收，另一方面則向交
易對方結算所承諾，為其結算參與者履行結算和交收責任。
香港及海外投資者若已透過北向交易而買入互聯互通證券，應
將該等證券存放於其經紀或託管人於中央結算系統（由香港結
算運作）的股票戶口。

不接受非自動對盤交易或大宗交易
目前互聯互通證券交易的北向交易不設非自動對盤交易機制或
大宗交易機制。基金的投資選擇或會因而受到局限。

買賣盤優先排列次序
買賣盤乃按時間先後輸入中華通系統（「中華通」）。買賣盤
不能修訂，惟可取銷及重新輸入中華通，作為輪候名單末端的
新指令。基於額度限制或其他市場干預事件，不能保證透過某
一經紀執行的交易將會完成。

執行問題

香港結算繼而會將討回的互聯互通證券及∕或款項按照相關互
聯互通監管當局指定的比例分配予結算參與者。儘管一般認為
中國結算違約可能性極微，本基金參與北向交易前亦應先了解
有關安排及潛在風險。

香港結算違約風險
香港結算若未能或延遲履行其責任，可能導致未能交收或遺失
互聯互通證券及∕或有關款項，本基金及其投資者可能因此蒙
受損失。SICAV 或投資經理概不就任何該等損失負責或承擔法
律責任。

互聯互通證券擁有權
互聯互通證券並無股票，僅由香港結算為其戶口持有人持有。
基金不會就其北向交易而獲提供互聯互通證券的實物存入及提
取服務。
基金於互聯互通證券持有的所有權或權益及權利（無論法律
上、衡平法上或其他方面）將受適用規定規限，包括涉及任何
權益披露規定或外國持股量限制的法律。在中國，互聯互通證
券由香港結算作為代名人代表最終投資者（例如基金）持有。
香港結算則透過以其名義於中國結算登記的綜合證券賬戶作為
代名持有人持有上交所或深交所股票。儘管中國監管部門已確
認，最終投資者持有互聯互通證券的實益權益，但有關該等權
利的法律仍處於初步階段，且實益擁有人可使用以強制執行其
權利的機制未經測試，因此帶來不確定風險。
上文未必涵蓋全部有關互聯互通的風險，任何上述法例、規則
及規例均可予更改。
此方面所涉及法律繁複，投資者應諮詢獨立專業意見。

有關中小企業板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的風險（適用於深港
通）

根據互聯互通規則，互聯互通交易可透過 SICAV 為北向交易而
委任的一名或多名經紀執行。基於交易前檢查規定及因而在交
易前已將互聯互通證券交付交易所參與者，投資經理可決定只
透過與 SICAV 的分託管人有聯屬關係兼為交易所參與者的經紀
執行互聯互通交易乃符合本基金利益。在該情況下，儘管投資
經理認同其最佳執行責任，惟其並無能力透過多名經紀進行交
易，若非對 SICAV 分託管安排作出相應更改，將不可能改聘新
經紀。

部分基金可能透過深港通投資於深交所中小企業（「中小
企」）板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投資於中小企業板及∕或中
國創業板市場或會導致基金及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並面臨以
下額外風險：

禁止場外交易及過戶

估值過高風險：於中小企業板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上市的股
票估值或會過高，而該過高估值可能不會持續。於中小企業板
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上市的股票可能因流通股較少而更易受
到市場操縱的影響。

市場參與者必須遵照互聯互通規則配對、執行或安排執行投資
者就任何互聯互通證券提出的買賣盤或任何過戶指示。此項禁
止北向交易下互聯互通證券買賣的場外交易及過戶的規則或會
導致市場參與者買賣盤配對出現延誤或干擾。雖然如此，為方
便市場人士進行北向交易以及正常業務運作，有關方面已特定
容許，倘若是為了令基金經理於交易後向不同基金/附屬基金作
分配，互聯互通證券可進行場外交易或非交易過戶。

規例差異：有關中國創業板市場上市公司之盈利能力及股本的
規則及規例不及主板及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嚴格。
停牌風險：中小企業板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的上市公司或更
容易遭停牌且相關停牌可能較主板上市公司為快。倘若基金投
資之公司遭停牌，則可能對其造成不利影響。

貨幣風險
基金對上交所股票或深交所股票北向投資將會以人民幣進行交
易和交收。在本基金持有以人民幣以外其他當地貨幣計價的股
份類別時，若本基金投資於人民幣產品，則會因為須將當地貨
幣轉換為人民幣而須承擔貨幣風險。於轉換貨幣的過程中，本
基金亦須承擔貨幣兌換成本。即使本基金在買入與贖回∕賣出
時該人民幣資產的價格不變，若人民幣貶值，本基金在將贖回/
出售所得款項轉換為當地貨幣過程中仍會蒙受損失。

中國結算違約風險
中國結算已設置經中國證監會批准及監管的風險管理框架及措
施。根據《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若中國結算（作為本地
中央對手方）違約，香港結算將本著真誠通過一切可用法律途
徑及透過中國結算的公司清盤程序（如適用）向中國結算追討
尚欠的互聯互通證券及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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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股價浮動風險：中小企業板及∕或中國創業板市場的上
市公司通常為經營規模較小的新興企業。因此，其股價及流動
性浮動更大。其風險及成交率較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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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
在中國簽訂與接收某些文件（包括出售在中國證券交易所買賣
的中國A股及中國B股的成交單據）須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
如屬出售中國A股及中國B股的成交單據，目前該項印花稅乃向
賣方（而非買方）徵收。
互聯互通稅務考慮因素
中國稅務當局已澄清：




豁免互聯互通交易資本增值的增值稅及所得稅（有關方面
只說明為暫時豁免，但未提供屆滿日期）；
須繳納一般中國印花稅；及
將按10%稅率扣除股息預扣稅（受適用稅務協定或
安排的規限）。

8. 風險忠告
（續）
投資者應按其情況就彼等對任何基金所作投資而自行諮詢稅
務意見。
債券通風險

代理人違約的風險
就透過債券通進行的投資而言，相關存檔、於中國人民銀行之
登記及開戶手續須透過在岸結算代理人、離岸保管代理人、登
記代理人或其他第三方（視乎情況而定）辦理。因此，相關中
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面臨該第三方違約或失誤的風險。

透過債券通下的北向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如附錄A所述，部分基金可透過債券通及∕或相關規例可能不
時准許的其他方式直接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境內債
券（「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
根據中國內地現行規例，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將獲准透過債券通
的北向通（「北向通」）投資於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流通的
債券。北向通將不設投資額度。
在北向通下，合資格境外投資者須委任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或獲
中國人民銀行認可的其他機構作為登記代理人，向中國人民銀
行辦理申請登記。
北向通指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設立的交易平台，可接通中國外
匯交易中心，以便合資格境外投資者提出交易請求，以透過債
券通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流通的債券。港交所與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將與離岸電子債券交易平台共同合作，以提供電子交
易服務及平台，從而允許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及中國內地的獲准
在岸交易員透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進行直接交易。
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可提交交易請求，以透過北向通投資於由離
岸電子債券交易平台（例如Tradeweb及彭博）提供的在中國銀
行間債券市場流通的債券，進而將報價請求提交至中國外匯交
易中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將該報價請求發送至中國內地多個
獲准的在岸交易員（包括造市商及其他造市業務參與人士）。
獲准在岸交易員將透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回覆報價請求，中國
外匯交易中心會將其回覆透過相同的離岸電子債券交易平台發
送至合資格境外投資者。一旦合資格境外投資者接受報價，交
易會於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結算。
另一方面，透過債券通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買賣的債券證券
將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作為離岸保管代理人）與中央
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及上海清算所（作為中國內地的在
岸保管人及清算機構）之間的結算及保管平台進行結算及保
管。於結算平台下，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或上海清
算所將執行已確認在岸交易的結算工作，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將處理來自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成員代表合資格境外投資
者根據相關規則發出的債券結算指令。
根據中國內地的現行規例，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作為獲香
港金管局認可的離岸保管代理人）於獲中國人民銀行認可之在
岸保管代理人（即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及Interbank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開立綜合代理人賬戶。合資格境外
投資者買賣的所有債券均將以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的名義
（將作為代理擁有人持有該等債券）登記。
除有關中國投資的任何特定風險及適用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基金的任何其他風險以外，以下額外風險適用：

波動性及流動性風險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內若干債務證券的交投量低所引致的市場
波動性及潛在缺乏流動性，或會導致在該市場買賣的若干債務
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投資於該市場的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
場基金因此須承受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該等證券價格的買賣
差價可能很大，因此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或會產生重
大交易及變現成本。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買賣的債務證券可
能難以出售或根本無法出售，這可能影響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
市場基金以內在價值購買或處置該等證券的能力。

結算風險
倘若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內進
行交易，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亦可能會承受與結算程
序及交易對手違約相關的風險。與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
金訂立交易的交易對手可能會於透過交付相關證券或作出有值
付款以結算交易時違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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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風險
透過債券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亦面臨監管風險。該等
機制的相關規則及規例受限於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的變動。
倘若中國內地相關機構暫停開戶或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
易，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對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投
資能力將受到不利影響及限制。於此情況下，相關中國銀行間
債券市場基金實現其投資目標的能力將遭受負面影響。

債券通系統故障風險
透過債券通進行之交易透過新開發的交易平台及操作系統執
行。無法保證該等系統將妥善運行或將持續根據市場的變動及
發展作出調整。倘若相關系統未能妥善運行，透過債券通進行
的交易可能中斷。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透過債券通進
行交易的能力（及實踐投資策略的能力）可能因此遭受不利影
響。此外，倘若相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透過債券通投資
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其或會面臨指令下達及 /或結算系統
固有的延遲風險。

債券通的稅務考慮因素
儘管中國中央政府已宣佈就適用於票息收入的所得稅及增值
稅暫行稅收減免，而實際上亦毋須就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債
務證券交易之資本利得繳納任何稅項，但有關就合資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透過債券通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交易應繳
納的所得稅及其他類別的稅項的處理卻受制於不明朗因素。
中國稅法的任何變動、日後就此作出的澄清及∕或中國稅務
機關隨後追溯徵收任何稅收均可能導致相關基金蒙受重大損
失。管理人將持續審閱稅務責任的撥備政策，並可在其認為
應作出撥備時或根據中國機關於通知中所作之進一步澄清，
不時酌情就潛在的稅務責任作出撥備。
證券借出及購回╱反向購回交易的風險
證券借出
基金若從事證券借出交易，將會按該等安排而就每項交易向借
方收取抵押品。儘管持有抵押品，若借方不履行歸還所借證券
的責任，基金仍可能須承擔損失風險。透過證券借出代理人提
供合約性彌償保證，可減輕借方未能及時歸還或完全不歸還證
券所造成的損失風險。根據證券借出安排而取得的抵押品數
額，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的每日市價估值的 100%，以及
若基金無法收回借出證券，則會將抵押品出售，所得現金款項
將用於在市場上購入替代證券。若所得現金不足以替換已借出
證券，則證券借出代理人須根據其合約性彌償保證承擔信用風
險。基於每日按市價估值的慣例，抵押品水平將每日按借出相
關證券價值的市場走勢重訂。倘若借出證券的市場價值單日上
升，而所收取的抵押品的價值卻未有相應上升，則基金或會因
證券借出活動而涉及虧損風險。若將抵押品再作投資，基金則
須承擔抵押品再投資的資產的價值跌穿已借出證券價值的風
險。
購回交易
若已向其交付抵押品的交易對方違約，則基於所交付抵押品的
價值通常超出所收取現金、抵押品價值的市場升值或抵押品發
行機構的信貸評級改善等因素，即有交付予交易對方的抵押品
的價值高於原先所收取現金的風險。鎖住大額或長期交易的投
資持倉或延遲收回已交付抵押品可能限制基金履行證券出售的
交付責任或贖回要求所產生的付款責任的能力。由於基金可將
從買方收取的現金再作投資，故存在再投資現金回報的價值可
能下跌至低於結欠該等買方金額的風險。
反向購回交易
若已向其交付現金的交易對方違約，則基於抵押品訂價不準
確、抵押品價值的不利市場走勢、抵押品發行機構的信貸評級
惡化，或抵押品交易的市場流動性不足等因素，即有所收取抵

8. 風險忠告
（續）
押品的價值可能低於所交付現金的風險。鎖住大額或長期交易
的現金、延遲收回已交付現金，或難以將抵押品變現可能限制
基金履行贖回要求或基金購入證券的能力。由於基金可將從買
方收取的抵押品再作投資，故存在再投資現金回報的價值可能
下跌至低於結欠該等賣方金額的風險。
8.3 與特定股份類別有關的風險

總收入股份
SICAV可全權酌情決定發行若干將應佔總收入全部用作派息的
股份類別（指有關基金就股份類別於派息期扣除股份類別應佔
任何開支前所收到的全部收入）。現時若干基金有提供總收入
股份類別，進一步詳情載於管理公司網站各股份類別的派息政
策。
由於對總收入股份類別而言，賺取收入較資本增值重要，就該
股份類別而言，SICAV將酌情決定從該等股份類別於有關派息
期的總收入中撥付股息。自總收入撥付股息，意味著從該股份
類別的資本中撥付該類別應佔的部份或全部費用及開支（包括
第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支）項下「其他開支」標題所載的
其他開支均可從資本撥付。此種手法將會導致總收入股份類別
可供分派股息的可分派收入連帶股息有所增加。
因此，該股份類別將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股息。從資本撥付股
息即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退還或提取部份或從該原本投資
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退還或提取。股東所收取的股息，將會
較從收入撥付費用及開支的股份類別所收取的股息金額為高。
由於派息多寡視乎有關派息期的總收入而定，不同派息期的每
股派息款額可能有所不同。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將事先向證監會尋求批准，以及受影響股
東將會獲發至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投資者務請留意，按此方式從資本扣除費用及開支會導致資本
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未來回報
的價值亦有可能縮減。
從該等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費用及開支，等同實際上從該等股
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股息，將會令有關總收入股份類別的每股資
產淨值於有關分派日期後即時下降。在此等情況下，對於在有
關基金投資期內就該等股份類別作出的分派，投資者應理解為
一種資本退還。
就香港股東而言，過去12個月股息成份（即自(i)可分派收入淨
額及(ii)資本中撥付的相對款額）（「股息成份資料」）可向香
港分經銷商兼代表索取，載於年報或景順網站
(www.invesco.com.hk)。
並非居於香港的股東可於管理公司網站瀏覽該等資料，並將詳
載於年報內。
每月派息-1股份
由於對每月派息-1股份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因
此，SICAV可能酌情從資本以及從該股份類別適用的總收入撥
付股息。
投資者務請留意，從總收入或直接從資本撥付任何股息，及╱
或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支出，即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作部份
退還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作部份退還
或提取。任何分派若牽涉從資本及∕或實際上從資本撥付派
息，將導致相關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即時下降。這將導致資本
侵蝕，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
已支付股息款項可能與相關股份類別或相關基金的過往收益或
預期回報不相關。因此，已支付股息可能高於或低於基金在分
派期間所賺取的收益及回報。每月派息-1股份可能在相關基金
獲得負的回報率或虧損期間依舊派息，從而進一步減少相關股
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在極端情況下，投資者可能收不回其初始
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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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貨幣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而言，在釐定將予支付的分派率
時，SICAV會考慮該等股份類別的貨幣對沖所產生的利率差距
所帶來的回報（將構成從資本作出分派）。這將意味著，如果
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與相關基金的基本貨幣間
的利率差距為正數，投資者可能會放棄資本增值以支持分派。
反之，當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與相關基金的基
本貨幣間的利率差距為負數時，此時會導致應付股息的價值減
少。投資者務請留意相對利率會出現變動的不明朗因素，此將
影響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的回報。由於對沖每月派息-1股
份類別的計價貨幣與有關基金基本貨幣之間的利率差距波動，
與其他股份類別相比，對沖每月派息類別的資產淨值或會較為
波動，亦有可能顯著不同，從而使該股份類別的投資者受到不
利影響。
為免產生疑問，利率差距是用適用於對沖每月派息-1股份類別
的計價貨幣的央行利率減去適用於基金基本貨幣的央行利率而
得到。
SICAV無意在釐定穩定分派率後考慮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基金
基本貨幣（如有差異）之間的匯率波動。
股東亦請留意，彼等收取較高股息，或會招致較高的所得稅承
擔。SICAV可自收入或資本中撥付股息，在該情況下，該等股
息或會被視作股東獲得的收入分派或資本增值（視乎當時有效
的當地稅務法例而定）。投資者應就此自行徵詢專業稅務意見
（請參閱第11節（稅項））。
分派率將由SICAV酌情釐定，因此無法保證將會作出派息付款
及如果作出派息付款，亦無法保證股息率。
股東應注意，投資每月派息-1股份並不構成儲蓄賬戶或定息付
款投資的替代選擇。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將事先向CSSF及證監會尋求批准，以及受
影響股東將獲發至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派息2股份
由於對派息 2 股份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因此，
SICAV 可能酌情從資本以及從該股份類別適用的總收入撥付股
息。
投資者務請留意，從總收入或直接從資本撥付任何股息，及/或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支出可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作部份退還
或提取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作部份退還或提
取。任何分派若牽涉從資本及∕或實際上從資本撥付派息，將
導致相關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即時下降。這將導致資本侵蝕，
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
已支付股息款項可能與相關股份類別或相關基金的過往收益或
預期回報不相關。因此，已支付股息可能高於或低於基金在分
派期間所賺取的收益及回報。
倘若 SICAV 預期截至財政年度末基金將有未分派總收入，則可
酌情釐定作出額外派息或增加本財政年度的最終派息。該額外
派息（或增加應付最終派息）將由 SICAV 酌情釐定，因此，即
使 SICAV 預期將出現收入盈餘，仍無法保證將作出該等派息。
派息 2 股份可能在相關基金獲得負的回報率或虧損期間依舊派
息，從而進一步減少相關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
SICAV 無意在釐定穩定分派率後考慮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基金
基本貨幣（如有差異）之間的匯率波動。
股東亦請留意，一旦作出資本派付，其獲得的較高股息可能導
致其承擔較高所得稅的責任。SICAV 可自收入或資本中撥付股
息，在該情況下，該等股息或會被視作股東獲得的收入分派或
資本增值（視乎當時有效的當地稅務法例而定）。投資者應就
此自行徵詢專業稅務意見（請參閱第 11 節（稅項））。
分派率將由 SICAV 酌情釐定，因此無法保證將會作出派息付款
及如果作出派息付款，亦無法保證股息率。

8. 風險忠告
（續）
股東應注意，投資派息 2 股份並不構成儲蓄賬戶或定息付款投
資的替代選擇。

可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要求索取，載於年報或景順網頁
(www.invesco.com.hk)。

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CSSF尋求批准，受影響股東將會
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並非居於香港的股東可於管理公司網站瀏覽該等資料，並將詳
載於年報內。

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
投資者務請留意，人民幣乃採用參照一籃子貨幣而按市場供求
決定的管理浮動匯率。目前人民幣在兩個市場上買賣：一個是
中國大陸，另一個則於中國大陸境外（主要在香港）。在中國
大陸買賣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並須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外
匯管制和若干規定約束。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境外買賣的人
民幣則可自由買賣。

投資者若所持基金設有多種股份類別，而最少一類為固定派息
股份類別，則務請留意，固定派息股份類別雖與其他股份類別
攤分同一組資產及承擔相同費用，固定分派款額乃按估計有關
息率計算，未必與其他股份類別所獲分派相同。若宣佈固定分
派少於就該等股份收到的實際收入，超出的收入將會累積撥入
該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若固定分派超出所收到的實
際收入，則須按上文所載有關從資本扣除部份費用及╱或重訂
固定派息股份類別息率的規定辦理。

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乃參與離岸人民幣(CNH)市場，可讓投資
者在中國大陸境外與香港及其他離岸市場的核准銀行買賣人民
幣(CNH)。
因此，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所用匯率乃指離岸人民幣(CNH)。
離岸人民幣(CNH)的價值有可能因為若干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中國政府不時推行的外匯管制政策及匯回資金限制以及其
他外圍市場力量）而與在岸人民幣(CNY)的價值相差重大。
目前中國政府對於將人民幣匯出中國大陸施加若干限制。投資
者務請留意，該等限制或會對中國大陸境外的人民幣市場的深
度造成掣肘，因此可能減少人民幣股份類別的流通性。
中國政府有關外匯管制及匯回資金限制的政策有可能更改，而
人民幣股份類別及其投資者的倉盤或會因為該項更改而蒙受不
利影響。
第4.2節（對沖股份類別）所概述的風險應與上述風險一併閱
讀，以了解對沖類別所附帶的額外風險。
固定派息股份類別
如第4.1節（股份類別）及管理公司網站所披露，若干基金設
有固定派息的股份類別。投資者務請留意，息率雖屬固定，但
派息額可每月改變。息率（%）將最少每半年根據當時現有市
況重訂一次。
有關息率的進一步詳情，請聯絡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及╱
或資料處理代理人。
由於對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而言，賺取收入比資本增值重要，如
有需要，固定派息股份類別所須支付的費用及開支﹐連同第
9.3節（SICAV的費用及開支）下標題「其他開支」所述的其他
開支，可全部或部份從該等類別的資本撥付，以確保有足夠收
入應付固定派息。此項政策若有更改，須事先向證監會尋求批
准，受影響股東將會獲得最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投資者
務請留意，按此方式從資本扣除費用及開支會導致資本侵蝕，
並因而會局限該等股份類別的未來資本增值，未來回報的價值
亦有可能縮減。投資者亦請注意，從資本撥付費用及開支即屬
自彼等當初投資款項或自原有投資應佔資本增值作部份提款。
撥付該等費用及開支將會令有關固定派息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
淨值於每月分派日期後即時下降。在此等情況下，於有關基金
投資期內就該等股份類別作出的分派應理解為一種資本退還。
基金為管理向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股東支付及╱或可派付收入的
水平而從資本扣除的管理費詳情將會詳列於報告。在極端市況
下，SICAV可酌情重訂固定派息的股份類別的息率，以確保只
有能夠以相關投資收益彌補情況下才會派付股息。
投資者亦請留意，息率及有關收入乃參照年度計算期計算。因
此，儘管某一個月應就固定派息股份類別派付的合計固定分派
或會超越該類股份於有關月份應佔實際收入，但不得就有關年
度計算期而從資本撥付分派。
固定派息股份類別若有對沖，該類股份的最低首次認購額及最
低持股量與相關未對沖股份類別相同。
就香港股東而言，有關過去12個月的股息成份（即從(i)可分派
收入淨額，及(ii)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股息成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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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股份類別
若對沖股份類別的計價貨幣有別於基本貨幣，投資者應注意有
關方面並不保證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能夠與有關基金的基本貨
幣完全對沖。投資者亦請注意，倘若該策略成功實施，有關類
別股份股東在股份類別貨幣兌有關基金基本貨幣匯價下跌時所
獲得的利益或會大大減少。此外，投資者應注意，若彼等要求
支付贖回款項的貨幣並非股份計價貨幣，則該種貨幣兌股份計
價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對沖。
組合對沖股份類別
就組合對沖股份類別而言，投資者應注意有關方面並不保證股
份類別計價貨幣的風險能夠與有關基金資產計價的貨幣完全對
沖（有關組合對沖股份類別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第4.2.1節
（組合對沖股份類別））。投資者亦請注意，倘若該策略成功
實施，有關類別股份股東在有關基金資產兌股份類別計價貨幣
匯價上升時所獲得的利益或會大大減少。
此外，投資者應注意，若彼等要求支付贖回款項的貨幣並非股
份計價貨幣，則該種貨幣兌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對
沖。
從資本中扣除管理費
倘若股份類別的投資目標以賺取收入為首要，其次為資本增
值，或賺取收入和資本增值同樣重要，或管理費高於收入，管
理費可從資本（而非從收入）扣除。SICAV 可從資本扣除該等
費用，以管理向股東派付及╱或可供向股東派付的收入水平。
此舉可能會導致資本侵蝕或限制資本增值。
股份類別相關的貨幣風險
倘若股份類別的計值貨幣不同於基金之基本貨幣，股東或面臨
股份類別貨幣與基金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風險。此外，倘若基
金投資於以基金基本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的證券，股東或會受
股份類別貨幣與基金資產貨幣之間匯兌變動的影響，投資經理
不對此予以考慮。
若於基金的投資屬對沖股份類別或組合對沖股份類別，匯率風
險可能較低。投資者應參閱第4.2節以了解該等類別的進一步
詳情。

9. SICAV、其管理及行政
SICAV、其管理及行政
（續）
9.1 SICAV
SICAV乃根據盧森堡大公國法律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註冊成
立，並具備開放式可變資本投資公司的資格。SICAV已根據
UCITS指令而註冊為UCITS。SICAV乃於1990年7月31日於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組織章程已於1990年10月19日刊載於the
Memorial，最新修訂日期為2016年9月30日，已刊載於the
Mémorial。組織章程的綜合版本已提交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
處存案，任何人士均可於該處查閱組織章程，並可索取副本。
SICAV乃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處註冊，編號為B34457。
SICAV的資本相等於其資產淨值。最低資本為1,250,000歐元的
美元等值。SICAV並無預設年期。
有關SICAV最近期的更新，請瀏覽景順網站及投資者所屬地區
的景順當地網站。
9.2 SICAV 的管理及行政
9.2.1 董事
董事負責SICAV的管理及行政以及其整體投資政策。
董事為：
Graeme Proudfoot (主席)
Invesco，英國，歐洲、中東及非洲董事總經理
Douglas J. Sharp
Invesco，英國，歐洲、中東及非洲零售主管
Peter Carroll
Invesco，盧森堡，歐洲、中東及非洲代表監察總監
Bernhard Langer
Invesco，德國，景順定量策略投資總監
Timothy Caverly

盧森堡，獨立董事
董事已委任Invesco Management S.A.為管理公司，在董事監督
下負責就所有基金提供日常行政管理、市場推廣、投資管理和
諮詢服務。
董事乃於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選出；大會進而決定董事人數、其
酬金及任期。然而，任何董事均可由股東大會決議案撤職（不
論是否有原因）或取替。若董事職位出缺，餘下的董事可暫時
填補該空缺；股東須於下次股東大會就該項提名作出最終決
定。

管理公司已將行政管理職能交託予行政代理人，並將過戶處及
轉讓代理職能交託予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管理公司亦已
將投資管理服務交託予第3節（名錄）所列的投資經理。
管理公司隸屬於Invesco集團。Invesco集團的母公司則為
Invesco Ltd，後者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總部設於美國阿特蘭
大，附屬公司或姊妹公司遍佈世界各地。Invesco Ltd.並於紐約
證券交易所上市（代號︰「IVZ」）。
管理公司須確保SICAV符合投資限制，並須監督SICAV策略與投
資政策的執行。管理公司須按季向董事提交報告，SICAV若有
未符合投資限制之處，不得延誤知會每位董事。
管理公司將會收到投資經理定期編列的報告，詳述各基金表現
及投資分析。管理公司將會獲其他服務供應機構就彼等所提供
服務而編列的類似報告。
9.2.3 資產的劃分
根據2010年法例第181條規定，每項基金明確劃分，乃屬
SICAV資產與負債的獨立部份。
SICAV計劃具體股份類別產生的所有收益∕虧損或支出由該股
份類別獨立承擔。由於股份類別間的負債並無法定隔離，存在
風險在若干情況下，與一種股份類別相關的交易可能導致相同
基金的其他股份類別產生負債或對相同基金的其他股份類別的
資產淨值產生其他影響。
9.2.4 利益衝突
(i) 有關董事的利益衝突
根據組織章程，SICAV若與任何其他公司或商號訂立合約或進
行交易，該等合約或交易概不得因SICAV任何一名或多名的董
事或高級職員於該其他公司或商號佔有權益或身為該公司或商
號的董事、副董事、高級職員或僱員而受到影響或失效。
SICAV任何董事或高級職員如以董事、高級職員或僱員身份任
職於SICAV與其訂立合約或經營業務的任何其他公司或商號，
概不會因與該公司或商號存在該項聯繫而被阻止就該項合約或
業務作出考慮及投票或行事。
SICAV任何董事或高級職員若於SICAV的任何交易中佔有與
SICAV利益構成衝突的權益，該董事或高級職員則須向董事會
交代該項存在衝突的權益，並不得就任何該項交易作出考慮或
投票，而該項交易及該名董事或高級職員於其中的權益須在下
一個股東大會上申報。若董事會進行投票的交易乃於日常業務
過程中按一般交易原則進行，則此等規則並不適用。

(ii) 有關Invesco集團內公司的利益衝突
投資經理及 Invesco 集團內其他公司可不時出任其他基金╱客
9.2.2 管理公司
戶的投資經理或顧問，亦可為該等基金或其他客戶擔任其他職
管理公司Invesco Management SA乃於1991年9月19日根據盧
位。因此，Invesco 集團的該等成員可能在經營業務過程中與
森堡大公國法律而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註冊成立，其組織章程 SICAV 產生利益衝突。然而，在該等情況下，管理公司、投資
存放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處。管理公司已獲認可為受2010 經理及 Invesco 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將根據組織章程及各項重
年法例第15章監管的管理公司，並受CSSF所頒佈任何實施規
大合約履行其責任（尤其為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為符合 SICAV 最
例、通告文件或立場聲明約束。於本章程刊發之日，管理公司 佳利益而行事的責任）；此外，在投資過程中可能發生任何利
的資本總額為9,340,000美元。管理公司董事會成員為：
益衝突時亦須向其他客戶負責。特別是倘若可供購買的證券數
目有限以致產生利益衝突，將須按比例將該等證券分配予投資
Douglas J. Sharp(主席)
經理的客戶。倘 SICAV 投資於任何由 Invesco 集團的成員公司
Invesco，英國，歐洲、中東及非洲零售主管
所管理的其他開放式投資公司或單位信託基金，SICAV 毋須支
付任何首次認購費，而管理公司只會收取章程所述的管理年
Rene Marston
費，而有關基金毋須就其對該等投資基金的單位╱股份作出投
Invesco，英國，業務開發主管
資而支付認購或贖回費用。
Carsten Majer
Invesco，德國，歐洲首席市場營銷總監
Sergio Trezzi
Invesco，意大利，歐洲、中東及非洲（英國除外）及拉丁美洲

零售分銷主管

Peter Carroll
Invesco，盧森堡，歐洲、中東及非洲代表監察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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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經理可不時聘用聯 屬 經 紀 代 基 金 轉 達 或 執 行 交
易，然而，投資經理將遵照適用最佳執行規定並在符合
股東最佳利益前提下行事。
倘若利益衝突確實出現，則董事將盡力確保該等衝突乃以公平
方式解決，並符合 SICAV 的最佳利益。
(iii) 有關第三方的利益衝突
除非第 4.1 節（股份類別）作出其他規定，特別就「Z」股而
言，否則管理公司可不時根據適用法律及規例：

9. SICAV、其管理及行政
（續）
(i)

以直接付款或其他間接退還成本的方式，向多間經銷
商、中介機構或其他實體（可能隸屬或未必隸屬
Invesco集團）撥付部份管理費，惟該等經銷商、中
介人或其他實體須獲准許收取該等付款。該等稱為佣
金的款項旨在作為該等實體向股東提供直接或間接分
銷或其他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優化向股東提供的持續
信息通訊、對挑選基金的持續支援、其他行政管理及
∕或股東服務）的代價。根據若干司法權區的規定，
收取佣金者須確保具透明度的披露，並免費通知股東
有關彼等分派所得的酬金水平。股東如需索取上述資
料，應直接向彼等的有關中介機構提出。

(ii) 由管理公司酌情以回扣的方式，向若干股東支付部份
管理費。管理公司可根據若干客觀準則授出回扣，例
如股東的認購量或所持資產。根據若干司法權區的規
定，經股東要求後，管理公司須免費給予該等回扣
額。
管理公司的回扣及佣金付款並不適用於所有股份類別，或於所
有司法權區（視乎適用的當地法律及∕或規例），且可能受適
用法律及規例下的披露責任所限。管理公司或景順分經銷商可
酌情挑選收取款項的中介機構，除作為任何有關安排的條件
外，SICAV將不會因此招致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Consignation。
所有已贖回股份均予註銷。

聯接基金的清盤
聯接基金將於以下情況下清盤：
a) 當主基金清盤時，除非CSSF批准聯接基金：
-

將最少85%資產投資於另一主基金的股份；或

-

修訂其投資政策以便轉換為非聯接基金。

b) 若主基金與另一項UCITS合併，又或分拆為兩項或以上的
UCITS，除非CSSF批准聯接基金：
-

繼續作為同一主基金或另一項因主基金合併或分拆而
出現的UCITS的聯接基金；

-

將其最少85%資產投資於另一主基金的單位或股份；或

-

修訂其投資政策以便轉換為非聯接基金。

基金或股份類別的合併
9.2.5 薪酬政策
管理公司受薪酬政策、程序及慣例（統稱「薪酬政策」）所規
限，薪酬政策符合並提倡穩健有效的風險管理。薪酬政策適用
於其專業活動對管理公司或基金的風險取向有重大影響的員
工，旨在減低不符合基金風險取向的風險承擔。薪酬政策與管
理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及該等基金的股東的業務策略、目標、
價值及利益一致，並包括避免利益衝突的措施。表現評估按照
多年的架構進行，且基於基金的長期表現。薪酬政策適當地平
衡酬金總額的固定及浮動部份。
有關最新的薪金政策詳情（包括但不限於薪酬及利益計算方法
的描述、負責授出薪酬及福利人士的身份以及薪酬委員會的組
成），可於以下管理公司網站的網址
https://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remuneration-policy查
閱，副本亦可於管理公司註冊辦事處免費索取。
9.2.6 清盤與合併
SICAV清盤
SICAV並無設定年期，並通常會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決定解散。
若確定SICAV的資本（即組織章程所界定SICAV資產淨值）低於
第9.1節(SICAV)所載法律規定最低款額的三分之二，該會議必
須於有關確定後40天內召開。
倘若SICAV自願清盤，則須遵照2010年法例的條文進行，該法
例規定為使股東能夠參與清盤分派而須採取的步驟，並就此規
定將任何於清盤結束時未獲任何股東認領的款項存入Caisse
des Consignations託管。凡未能於指定期間內獲認領的款項將
可根據盧森堡法例的規定予以沒收。

董事可隨時決定將任何基金或股份類別與SICAV內部另一項現
有基金或另一類股份又或另一項集體投資計劃又或2010年法例
第一部條文或實施UCITS指令的歐盟成員國法例下組成的集體
投資計劃內的另一附屬基金或另一類股份合併。
在基金合併的情況下，SICAV須在合併生效日期前超過一個月
就該項合併而向所有股東發出書面通知，使有關股東有權按
2010年法例的規定，要求免費贖回或轉換其股份。
此外，基金或類別股份的合併可由有關基金已發行一類或多類
股份的股東大會決定，該大會並無法定人數規定，將由所投票
數的簡單大多數票通過決議案作出合併的決定。
9.2.7 服務機構

投資經理
各投資經理均對其提供投資管理服務的基金的投資管理擁有酌
情決定權。
就各基金而委任的每名投資經理均隸屬於Invesco集團，並名列
在第3節（名錄）及管理公司網站
（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該網站載列負責管
理每項基金的投資經理。

副投資經理
各投資經理可由副投資經理協助，以提供基金的投資管理服
務。
如副投資經理已獲委任，附錄A下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內所載
「投資經理」的詞彙應理解為投資經理及∕或副投資經理。

基金清盤
倘任何基金的資產價值或基金任何類別股份的淨資產價值降至
低於或未能達到董事就該基金或該類別股份可以經濟效益的方
式運作而釐定的款額（該款額現為五千萬美元(50,000,000美
元）或其等值），或若政治、經濟或金融局勢有重大修訂，又
或基於經濟整頓，董事可決定按每股資產淨值（經計及投資項
目實際變現價及變現開支）強制贖回該基金已發行一個或多個
有關類別全部股份，該每股資產淨值乃於該決定生效時的估值
時間計算。SICAV須於強制贖回生效日期前向有關一類或多類
股份的持有人發出一個月（或遵照有關規定的其他期間）的書
面通知，通知將說明贖回行動的理由及程序。

就各基金而委任的每名副投資經理均隸屬於Invesco集團，並名
列在第3節（名錄）及管理公司網站
（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該網站載列（如有
關）負責管理每項基金的副投資經理。
無約束力投資顧問
各名投資經理可受無約束力投資顧問的支持，無約束力投資顧
問將提供無約束力投資建議。投資經理將保留有關基金的全部
投資酌情權。

此外，若董事提出建議，基金已發行任何類別股份的股東大會
可贖回該基金已發行有關類別的全部股份，並將該等股份的資
產淨值（經計及投資項目實際變現價及變現開支）退回股東，
該資產淨值乃於該決定生效時的估值時間計算。該股東大會不
設法定人數規定，須經簡單大多數通過決議案作出決定。實施
贖回時未能向受益人分派的資產將代應得人士存入Caiss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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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等基金所委任的每名無約束力投資顧問均隸屬於Invesco集
團，相關詳情列在第3節（名錄）及管理公司網站
（www.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該網站載列無約束
力投資顧問（如適用）。

9. SICAV、其管理及行政
（續）
存管機構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BNYM」）作為SICAV資產的存管機構，該等資產將直接由
BNYM或間接透過BNYM的聯繫銀行、代名人、代理人或獲授
權人士持有。

居駐及公司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
SICAV已就將股份日後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而委任BNYM為
SICAV的上市代理人。
SICAV已委任BNYM為SICAV的居駐及公司代理人，以提供註冊
辦事處及公司秘書服務。

存管機構須確保股份的認購及贖回均依據有關2010年法例及組
分經銷商
織章程的規定進行；確保在涉及SICAV資產的交易中的任何款
項均在通常時限內電匯至存管機構；並確保SICAV的收入皆遵
管理公司（作為經銷商）已委任若干數目的分經銷商。
照有關2010年法例及組織章程的規定運用。
於香港的分經銷商於接獲的一切有關發行、轉換、轉讓或贖回
根據UCITS指令的規定，存管機構的職責為就SICAV及各基金資 股份的申請均會轉交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或資料處理代理
產提供保管、監察及資產核查服務。存管機構亦將就各基金的 人（或其獲授權人士或代理人）。
現金流及認購提供現金監管服務。
9.2.8 有關連各方交易
存管機構將負責（其中包括）確保股份銷售、發行、購回及註 管理公司、存管機構或彼等的聯繫人士可買賣SICAV的資產，
銷乃根據UCITS指令進行。除非彼等與UCITS指令有所衝突，存 惟任何該等交易須按公平磋商的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每項交
管機構將按照UCITS指令的指示進行工作。存管機構亦負責調
易亦須符合下列任何一項：
查SICAV於各財政年度的工作，並向股東匯報。存管機構須為
以託管形式持有或任何分保管人以託管形式持有的財務工具損 (i) 提交由董事所認可的獨立合資格人士發出的交易估值證明；
失承擔責任，除非可證明虧損乃由其控制範圍外的外界事件所
引致，並已盡一切合理的努力仍無法避免後果。存管機構亦須 (ii) 交易乃根據有組織投資交易所規則而按最佳條款執行；或
為因其疏忽或故意不履行其於UCITS指令下的責任而造成的所
倘若(i)或(ii)不實際可行，則
有其他損失承擔責任。
存管機構有權委派其全部或部份存管職能，然而，其責任不會
因委託第三方持有存管機構保管的部份或全部資產而受到影
響。

(iii) 董事信納交易乃按公平磋商的一般商業條款執行。

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

管理公司亦可酌情代基金與管理公司或存管機構的有關連人士
進行外匯交易，但須盡力對一切該等交易採取最佳執行方針。
非金錢佣金及有關連各方的交易須於報告中披露。

9.2.9 非金錢佣金
管理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若與其他人士訂有安排，而根據該
存管機構委任的分獲授權人士名單及存管機構的轉授安排詳情 項安排，該人士將不時向管理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提供或代
彼等覓得集體服務或其他利益（例如研究及顧問服務、配備專
載於以下管理公司網站的網址
門軟件的電腦硬件，又或研究服務及表現評估、投資組合估值
https://invescomanagementcompany.lu/list-delegates。
及分析、巿場報價服務等），則管理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仍
可與該人士或透過其代理人進行交易，惟提供該等服務必須是
是否聘用某一分獲授權人士將視乎SICAV所投資的市場而定。
影響存管機構及其獲授權人士的潛在利益衝突或不時發生，包 在合理情況下預計在整體上對SICAV有利，並有助SICAV、管理
公司或其任何向SICAV提供服務的關連人士改善其表現，而有
括但不限於存管機構或獲授權人士於向SICAV提供服務或活動
關方面毋須就該項安排直接支付款項，管理公司及其任何關連
的結果，或代表SICAV進行的交易結果中擁有權益（有別於
SICAV的權益），或SICAV或獲授權人士於向另一位客戶或另一 人士只須承諾與該人士進行業務往來。Invesco集團的方針是以
最妥善的方式處理所有客戶的一切交易。為免產生疑點，該等
組客戶提供的服務或活動的結果中擁有權益（與SICAV權益有
所牴觸）。衝突亦可能不時出現於存管機構及其獲授權人士或 貨物及服務並不包括交通、住宿、酬酢、一般行政服務、貨品
聯屬公司之間，例如所委任的獲授權人士為一間聯屬集團公司 或服務、一般辦公室設備或場所、會籍費、員工薪金或直接支
付的款項。
及正在向SICAV提供產品或服務，並於該產品或服務中擁有財
務或業務權益。存管機構維持利益衝突政策以處理該等衝突。
管理公司及任何關連人士如代表SICAV與任何經紀或交易商進
行業務來往，均不得將該經紀或交易商就任何該等業務而支付
當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發生，存管機構須顧及其對SICAV
所負的責任、適用法例及其利益衝突政策。有關存管機構、獲 或應付的任何現金佣金（回扣即現金回佣）及退款留為己用。
授權人士及分獲授權人士（包括全部（分）獲授權人士的完整 一切收取自任何上述經紀或交易商（於某些情況下為管理人或
名單）的職責，以及任何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的最新資料，可 投資經理的聯屬人士）的現金佣金回扣均須由管理公司及任何
關連人士代SICAV持有。
由管理公司應要求向股東提供。
管理公司已委任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 S.A.（「IFDSL」）為SICAV的過戶登記處兼轉讓
代理人。作為過戶登記處，IFDSL主要在存管機構的控制及監
督下負責股份的發行、轉換、贖回及註銷事宜。

資料處理代理人
為求以單一聯絡處形式向SICAV所有投資者提供服務，IFDSL將
會在其負責、監督及協調下授權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IFDSI」）（作為資料處理代理人
）處理以下各項：(i)接收認購、轉換、轉讓或贖回指令、(ii)將
該等指令交由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的系統處理、及(iii)倘該
等指令獲IFDSL接納，核對及安排該等指令的結算。

行政代理人兼付款代理
管理公司已委任BNYM為行政代理人。就此，BNYM負責計算每
項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保存記錄及其他一般行政職能。

9.3 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管理費、分銷費、存管機構費用與服務代理人費用均以佔有關
股份類別的平均資產淨值的百分比年率列示，並按月從基金資
產中撥付。
有關每項基金特定股份類別的具體收費架構的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附錄A。

管理費
管理公司將獲SICAV支付管理費，該費用乃按每項基金每類別
股份而每日累計，並按月支付。I股毋須支付管理費。
只要基金仍為香港認可基金，管理費如有任何調高，必須事先
尋求證監會批准，並給予股東至少三個月事先通知。

BNYM並擔任付款代理。
管理公司須負責向投資經理支付費用，並可將部份管理費付予
經與Invesco集團聯號訂立協議認可中間人或管理公司全權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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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ICAV、其管理及行政
（續）
決定的其他人士。
若SICAV投資於Invesco集團成員所管理任何其他開放式投資公
司或單位信託，有關計算管理費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9.2.4
節（利益衝突），若基金認購、購入及╱或持有一項或多項基
金將予發行或已發行股份，有關計算管理費的進一步詳情，則
請參閱第7.1節（一般限制）下第VII分節。

服務代理人費用
管理公司將就每項基金而按附錄A所載獲SICAV支付額外費用。
管理公司並從中撥付行政代理人、居駐及公司代理人以及過戶
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的費用、以及服務機構的費用和於SICAV
註冊地所涉及的費用。每項此等費用均以各方與管理公司不時
協定的比率而按每項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並每月支付。
部份服務代理人費用可由管理公司（以其負責委任及監察主要
行政服務供應商的身份）保留，及∕或與Invesco集團的聯屬公
司或管理公司全權酌情決定的其他人士共享。
服務代理人費用將不會超過每項基金資產淨值的0.40%（有關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A)。實際收取的款額將會在報告中披
露。

分銷費
正如第4.1節（股份類別）所進一步載列，除管理費外，若干
股份類別更須支付每年分銷費。該等分銷費將付予有關分經銷
商，作為其提供特定分銷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就擬認
購股份類別的選擇而向有意申請人提供意見）的報酬。
分銷費只適用於「B」股及「R」股。

存管機構費用
存管機構將獲SICAV支付按月計算的保管人費用，該費用乃根
據各基金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的資產淨值以最多達年率
0.0075%（或存管機構與SICAV隨時協定的較高年率，正如第
4.1節（股份類別）所進一步披露者，I股除外）而計算，另加
增值稅（如有），並按月支付。此外，存管機構將向各基金收
取按不同比率（按持有基金資產的國家而定，目前介乎投資於
有關國家資產的資產淨值的0.001%至0.45%）計算的保管及服
務費再另加增值稅（如有），並可收取SICAV不時同意就投資
交易而按一般商業收費率收取的費用。分保管人乃從此等保管
及服務費中獲撥付費用。實際收取的款額將會在報告中披露。

其他開支
SICAV將須承擔的其他費用包括：有關投資項目的印花稅、稅
款、佣金及其他交易費用、外匯兌換支出、銀行手續費、登記
費、保險及保安費、核數師的費用及開支、董事及高級職員的
酬金及開支、一切因收取收益而支付的開支，以及收購、持有
及出售投資項目而支付的若干其他開支。SICAV亦將負責編
列、翻譯、印刷及分發所有評級機構報表、通告、賬目、章
程、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如有）、報告及有關當地法例所規
定的有關文件的開支，以及基金行政管理所招致的若干其他開
支（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監管機構費用、當地服務供
應商費用及評級機構費用）。

基金及╱或股份類別的成立開支
除本章程附錄A另行載列者外，管理公司將承擔有關成立任何
基金及╱或股份類別的成立開支。

費用及開支的分配
每項基金均負責其具體應佔的費用及開支。任何費用及開支如
並未撥歸某一項基金，則會依照其等各自的資產淨值按比例分
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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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10.
報告及資料
Continued
投資者可索取本第10節所述法律文件，惟須受法例規定須刊發
的每份有關地區補編所提供的資料規限。

(e) 由管理公司分別與各受委任投資經理訂立的投資顧問協
議；

10.1 有關 Invesco 集團及網站的資料
有關Invesco集團及各基金的有關資料載於景順網站及景順當地
網站，有關詳情載於第2節（釋義），又或若網站未能提供，
則可向有關景順分經銷商索取。

(f) 由管理公司與IFDSL訂立的過戶登記處兼轉讓代理人協議；

10.2 索取法律文件途徑
10.2.1 組織章程
組織章程須視作本章程一部份。
組織章程副本將應要求由SICAV或景順分經銷商免費寄奉，或
可在該等實體的註冊辦事處及∕或管理公司網站索取。
10.2.2 章程
本章程的副本將應要求由SICAV或各分經銷商免費寄奉。SICAV
會在管理公司網站及（按當地法例規定）景順當地網站（透過
www.invesco.com存取）刊載本章程。
10.2.3 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
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概述適用於一類或多類股份的資料。任何
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的副本將應要求由SICAV或各分經銷商免
費寄奉。英文版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載於管理公司網站及（如
有需要）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譯本亦載於景順當地網站（透過
www.invesco.com存取）。SICAV會使任何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
可在管理公司註冊辦事處或與股東╱申請人協定的任何其他長
期媒體獲得提供。
10.2.4 報告
SICAV將以美元編製截至每年2月最後一天的經審核年報，該報
告將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向股東提供。
SICAV亦會編備截至8月31日止的半年度報告，該報告將於有
關期間結束後兩個月內向股東提供。
SICAV的基本貨幣為美元，而章程所載的綜合財務報表亦會以
美元列賬。
最新的年報以及任何其後刊發的半年度報告的副本只會按要求
而免費寄奉。根據法律規定，該等報告可向SICAV註冊辦事處
及各分經銷商的辦事處索取。
SICAV擬於管理公司網站及（按當地法例規定）景順當地網站
（透過www.invesco.com存取）刊載最新的年報以及任何其後
刊發的半年度報告。
10.2.5 地區補編
按當地法例規定，一切有關地區補編將會獨立提供，又或作為
本章程的一部份而派發。
地區補編可向有關當地景順辦事處、有關景順分經銷商或當地
分經銷商索取，亦可按當地法例規定而從景順當地網站取得。
10.3 其他備查文件
下列文件的副本於任何銀行營業日的一般辦公時間於SICAV的
註冊辦事處或（按當地法例規定）於任何景順分經銷商的辦事
處可供免費查閱：
(a) 組織章程；
(b) 管理公司的組織章程；
(c) 由SICAV與管理公司訂立的管理公司服務協議；
(d) 由SICAV與存管機構訂立的存管機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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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由管理公司、SICAV與BNYM訂立的居駐、行政及公司代理
人協議；
(h) 報告；
(i)

各基金已推出的各股份類別的重要投資者資訊文件。

再者，遵照盧森堡法例及法規，股東可於Invesco Management
S.A.（作為SICAV的管理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其他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股東投訴處理程序、利益衝突規則或Invesco
Management S.A.（作為SICAV的管理公司）的投票權政策。
管理公司可就特定查詢而提供有關基金的進一步詳情。
10.4 股東通告
任何須予傳送的通告如已寄往或放置於股東在股東名冊所示地
址時，該通告即視為已妥為送達。任何向數名聯名股東發出的
通告或文件如已送達或交付任何一名聯名股東，即視為已送達
其他聯名股東。由行政代理人、SICAV或其代理人以郵寄方式
寄送的通告及文件如有郵誤，概由收件人承擔。
10.5 股東會議及通告
SICAV的股東週年大會將於每年7月第三個星期三上午11時30
分於SICAV的盧森堡註冊辦事處舉行；倘該日並非營業日，則
於下一個營業日舉行。
此外，董事可召開某項基金及╱或某類別股份的股東會議，會
上可就只關於有關基金及╱或類別股份的事務的事項通過決議
案。
在組織章程所載限制規限下，每股股份（不論屬何類別，亦不
論其類別每股資產淨值多寡）均可投一票。股東可以書面郵寄
或傳真又或（倘若召開股東大會通告容許）電郵或任何其他通
訊方式委任另一名人士為其代表，以代其在任何股東會議上行
事。倘代表委任未被撤回，則就任何重新召開的任何股東會議
而言，該項代表委任仍視作有效。股東不得就零碎股份投票。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凡於正式召開的股東會
議上提呈的決議案將以所投票數的簡單大多數票通過。若股東
於大會上就所代表的股份未有參與投票，或投棄權票，或遞交
了空白或無效的投票，有關投票將不計入投票票數內。
董事可釐定股東參加任何股東會議所須滿足的所有其他條件。
股東大會通告最少須於開會前8天郵寄往所有登記股東的登記
地址。該通告須註明會議時間及地點、進入會場條件，載列議
程及註明盧森堡法律有關會議所需法定人數及大多數票的規
定。於法律規定情況下，將會另外在Mémorial及一份或多份盧
森堡報章及董事所決定的任何其他報章刊登通告。
在盧森堡法例及法規所載條件下，任何股東大會通告可規定股
東大會的法定人數及大多數票須按大會舉行前某一日期及時間
（「記錄日期」）已發行及未贖回的股份釐定，股東出席股東
大會及行使其股份所附投票權的權利須參照該股東於記錄日期
當日所持股份釐定。
倘就議決對組織章程作出修訂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則除非大
會符合盧森堡有關商業公司的1915年8月10日法例（經修訂）
的法定人數及大多數票規定，否則該等股東特別大會上的程序
均屬無效。

11. 稅項
稅項
（續）
11.1 一般資料
本標題下所載資料乃以盧森堡的已制訂法律及現行慣例為依
據，其內容及詮釋均可隨時改變。此等資料並非全面綜合的總
覽，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有意投資的人士應諮詢其專業
顧問，以了解根據適用於其本人或須課稅的司法權區的法律，
其認購、購買、持有、轉換或出售股份所引致的後果。組織章
程若作出任何修訂，均須繳納固定登記稅。
閣下如對本節任何條文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
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稅務顧問。
11.2 影響 SICAV 的稅項
11.2.1 盧森堡稅項
根據現行法律及慣例，SICAV毋須繳納任何盧森堡所得稅。然
而，SICAV於盧森堡須繳納一項年率為其資產淨值0.05%的稅
項，而「I」類股份、「PI」類股份及「S」類股份的稅率則為
0.01%，該稅項乃須於每季根據基金於有關季度完結時的資產
淨值支付。SICAV於盧森堡毋須就其股份的發行而支付印花稅
或其他稅項，惟須於註冊成立時一次過繳納一筆1,239.47歐元
的稅項。
根據現行法律及慣例，SICAV毋須就其資產的已變現資本增值
而繳納盧森堡資本增值稅。
SICAV自其投資所收取的收益或須支付不同稅率的預扣稅。該
等預扣稅通常無法討回。
各基金就其投資而收取的股息（如有）及利息可能須繳納投資
項目發行機構所在國家的稅項（包括預扣稅）。儘管盧森堡與
該等國家可能已簽訂雙重課稅協議，基金未必可根據此協議而
獲享寬減的預扣稅。因此，基金未必可獲退還其於某些國家繳
納的預扣稅。此情況日後如有改變，以致基金因該等地區採用
較低的預扣稅稅率而獲退還款項，則基金會將利益按比例分派
予獲退還款項當時的股東，而不會重新計算基金的資產淨值。
11.2.2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
11.2.2.1 金融交易稅
法國及意大利國會已通過引進金融交易稅(FTT)的立法。FTT適
用於購入市值超過某一門檻的法國及意大利公司所發行股本證
券的交易。
此外，歐盟委員會於2013年2月14日採納有關發出委員會指令
的建議，在FTT（「歐洲FTT」）地區內加強合作。根據該建
議，歐洲FTT將於11個歐盟成員國（奧地利、比利時、愛沙尼
亞、法國、德國、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斯洛伐克
及斯洛文尼亞（「參與成員國」）實施及生效。
擬開徵歐洲FTT的範圍十分廣泛，或可應用於包括UCITS計劃、
另類投資基金(AIF)及衍生工具合約以及工具所持相關證券在內
的工具。雖然如此，歐洲FTT將會適用於任何股份的發行、轉
換、轉讓或贖回的程度尚未確定。
歐洲FTT建議仍須待參與成員國磋商方可作實，或會遇上法律
挑戰。在現行建議下，此項指令將適用於所有金融交易，條件
是交易最少一方乃在參與成員國領域內「成立」。
FTT（即法國∕意大利FTT、歐洲FTT，或兩者）或會影響各基
金的表現（視乎其相關證券而定）。FTT亦有可能在股份發
行、轉換、轉讓或贖回時對股東產生連鎖效應。投資者應就此
自行徵詢專業稅務意見。
11.3 自動匯報及交換賬戶資料
誠如下列所示，於若干情況下，SICAV須向盧森堡稅務當局提
供有關股東及∕或彼等持股賬戶的資料。
SICAV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而各股東有權查閱傳達予盧森堡稅
務當局的資料並可更改該等資料（如需要）。任何所得資料均
根據 2002 年 8 月 2 日有關保護處理個人資料人士的盧森堡法
律處理，該法律經 2007 年 7 月 27 日有關保護處理個人資料人
士的盧森堡法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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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FATCA」）
股東及申請人務請留意，根據美國激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稱
為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FATCA」）規定，金融機構須向
美國稅務局（「美國稅務局」）申報美國投資者持有美國境外
資產的資料，以防範逃避美國稅項的活動。因此，為免非美國
金融機構迴避此項制度規管，凡不加入與遵從該項制度的金融
機構須（由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就就若干源自美國的收入
（包括利息及股息）及（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就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處置可產生美國來源收入的產業的款項總額繳納 30%
的懲罰預扣稅。
盧森堡與美國已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簽署政府間協議（「政府
間協議」），並於 2015 年 7 月 24 日於盧森堡的法例下執行。
根據政府間協議條款，SICAV 各基金為申報 1 型外國金融機構，
倘若 SICAV 符合盧森堡的法例（將要求基金向盧森堡財政部提
供若干股東的姓名、地址、納稅人身份鑑別編號及若干其他資
料，然後由盧森堡財政部將此等資料提供予美國稅務局），則
SICAV 將不會被徵收 FATCA 項下的預扣稅。因此，管理公司保
留權利，可要求股東及申請人提供任何額外文件或資料，以符
合 FATCA 及政府間協議的規定。
為保障全體股東的利益，在第 5.4.3 節（強制贖回）所述若干
情況下，SICAV 酌情保留權利，可令股東成為「受禁制人士」，
並贖回股東於任何基金的權益。
若須進行強制贖回，該項強制贖回將為適用法律及法規所准許，
而 SICAV 將會本著誠信及基於合理理由行事。
若股東乃透過當地分經銷商投資於 SICAV，該等股東請查核該
名當地分經銷商是否遵從 FATCA 規定。
11.3.2 一般匯報準則(CRS)及稅收領域的行政合作指令
（DAC 指令）
各股東應注意，盧森堡已簽署經合組織的多邊主管當局協議
（「多邊協議」），承諾實施經合組織的自動交換金融賬戶資
料標準－共同匯報準則（「CRS」）。根據多邊協議，自2016
年1月1日起，盧森堡會自動與其他參與司法權區交換金融賬戶
資料。
此外，於2014年12月9日，歐盟理事會採納有關於稅務範圍內
的行政合作的指令2014/107/EU以修訂2011年2月15日的指令
2011/16/EU，訂明歐盟成員國之間自動交換金融賬戶資料
（「DAC指令」），包括歐盟儲蓄指令（EC指令2003/48/EC）
內的收入種類。採納DAC指令推行CRS並於2016年1月1日起概
括歐盟內的自動交換資料。
實施CRS盧森堡的法例於2015年12月18日推行。根據CRS規則，
有關股東（包括個人身份，例如姓名、地址、納稅人識別編號）
及彼等於SICAV投資的若干資料（包括賬戶結餘、收入、溢利
及增值）可由SICAV每年向盧森堡稅務當局匯報，其將與已簽
署及實施CRS的歐盟成員國及司法權區的稅務機關交換股東為
稅務居民的資料。
SICAV保留權利，可要求股東及申請人提供任何額外文件或資
料，以符合CRS的規定。盧森堡將於2017年應用CRS匯報（就
2016曆年匯報）。
為保障全體股東的利益，在第5.4.3節（強制贖回）所述若干情
況下，SICAV酌情保留權利，可令股東成為「受禁制人士」，
並贖回股東於任何基金的權益。
若須進行強制贖回，該項強制贖回將為適用法律及法規所准許，
SICAV將會本著誠信及基於合理理由行事。
閣下如對本節任何條文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稅務顧問。

景順基金
章程－附錄 A
2019 年 6 月 17 日
基金資料
股票基金:
全球: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Equity Fun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SRI Equity Fund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Innovators Equity Fund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Structured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nhanced Index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Equity Fund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Invesco Global Focus Equity Fund
Invesco Global Opportunities Fund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美洲:
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Invesco US Equity Flexible Fund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歐洲：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Invesco Euro Structured Equity Fund
景順泛歐洲基金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Invesco Pan European Focus Equity Fund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Responsible Equity Fund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Invesco UK Equity Income Fund
日本: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專題基金:
景順能源基金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景順金礦基金
其他股票基金:
Invesco Global Equity Market Neutral Fund
Invesco Pan European Equity Long/Short Fund

債券基金：
Invesco Active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Invesco Belt and Road Debt Fund
Invesco Bond Fund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Local Debt Fund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Flexible Bond Fund
Invesco Euro Bond Fund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Invesco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Invesco Euro Short Term Bond Fund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Invesco Global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Convertible Fund
Invesco Global Flexible Bond Fund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Short Term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Total Return (EUR) Bond Fund
Invesco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 Fund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Invesco Real Return (EUR)Bond Fund
Invesco Renminbi Fixed Income Fund
Invesco Sterling Bond Fund
Invesco Strategic Income Fund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Invesco US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亞洲：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Invesco Asian Focus Equity Fund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大中華基金
Invesco India All-Cap Equity Fund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太平洋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Invesco Global Income Fund
Invesco Global Moderate Allocation Fund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Invesco Sustainable Allocation Fund
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Invesco Balanced-Risk Allocation Fund
Invesco Balanced-Risk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Absolute Return Fund
Invesco Global Conservative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Invesco Macro Allocation Strategy Fund

景順中國基金

本文件乃景順基金章程的附錄，故應與該章程一併閱讀。倘若閣下並無景順基金章程，請聯絡閣下的當地景順辦事處，本
公司即會把章程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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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基金的一般資料
Equity Funds
Continued
派息:

 每年派息：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每年派
息乃於 2 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作出。款項會於分派日期下
月 11 日（若該日並非營業日，則於下一營業日）支付。

括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以代替現金、等同現金、貨幣市
場工具等。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每半年派息：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每半 
年派息乃於 2 月和 8 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作出。款項會於
分派日期下月 11 日（若該日並非營業日，則於下一營業日）
支付。
 每季派息：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每季派
息乃於 2 月、5 月、8 月和 11 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作出。
款項會於分派日期下月 11 日（若該日並非營業日，則於下
一營業日）支付。

附錄 A「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一節就每項基金載列的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策之前，務請考慮本
身的特定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水
平、財政狀況及投資目標。閣下如對此項資料有任何疑問，
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
他財務顧問。

特定國家限制
投資者請注意，視乎基金獲授權分銷的地點，投資目標及
政策可能須遵守額外限制。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第 7.5 II
節（額外限制）。

 每月派息：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每月派
息乃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作出。款項會於分派日期下月 11
日（若該日並非營業日，則於下一營業日）支付。

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基金投資目標及政
策內所用「主要」一詞應理解為有關基金最少 70%的資產
淨值。
 除就某項基金另有規定外，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內所用
「廣泛」一詞應理解為有關基金超過 20%的資產淨值。
 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基金投資目標及政
策內所用「市場週期」一詞應理解為所指期間會包括下降
與顯著放緩以及增長階段。
 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基金投資目標及政
策內所用「減值」一詞擬指基金於 12 個月期間所錄得最高
價與最低價之間的差距。
 除本章程內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基金投資目標及政
策內所用「實際回報」一詞應理解為經就通脹（或通縮）
水平作調整的總回報。
 「發展中市場」及「新興市場」兩詞應具備相同含義，
並包含「前線」市場，即與成熟市場相比較落後、規
模較小兼流通性較低。除就某基金而另有規定外，
「開發中市場」／「發展中市場」國家指於本章程日
期（盧森堡以外）不屬於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數一部分
者（盧森堡以外）。由於新興市場股票與新興市場債
務乃截然不同的資產類別，根據個別情況（包括可能
會凌駕摩根士丹利分類的基準指數分類），一個國家
有可能在不同情況下被視作新興市場。該種局面將於
有關基金有所規定。
 按照第 7.1 III d 節末段規定，只要有關投資符合有關
基金的投資政策，預計基金可將其超過 35%的資產淨
值投資於由任何歐盟成員國、經合發組織或 20 國集
團任何成員國、新加坡及香港所發行及／或擔保的債
務證券。
 除本章程內已就某項基金而另有規定外，投資目標及
政策內所用「追蹤誤差」一詞應理解為一項統計指標，
顯示預計該基金表現可能偏離有關指數的程度。
 為達致其投資目標，任何基金（除非另有規定）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或可轉讓證券集
體投資計劃，以代替直接投資，惟該等計劃須遵照基金的
廣義投資政策來進行投資。為免產生疑問，該等投資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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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項基金的特定風險，投資者應參閱第 8 節（風險忠
告）的風險列表。

Equity Funds
股票基金
Continued
*

全球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成立日期

A

管理費

1.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9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2011 年 6 月 30 日
B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C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E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成熟市場的中小型企業股票，
以實現其目標。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
金、貨幣市場工具或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股票及股票相關
證券（可能包括大型公司股票）。

J

運用衍生工具

P/PI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
融衍生工具。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
際世界小型股指數(MSCI World Small Cap Index)來
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S
Z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30%。
日後該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
衍生工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
和計算。為免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
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
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
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
或規例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
險值而獲得充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
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小型環球股票以尋求長線回
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由
於流通性及價格敏感度，小型股票在若干市況下或會面
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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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
或每類股份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
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Equity Funds
Continue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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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Funds
Continued
Invesco Developing Markets SRI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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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Funds
Continued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50%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
券(i)註冊辦事處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ii)註冊辦事處並非 E
位於新興市場國家，但絕大部份業務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
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權益乃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新興市場國家設
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I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就本基金而言，除附錄A「有關各基金的一般資料」項下所提
供定義外，新興市場國家亦擬包括以色列。投資經理可投資香 J
港，以反映香港與中國大陸之密切關連及受中國增長影響。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P/PI
貨幣市場工具、由不符合上述規定但可受惠於其新興市場國家
業務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所發行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新興市
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R

管理費（上限）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2.00%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S
工具。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2018 年 9 月 10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Z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摩
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市場指數。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
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因政治及
經濟不穩定性等因素所致，新興市場股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
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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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Innovators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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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Structured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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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Enhanced Index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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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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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40%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環球股票以達致上升收入水
平與長期資本增值。為了達致此項目標，投資經理亦可納入彼 C
等認為恰當的投資項目，包括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認
股權證、集體投資企業、存款及其他獲准投資。
E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I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世界 J
指數(MSCI World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40%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S
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Z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0%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P/PI
R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全球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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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Focus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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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Opportunities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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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在全球股票市場上掛牌的小型公司
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以實現其目標。
E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可能包括大型公司）的
I
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本基金會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認股權證。

J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P/PI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準
指數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地區世界小型股指數(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 。

R
S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Z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環球小型公司股票尋求長期回報、並
願意承擔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因流動性
及價格敏感度所致，小型公司股票在若干市況下的波動性可高
於市場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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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環球指標增值基金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11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一項由世界各地公司的股票
或股票相關證券（不包括可轉換債券及附認股權證債券）組成 C
的多元化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投資經理將遵循結構嚴
謹、目標明確的投資過程來選擇投資項目。投資經理會分析和
運用投資範疇內每隻股份的各種數量指標，以評估每隻股份的 E
相對吸引力。本基金乃運用顧及每隻股份的計算預期回報和風
險控制參數的優化程序來建立投資組合。

管理費

0.00%

投資經理可酌情決定就本基金的非基本貨幣風險進行對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持作現金與等同現金、貨幣 J
市場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以任何可兌換貨幣計價的債務
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50%

運用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R
工具。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I

P/PI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世界
指數(MSCI World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7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S
Z

*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環球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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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股票基金
（續）
美洲
景順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A

2010 年 8 月 11 日

基本貨幣

股份類別

B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
增值。

C

E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i)
註冊辦事處設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公司；(ii)並非在拉丁美洲國家
成立或位於該等國家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拉丁美洲經營的公司；I
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拉丁美洲國家
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的股票。

J

就本基金而言，拉丁美洲國家指南美洲及中美洲國家（包括墨
西哥）及加勒比海諸國。
P/PI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
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
R
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Z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
市場拉丁美洲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Latin America Index)
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5%。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拉丁美洲國家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拉丁美洲股票
或會由於（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
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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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
於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
不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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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架構

股票基金
（續）
景順美國股票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美國公司的股票，以達致長 C
期資本增值及（較低程度上）賺取經常性收入。本基金將主要
投資於以下機構所發行的證券：(i)註冊辦事處設於美國的公司
及其他實體，或(ii)註冊辦事處設於美國境外但其絕大部份業務 E
在美國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
絕大部份投資於在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
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可 J
轉換債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27 日

基本貨幣
B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I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P/PI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 基 金 乃 運 用 相 對 風 險 值 方 法 ， 參 照 標 準 普 爾 500 指 數
S
(S&P500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3%。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Z

*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美國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
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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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0.40%

管理費（上限）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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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US Equity Flexibl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
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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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00%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一項由在認可美國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大型公司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C
值。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6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須一直主要投資於註冊辦事處設於美國或其絕大部份業 E
務在美國經營的大型公司之股票。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就此而言，「大型公司」指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公司。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2002 年 6 月 28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I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 J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
括可轉換債券）。
P/PI

本基金乃遵循結構嚴謹、目標明確的投資過程來選擇股份。投
資經理會分析和運用投資範疇內每隻股份的各種數量指標，以
評估每隻股份的相對吸引力。本基金乃運用顧及每隻股份的計 R
算預期回報和風險控制參數的優化程序來建立投資組合。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Z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美國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
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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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40%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提供以美元計算的合理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將尋求投資經理認為於購買時相對於當時股票市場一般 C
市況而言價值被低估的股本證券，作為投資對象。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設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的公司的 E
普通股或優先股。若某間公司(i)乃根據美國法律成立而其主要
辦事處亦是設於美國，或(ii)50%或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美國業
務，則會被視作設於美國。本基金也可以輔助性質，投資於主 I
要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公司的股本證券、可換股債
務證券、美國政府證券（由美國政府或其機關及機構所發行或
擔保本息的證券）、貨幣市場工具及投資級別企業債務證券。 J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2011 年 6 月 30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P/PI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R

S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日後該
Z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美國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
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章程－附錄 A

管理費（上限）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1.40%
0.40%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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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股票基金
（續）
歐洲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基本貨幣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B

歐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本證券 (i)註冊
E
辦事處位於歐洲大陸國家的公司，(ii)註冊辦事處於歐洲大陸以
外地區但其業務主要在歐洲大陸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
而其權益乃主要投資於在註冊辦事處設於歐洲大陸國家的附屬 I
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J
幣市場工具及上述公司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務）及
在歐洲大陸經營業務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
債務證券。
P/PI

運用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R
工具。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S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準指數為富時世界指數－歐洲（不包括英國）(FTSE World
Europe ex UK Index)。
Z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大陸股票投資組合尋求長期回
報、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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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在歐洲各國（但不包括英國）的小
型公司的上市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以達致其目標。
E

就本基金投資政策而言，歐洲包括歐盟國家、瑞士、挪威、土
耳其及獨立國聯合體成員國。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
P/PI
可轉換證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認股權證。
J

直至任何獨立國聯合體成員國擁有受規管市場，本基金僅可將
不超過 10%的資產投資於相關國家。

R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S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Z
準指數為歐洲貨幣歐洲公司（英國除外）小型股指數
(EMIXSmaller European Companies ex UK Index)。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5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大陸小型公司股票尋求長期回
報、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因
流動性及價格敏感所致，小型公司股票在若干市況下的波動性
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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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就本基金而言，歐洲新興市場公司被視為指：(i)註冊辦事處設 E
於歐洲新興國家的公司；(ii)設於或位於歐洲新興市場以外國家
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歐洲新興國家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
I
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歐洲新興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
的公司的股票。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J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1991 年 1 月 2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歐洲新興市場公司的股票及
股票相關證券（不包括可轉換債券或附認股權證債券），以達 C
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
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可
P/PI
轉換債券）。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對投資於特定國家並無設定限制，因而可將本基金資產 R
主要投資於一個或有限數目的目標國家。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就本基金而言，除附錄 A「有關各基金的一般資料」項下所提 S
供定義外，新興市場亦擬包括以色列。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運用衍生工具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Z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
市場東歐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Eastern Europe Index)來
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新興市場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歐洲新興市場
股票或會由於（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
（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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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歐元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2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9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為長期跑贏 MSCI 歐洲貨幣聯盟指數－未評級
（歐元）。
C
本基金尋求透過積極配置於歐元區股票以達致其目標。本基金
最少 9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歐元區市場股票。此外，其最少 E
75%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註冊辦事處位於歐盟成員國或英國的
公司。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屬於歐盟但並不屬於
歐元區的國家以及英國、瑞士、挪威及冰島註冊的股本證券及
╱或歐元區國家發行且被評為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及貨幣市場 J
工具。
本基金可投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於低市值企業。

運用衍生工具

P/PI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S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 MSCI 歐洲貨幣聯盟指數
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Z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元區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
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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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Euro Structured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
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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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泛歐洲基金
成立日期
1991 年 1 月 2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一項歐洲公司（偏重大公司）股
C
票或股票相關工具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將主
要投資於公司股票或股票相關工具。該等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設
於歐洲國家或註冊辦事處設於歐洲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務 E
在歐洲經營又或為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
歐洲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本基金並無預先設定地區分
佈，並會採用靈活政策，主要視乎對個別公司的見解及整體經 I
濟或業務考慮因素而釐定投資比重。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J
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所發行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 P/PI
（包括可轉換債券）。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S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歐洲
Z
指數(MSCI Europe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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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
成立日期
2006 年 10 月 31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歐洲股票以賺取收入及達致長期資
本增值。本基金將爭取提供較一般水平為高的股息收益總額。 C
本基金最少 75%的資產淨值將會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提供股息
或具備派息前景並由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E
(i)

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洲國家，
I

(ii) 註冊辦事處設於歐洲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歐洲經
營，或
J

(iii) 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歐洲國家設立
註冊辦事處的附屬公司。
P/PI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2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 R
括可轉換債券）。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Z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歐洲
指數(MSCI Europe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股票並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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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Pan European Focus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
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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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成立日期
1991 年 1 月 2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主要透過一項由任何歐洲股票市場小型公司
組成的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可偶爾就特別情 C
況（例如復甦股份、收購事項）作出投資，並會（在適當時候）
投資東歐新興市場。本基金所投資公司的種類較常規投資組合
E
廣泛，此舉旨在限制其中的風險。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I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J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歐洲貨幣歐洲小型公司指
數(EMIX Smaller European Companies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
P/PI
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40%。日後該 R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S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Z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小型歐洲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
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由於流通性及價
格敏感度，小型股票在若干市況下或會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
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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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成立日期
2000 年 11 月 6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將本基金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一項多元化的公司股票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該 C
等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設於歐洲國家或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歐洲國
家經營並在認可歐洲證券交易所上市。本基金乃遵循結構嚴謹、
目標明確的投資過程來選擇股份。投資經理會分析和運用投資 E
範疇內每隻股份的各種數量指標，以評估每隻股份的相對吸引
力。本基金乃運用顧及每隻股份的計算預期回報和風險控制參
I
數的優化程序來建立投資組合。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三分之一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
現金、貨幣市場工具或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 J
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P/PI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歐洲
S
指數(MSCI Europe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日後該 Z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須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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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Responsible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
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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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2018 年 10 月 8 日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基本貨幣
英鎊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本證券(i)註冊
辦事處位於英國的公司，(ii)設於英國境外，但其業務主要在英 E
國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其權益乃主要投資
於註冊辦事處設於英國的附屬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在英國經營業務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所發行
J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債務證券。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P/PI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準指數為富時所有股份指數(FTSE All-Share Index)。

R

S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Z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英國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期回報、
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由於本基金的地區集中性，
波動性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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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UK Equity Incom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
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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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日本
景順日本股票優勢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基本貨幣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B

日圓

投資目標及政策

C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在日本註冊或其絕大部
份經濟活動在當地進行以及在任何證券交易所或場外交易市場
上市的公司的股本證券，尋求以日圓計算的長期資本增值。本 E
基金將投資於不單運用其資本優勢兼且運用其無形資產（例如
但不限於品牌價值、技術發展或強大顧客基礎）優勢的公司。
本基金亦可以輔助性質，投資於可轉換為普通股的債務證券及 I
其他股票掛鉤票據。

運用衍生工具

J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P/PI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東京股票價格指數(TOPIX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R

預計槓桿水平

S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 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0%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Z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0%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日本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
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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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8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B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基本貨幣
日圓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根據日本法律成立之公司的股份實
E
現其目標。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I
貨幣市場工具，亦可包括在其他地區上市或於其他途徑買賣但
其收入源自日本或在當地擁有重大權益的公司的股票或股票相
關證券。
J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P/PI
工具。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R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日
本東京第一市場指數。
S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預計槓桿水平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Z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日本股票投資組合獲得長期回報、
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的集中地
域性質，波動性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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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日本股息增長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B

管理費

1.40%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並賺取以日圓計算的可持
C
續收益。

管理費

0.9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2016年12月7日

基本貨幣
日圓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i)位於日本, E
或(ii)於日本上市, 或(iii) 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日本經營的公司，或
(iv)控股公司，而其權益乃主要投資於在日本設立註冊辦事處
I
的附屬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管理費

1.9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00%

本基金將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估值吸引及具備可持續股息增長
的表現，且擁有強勁的業務模式及穩健的資產負債表的公司。 J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P/PI
幣市場工具、可轉換債務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其他可轉讓證券。

管理費（上限）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S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Z
準指數為東京第一市場指數(TOPIX Index)。

管理費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日本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期回報、
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的集中地
域性質，波動性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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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日圓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在日本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 C
易市場上市的公司的證券，尋求以日圓計算的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日本公司的股本證券，但亦可投資於可轉換
為普通股的債務證券及其他股票掛鉤票據。

E
I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J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東京股票價格指數(TOPIX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P/PI
R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S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收費架構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1.40%
0.40%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30%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30%
2.00%
0.40%
0.00%
0.05%
1.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上限）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0.70%
0.10%
1.40%
0.40%
0.70%
0.05%
0.70%
0.30%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Z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
內）。由於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此項比率不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日本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
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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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成立日期
1991 年 1 月 2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基本貨幣
日圓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日本中小型公司，並在較低程度
上投資於日本大型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日本中小型公司的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
就此而言，日本公司指(i)註冊辦事處設於日本的公司；(ii)註冊 E
辦事處設於日本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日本經營的公司；
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日本設立註冊
辦事處的公司。就此而言，中小型公司指其市值不超過日本總 I
市值中最低 50%的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J
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
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任何規模的日本公司的債務證券（包
P/PI
括可轉換債券）。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S

本 基 金 乃 運 用 相 對 風 險 值 方 法 ， 參 照 羅 素 野村小型股指數
(Russell Nomura Small Cap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Z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日本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
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由於流通性及
價格敏感度，小型公司股票在若干市況下或會面臨較市場平均
（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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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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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股票基金
（續）
亞洲
景順東協基金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基本貨幣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東協（東南亞國家聯盟）股票尋求
長期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
為，因政治及經濟不穩定性等因素及地區集中性所致，東協股
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組成的
多元化投資組合）。

美元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投資目標及政策

股份類別
A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上市股票或股票 B
相關證券(i)註冊辦事處位於東協國家的公司及其他實體，(ii)註
冊辦事處位於東協國家以外地區的公司及其他實體，但其絕大
部份業務在一個或多個東協國家，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絕 C
大部份權益投資於在東協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以實現
其目標。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就本基金投資政策而言，東協國家被界定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
成員國，目前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汶萊、菲 I
律賓、越南、柬埔寨、老撾及緬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投資經理現擬投資於上述若干或所有國家。投資時較注重地域 J
資產分配，但對於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金比例則並
無任何限制。因此，各國家所佔的投資比重會不時變動。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發行的股票及 R
股票相關證券或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務）。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E

P/PI

管理費
0.75%
直至汶萊擁有受規管市場，本基金只可將 10%的資產投資於汶 S
萊。本基金乃以環球預託證券(GDRs)及美國預託證券（ADRs）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方式投資於汶萊、老撾和緬甸。至於柬埔寨方面，現時並未能
Z
管理費
0.75%
直接投資於當地市場，但可透過 GDRs 及 ADRs、亦可借助投資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於柬埔寨的集體投資計劃而投資於柬埔寨。該投資須遵照「投
資限制」所列之限制。GDRs 及 ADRs 乃由銀行發行的記名可轉
讓證券，證明特定數目的股票已存放於發行銀行並由其託管。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GDRs 乃透過美國與歐洲之間有聯繫的結算所進行國際發行。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ADRs 則可在美國多個股票市場發行及進行買賣，尤其是紐約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認股權證。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準
指數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東協指數(MSCI AC ASEAN
Index)。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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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成立日期
2008 年 3 月 25 日

基本貨幣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亞洲股票或會由於
（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
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預計可受惠於亞洲經濟體系
（不包括日本）內部消費增長或與內部消費增長有關連的亞洲 A
公司的股本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B

就本基金而言，「亞洲公司」指：(i)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國家
的公司；(ii)設於或位於亞洲以外國家但其業務絕大部份在亞洲
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 C
亞洲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的股票。
其業務可受惠於內部消費增長或與內部消費增長有關連的亞洲
公司包括（但不限於）：

E
I

-

-

-

其絕大部份業務為消費者非耐用品或耐用品，例如：食品、
飲料、家庭用品、成衣、化妝品、煙草、消費電子產品與 J
電器及汽車的生產、經銷、推廣或零售的公司以及資訊科
技行業公司，該等公司被視作可受惠於內部消費增加的趨
P/PI
勢。
主要從事物業（包括（但不限於）住宅物業、酒店、渡假
村及商場）發展和管理的公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已上 R
市的閉端式 REIT。
S

可受惠於可支配收入增加及消費相關服務（例如旅遊、媒
體、健康護理、公用事業和電訊）需求上升的公司，以及
Z
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相關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
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可
轉換債券）。

其他披露資料
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基金雖直接投資於 REIT，但基金層面上的
股息政策或股息分派未必可代表有關相關 REIT 的股息政策或股
息分派。香港投資者務請注意，有關相關 REIT 不一定已獲香港
證監會認可。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
國家亞太（日本除外）指數(MSCI AC Asia ex Japan Index)來計
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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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0%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1.00%
0.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一項以具備增長潛力的亞洲公司為對象 C
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包括投資於市值低
於 10 億美元的中小型公司。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註冊辦事處
設於亞洲國家或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 E
務在亞洲經營又或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
亞洲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1997 年 3 月 3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所發行的
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 J
可轉換債券）。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在國家分配上採取靈活的方針，涵蓋亞洲地區（包括印 P/PI
度次大陸，但不包括日本及大洋洲）的投資。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對投資項目的地區分佈並無規定。投資者不應假設本基 R
金的資產於任何時候均會包括在每個亞洲地區國家的投資。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Z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
國家亞洲（日本除外）指數(MSCI AC Asia ex Japan Index)來計
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亞洲股票或會由於
（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
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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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0日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B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以下機構所發行的股票及股本相關證
券(i)註冊辦事處位於亞洲國家的公司及其他實體，(ii)註冊辦事
處並非位於亞洲，但絕大部份業務在一個或多個亞洲國家的公 E
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而其大部份權益乃投資於註冊
辦事處設於某亞洲國家設立的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就本基金而言，投資經理已將亞洲國家界定為日本、澳洲及紐
西蘭以外的所有亞洲國家。

I
J

本基金合計最高達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票據、由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
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亞洲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 P/PI
債券）。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R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摩
Z
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亞洲（日本除外）指數。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以尋求長期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因政治及經濟
不穩定性等因素所致，亞洲股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
（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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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Asian Focus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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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直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止：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涉足中國的公司的股票或股票
相關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投資經理將尋求把本基金
的資產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
券：(i)註冊辦事處設於中國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設於中
國境外但絕大部份業務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
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中國設立註冊辦
事處的附屬公司。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中國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中國股票或會由於
（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
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此外，由於本
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本基金最高達 20%的資產淨值可透過互聯互通或間接透過參
*
與票據、股票掛鉤票據、互換或類似聯接產品投資於在上海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 A 股。此外，本基金最高達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10%的資產淨值可投資於中國 B 股。
管理費

1.75%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
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 B
機構的債務證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C
由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涉足中國的公司的股票或股票相關
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投資經理將尋求把本基金的資產主
E
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i)註冊辦
事處設於中國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設於中國境外但絕大部
份業務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 I
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中國設立註冊辦事處的附屬公司。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最高達 100%的資產淨值可透過互聯互通或間接透過參與 J
票據、股票掛鉤票據、互換或類似聯接產品投資於在上海或深圳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 A 股。此外，本基金最高達 10%的資產淨
值可投資於中國 B 股。
P/PI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
他實體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 R
務證券。

A

運用衍生工具

S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Z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
10/40 指數(MSCI China 10/40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

收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
者收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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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大中華基金
成立日期
1992 年 7 月 15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大中華地區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 C
增值。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股票相關
證券：(i)註冊辦事處設於大中華地區的公司及其他實體、大中
華地區政府或其各自的任何機構或部門或任何地方政府；(ii)設 E
於大中華地區以外但其業務主要（以收入、利潤、資產或生產
的 50%或以上衡量）在大中華地區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 I
(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主要投資於在大中華地區設立註冊
辦事處的附屬公司。
J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所發行的
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括 P/PI
可轉換債券）。
就本基金而言，大中華地區指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R
S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Z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金龍
指數(MSCI Golden Dragon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
於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
不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大中華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
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大中華股票或會由
於（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
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此外，由於
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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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India All-Cap Equit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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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11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印度股票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
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印度股票或會由於
（其中包括）政局及經濟不穩而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
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此外，由於本
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特定風險

由於附屬公司乃根據過往 FII 規例而按廣泛基金類別註冊，為了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印度公司的股票或類似工具 維持其 FPI 資格，附屬公司須遵從若干條件；若該等條件未獲
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遵從，附屬公司的 FPI 資格或會被印度當局撤銷。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印度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就此而言，印度公司指: (i) 註冊辦事處設於印度的公司；(ii) 位
於印度境外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印度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
司，而其所持絕大部份權益投資於在印度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
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
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以任何可兌換貨幣
計價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有關景順印度股票基金的其他資料
(1) 本基金過往透過 Invesco India (Mauritius) Limited（「
附屬公司」）而將其部份淨資產投資於印度。自 2018
年 9 月 25 日起，本基金不再透過附屬公司投資，附屬
公司現正進行清盤。附屬公司乃 SICAV 全資擁有的毛里
裘斯公司，受 2001 年公司法管轄。但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本基金將會以直接方式，而並非透過附屬公司，
投資於印度市場。
附屬公司董事負責向 SICAV 提供由其專享的顧問服務。
附屬公司已委任 SANNE Mauritius（地址為 IFS Court, 28
Cybercity, Ebene, Mauritius)在毛里裘斯向附屬公司提供行
政管理服務，包括保存賬目、賬冊及記錄。附屬公司已委
任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uritius 為附屬公司在毛里裘
斯的核數師，以執行毛里裘斯法律所要求的核數師職責。
附屬公司已委任存管機構為其資產的保管人。
SICAV 與附屬公司將會刊發綜合賬目。
(2) 毛里裘斯行政管理人 SANNE Mauritius 將就其在毛里裘斯
執行的行政管理職能而獲附屬公司支付行政管理費，目前
款額為每月 2,000 美元。SANNE Mauritius 並為確保遵從當
地法律及規例而收取費用。目前的人事開支預期不會超過
每年 8,500 美元。附屬公司清盤前將持續支付該費用。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印度
10/40 指數(MSCI India 10/40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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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B
C
E
I
J
P/PI
R
S
Z

*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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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續）
景順韓國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2018 年 9 月 10 日

A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50%

基本貨幣

B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i) 在韓國證券市場掛牌或交易，(ii) E
註冊辦事處位於韓國的公司及其他實體，(iii)註冊辦事處並非位
於韓國，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韓國的公司及其他實體，(iv)控
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韓國設立註冊辦事處 I
的公司，或(v)韓國公司之附屬公司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以實
現其目標。

管理費

2.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J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發行的股票及
股票相關證券以及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務）。
P/P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認股權證。
R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S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Z
準 指 數 為 韓 國 綜 合 股 價 指 數 (Korea Composite Stock Price
Index(KOSPI) )。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集中於韓國股票投資組合尋求長期回
報、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因政
治及經濟不穩定性等因素所致，韓國股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
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此外，
由於本基金的持倉及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105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附錄 A

*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太平洋基金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0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於(i)註冊辦事處
位於亞太區的公司，(ii)註冊辦事處於亞太區境外但其業務絕大 E
部份在亞太區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其權益乃絕大部
份投資於註冊辦事處設於亞太區的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I

就本基金而言，亞太區被界定為東南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印尼及菲律賓）、東亞（包括台灣、南韓、香港及
日本）、中國內地、澳洲及紐西蘭。
J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及由不符合上述規定但可受惠於其業務與亞太區 P/PI
以外的亞洲國家有關連的公司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亞
洲區內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R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S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Z
準指數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太平洋指數來計算其整
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以尋求長期回報、並願意
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因政治及經濟不
穩定性等因素所致，亞洲股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
（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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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股票基金
（續）
景順中國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股份類別

基本貨幣

A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B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於(i)註冊辦事處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公司，(ii)註冊辦事處於中
國境外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的公司，或(iii) E
控股公司，而其所絕大部份權益乃投資於註冊辦事處設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公司，以實現其目標。
I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30%的投資於現金與等
同現金、貨幣市場工具、由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
所發行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機構所 J
發行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就本投資策略而言，中國指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內地及澳門 P/PI
特別行政區。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S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基
Z
準指數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 10/40 指數。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88%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中國大陸股票獲得長期回報、並願
意接受高波動性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因政治及經濟
不穩定性等因素所致，投資中國大陸股票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
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此外，
由於本基金的集中地域性質，波動性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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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專題基金

景順能源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A

2001 年 2 月 1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一項環球能源股投資組合以 C
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包括主要石油公司、能源服務、天然氣基
建公司以及石油與天然氣勘探及生產公司，以及開發替代能源 E
資源的公司。本基金集中投資於價格合理而且生產量增長及收
入、現金週轉及資產價值增長高於一般水平的公司。
I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
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 J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包
括可轉換債券）。

P/PI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R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S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世界
能源指數(MSCI World Energy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Z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主要涉及能源行業的股票投資組合
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
解，由於集中於單一特定經濟行業，本基金或會面臨較市場平
均（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章程－附錄 A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1.50%
0.40%
1.50%
0.30%
1.00%
0.30%
2.25%
0.40%
0.00%
0.05%
1.50%
0.40%
0.75%
0.10%
1.50%
0.40%
0.75%
0.05%
0.75%
0.30%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108

收費架構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上限）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專題基金
（續）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0日

股份類別
A

收費架構
管理費

0.40%

B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30%

C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健康護理公司的股票及股票相
關證券以達致其目標。就本基金而言，健康護理公司包括（但 E
不限於）藥物、生物科技、保健服務及醫療技術及物資等行業
公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4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J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05%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上限）

0.40%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I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P/PI
工具。

2.00%
2.00%
1.50%
2.50%
0.00%
2.00%

管理費

2.00%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摩
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世界健康護理指數。
S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40%

預計槓桿水平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0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R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5%。日後該水 Z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大量投資於健康護理行業的股票投資
組合獲得長期回報，並願意接受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
亦應理解為，由於集中投資於一個特定經濟範疇，本基金的波
動性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即全球大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
組合）。

特定風險
本基金投資的若干公司或在研究及產品開發方面撥出的財政資
源可能會較其他公司為多。這些公司的證券價格因預期研究及
產品開發計劃成果所承受的波動可能高於一般水平。此外，基
金所投資的公司亦可能因新產品或研究過程缺乏商業價值或規
管認可或因科技推陳出新而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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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專題基金
（續）
景順天下地產收益基金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1 日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基本貨幣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環球股票（包括 REIT）及主要涉及
房地產市場的債務證券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
波幅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由於集中於單一特定經濟行
投資目標及政策
業，本基金或會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一項多元化證券組合，以賺取收 化投資組合代表）為高的波動。
入和（較低程度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發行該等證券的公司
及其他實體乃在世界各地從事房地產行業。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美元

股份類別

本基金會透過主要投資於股票、股票相關及╱或債務證券，以
達致其目標；發行該等證券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絕大部份的收入 A
來自世界各地的房地產相關業務，包括世界各地的房地產投資
信託基金（「REIT」）、類似 REIT 的公司及其他經營房地產業 B
務的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有關房地產行業的資 C
產抵押證券及抵押擔保證券，可包括商業抵押擔保證券及其他
資產抵押證券。
E
對抵押擔保證券的投資可透過代理機構（由房利美、房地美或
吉利美等政府支持企業發行）作出，但絕大部份將向非代理機 I
構（傳統上由投資銀行發行）作出。
此外，對資產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的投資可透過優先及次
級批次作出。

J
P/PI

本基金可將少於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信用評級
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R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包括政府） S
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債務證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違 Z
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其他披露資料
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基金雖直接投資於 REIT，但基金層面上的
股息政策或股息分派未必可代表有關相關 REIT 的股息政策或股
息分派。香港投資者務請注意，有關相關 REIT 不一定已獲
CSSF 及∕或香港證監會認可。

*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 FTSE/EPRA NAREIT 已發
展指數(FTSE/EPRA NAREIT Developed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
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凡為對沖持倉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
由於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
率不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章程－附錄 A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相同

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1.25%
0.40%
1.25%
0.30%
0.80%
0.30%
1.75%
0.40%
0.00%
0.05%
1.25%
0.40%
0.62%
0.10%

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費用）

本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房地產。本基金乃根據證監會單位信託
及互惠基金守則（而非證監會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而
獲認可。CSSF 及∕或證監會認可並不暗示正式核准或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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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架構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上限）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專題基金
（續）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3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一項環球性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值；該投資組合所包羅的公司的絕大部份業務為設計、生產或 C
經銷有關個人非必需消費需要的產品及提供有關服務，可包括
汽車、家居建造及耐用品、媒體及互聯網公司以及其他從事迎 E
合消費者需求業務的公司。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上述公司的股本證券。

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持有現金與等同現金、貨幣
市場證券，又或投資於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務
（包括可轉換債務）或股本證券。

J

運用衍生工具

P/PI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R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世界
非必需消費品指數(MSCI World Consumer Discretionary Index) S
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Z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主要涉及有關消閒活動的產品及服
務的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
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由於集中於單一特定經濟行業，本基金
或會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代表）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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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專題基金
（續）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特定風險

2018年10月8日

在第二市場上買賣REITs的能力可能比其他股票存在更大局
限。REITs在美國主要股票交易所的流通量普遍遜於標準普爾
500指數的一般成份股。

基本貨幣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及賺取收益。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一項多元化的環球股票（包括房地 B
產投資信託（「REITs」））、優先股及債務證券投資組合以
達致其目標，發行該等股票及債務證券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的收
C
入乃來自房地產相關業務。。
本基金投資於美國房地產投資信託主要將為美國商用房地產。
債務證券將有所涉及或將由按揭或類似工具作抵押，且將獲標
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機構評為投資級別或以上的信貸評級。

E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3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上限）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3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以及
貨幣市場工具。
S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管理費

0.65%

其他披露資料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I

本基金可將最高達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不符合上文規定，但
卻有重大投資於房地產市場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發行的股本或債
務證券或標準普爾或同等機構給予的信貸評級為 AAA 的政府證 J
券。
P/PI

本基金可將少於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債務證券及不超過 10%
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
證券。
R

投資者務請注意，若本基金雖直接投資於 REITs，本基金的股 Z
息政策或股息分派未必可代表相關 REIT 的股息政策或股息分派。

管理費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房地產。
*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富
時 EPRA/NAREIT 已發展市場指數。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尋求透過投資大量投資於房地產市場的全球股
票（包括 REITS）及債務證券獲得長期回報、並願意接受高波
動水平的投資者。投資者亦應理解為，由於集中投資於一個特
定經濟範疇，本基金的波動性可高於市場平均水平（即全球大
型公司股票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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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專題基金
（續）
景順金礦基金
成立日期
2010 年 6 月 21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基本貨幣
美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全
球各地絕大部份業務為從事黃金與其他貴金屬（例如白銀、白 C
金及鈀金）以及鑽石的勘探、開採、加工或買賣及投資的公司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E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2.00%

本基金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可持有交易所買賣基金與交易所
買賣商品，藉以涉足黃金與其他貴金屬。
I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管理費

0.00%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J
工具。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費城金銀指數
(Philadelphia Gold and Silver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P/PI
R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日後該
S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Z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主要涉及黃金與其他貴金屬行業的
股票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
投資者亦應理解，由於集中於單一特定經濟行業，本基金或會
面臨較市場平均（由大型環球股票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代表）
為高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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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票基金
Invesco Global Equity Market Neutral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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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票基金
（續）
Invesco Pan European Equity Long/Shor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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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Invesco Active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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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亞洲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5 日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洲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投資組合
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由於本基金
涉及高收益債務證券及新興市場，波幅有時可能被放大。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收入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尋求透 股份類別
過主要投資於亞洲債務證券（可包括投資級別、非投資級別、 A
未評級債務證券及可轉換債券）以達致其目標。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亞洲債務證券包括由亞洲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及企業發 B
行或擔保而以強勢貨幣(即全球交易主要貨幣)計價的債務。亞
洲企業發行機構須理解為(i)其註冊辦事處或總部設於亞洲國家，
或(ii)其絕大部份（按收入、溢利、資產或生產計 50%或以上） C
業務在亞洲經營的發行機構或擔保機構。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投資經理所採用的資產配置本質上大致不受約束，對特定國家、E
行業及∕或信貸質素不設配置下限∕上限。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以及由 I
全球各地發行機構發行並以任何貨幣計價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
債務證券。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0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上限）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J

就本基金而言，亞洲國家已被界定為亞洲所有國家（不包括日
本，但包括澳洲及紐西蘭）。

P/PI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R

管理費

1.00%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S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5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Z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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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Belt and Road Deb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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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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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14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運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將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的 40%。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發行機構以當地貨幣計價
的債務證券投資組合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
資者。由於本基金涉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務證券及金融衍生
工具，波幅有時可能被放大。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和賺取高收入。本基金會將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靈活分配、以新興市場國家
收費架構
（下文載有更詳盡描述）貨幣計價的現金、債務證券（包括企 股份類別
A
管理費
業債券及由跨國組織發行的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
投資經理的意向是投資於投資範疇內的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
該範疇包含世界各地的現金、債務證券（包括資產抵押證券）、B
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金融衍生工具、股票及一切貨幣。債務
證券可來自新興市場，但亦可由成熟市場發行。衍生工具可用
C
以在投資範疇內所有市場持好倉和淡倉。衍生工具可包括（但
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約、遠期匯率協議、
互換（例如信貸違約互換、利率互換、總回報掉期）以及複雜 E
期權結構（例如跨期買賣）。此外，衍生工具可包含結構票據，
包括（但不限於）信貸掛鉤票據、存款掛鉤票據或總回報票據。
本基金並可透過運用衍生工具對全球所有貨幣作出主動貨幣持 I
倉。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

J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 P/PI
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涉足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境內債券，R
惟有關資產淨值須少於 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本基金可持有最多不超過資產淨值 5%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 S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可在符合股東最佳利益情況下暫時持有最多不超過資產
淨值 100%的現金、貨幣市場工具或最多不超過資產淨值 10%的 Z
貨幣市場基金。
本基金並可以輔助方式投資於在莫斯科交易所上市的證券及貨
幣市場工具。於聖彼得堡貨幣交易所上市的證券及貨幣市場工
具投資（連同根據章程第 7.1 節（一般限制）I.(2)下所指定的
其他資產）所佔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比例不會超過 10%。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對沖及投資目的而運用金融
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可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預期比例為 0%。在正常
情況下，本基金可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1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摩根政府債券指數新興市
場環球多元化綜合指數(J.P. Morgan GBI- EM Global Diversified
Composite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0%。日後
該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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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Local Deb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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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8日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高收益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運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將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的 40%。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投資
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動水平的投資者。
由於本基金涉及新興市場及高收益債務證券，波幅有時可能被
放大。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
債務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於其他途徑買賣）以達致其目 A
標。
債券證券將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半
主權機構、跨國組織及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以及
企業債券以及可轉換債券。

B
C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
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E
I

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涉足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境內債券，
惟有關資產淨值須少於 10%。

J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以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
P/PI

此外，投資經理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
包括信貸掛鉤票據、存款掛鉤票據及總回報掉期掛鉤票據，以
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 R
當局及公共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
（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
S
據。該等架構票據將可自由轉讓，且不會利用槓桿。
本基金所使用的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信貸、利率、貨幣及波幅衍
生工具，以及可能用於實現好倉及淡倉。若投資經理認為某項 Z
投資或可減輕基金跌幅，本基金亦可能使用股票衍生工具。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上限）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級低於投資級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別（按主要認可信貸評級機構所作評級）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證券。為免生疑問，此項限制不適用於半主權機構（即非政府、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公共機構或地方當局）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型的無須遵從任
何最低信貸評級規定的債務證券。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對沖及投資目的而運用金融
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預期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比例為 5%。在正常情
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3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摩
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多元化債券指數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122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附錄 A

債券基金
（續）
景順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4 日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本基金運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將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的 40%。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企業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企業發行機構的債務 投資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者。
證券，以賺取高收入和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由於本基金涉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務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
波幅有時可能被放大。
投資經理的意向是投資於投資範疇內的證券及金融衍生工具，
該範疇包含世界各地的所有現金、債務證券（包括資產抵押證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券）、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金融衍生工具、股票及一切貨幣。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金融衍生工具可用以在投資範疇內所有市場持好倉和淡倉。金
融衍生工具可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
合約及互換（例如信貸違約互換、利率互換、總回報掉期）。 B
此外，金融衍生工具可包含結構票據，包括（但不限於）信貸
掛鉤票據、存款掛鉤票據或總回報票據。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C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2.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50%

本基金可持有最多不超過資產淨值 20%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
本基金可在符合股東最佳利益情況下暫時持有不超過資產淨值
100%的現金及貨幣市場工具（包括不超過資產淨值 10%的貨幣 E
市場基金）。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

I
J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
P/PI
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上限）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涉足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境內債券，R
惟有關資產淨值須少於 10%。

管理費

1.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S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新興市場公司指：(i)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新興市場的公司；(ii)在
其他地方設立或位於其他地方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新興市場經
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新
Z
興市場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的股票。

*

就本基金而言，除附錄 A「有關各基金的一般資料」項下
所提供定義外，新興市場亦擬包括香港及新加坡。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對沖及投資目的而運用金融
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可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預期比例為 0%。在正常
情況下，本基金可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1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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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Emerging Market Flexible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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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Euro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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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歐洲企業債券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2006 年 3 月 31 日

A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0.6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基本貨幣
B

歐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中長線收益兼資本增值。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由企業發行機構發行的歐元計價債
務證券以達致其目標。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
金、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
的債務證券。

C
E
I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0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已違約或被視為存在 P/PI

管理費（上限）

0.50%

高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不良證券」）。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本基金所使用的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信貸、利率及貨幣，以及可 S
能用於實現好倉及淡倉，而總體而言並不會令基金定向做空或
賣空任何資產類別。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投資經理擬酌情將非歐元計價投資用於與歐元作對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非投資級別債券。

J

R

Z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及對沖目的及投資目的而廣泛運
用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使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
情，請參見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預期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比例為 0%，於正常情
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3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一項綜合指數（70%彭博
巴克萊歐元企業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Euro Corporate
Index) 與 30% 彭 博 巴 克 萊 泛 歐 高 收 益 歐 元 指 數 (Bloomberg
Barclays Pan European High Yield (Euro) Index）來計算其整體
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6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企業發行機構以歐元計價的債務證
券投資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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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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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歐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1999 年 10 月 14 日

A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25%

基本貨幣
歐元

B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於 3 個月歐元銀行同業拆息的總回報。

C

本基金尋求透過投資於債務證券及現金而實現其目標。債務證
券可能包括政府債務證券、定息及浮息企業債務證券、貨幣市
場工具及等同現金。

E

本基金至少 7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以歐元計價的債務證券。

I

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將不超過 12 個月。就本基金而言，債務
證券於購買時的剩餘年期將不超過 3 年。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非投資級別債務證
券，但不會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標準普爾給予的 B-級或同等評
級的證券（或倘為未獲評級債務證券，確定為同等級別證
券）。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於信貸、
利率及貨幣衍生工具。

J
P/PI
R
S

非歐元投資擬酌情用於與歐元作對沖。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以歐元計價的優質短期債務證券投資組合
配置以尋求短期穩定資金的投資者，預期該等證券的波幅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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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1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3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
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Euro Short Term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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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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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Convertibl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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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Flexible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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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8日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本基金運用承擔法計算的槓桿水平將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的 40%。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高收益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高收益及由新興市場機構發行的債
務證券投資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接受中等至高波動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發行的高收益債務證券及新興 水平的投資者。由於本基金投資於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波
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買賣）幅有時會被放大。
以達致其目標。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債券證券將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半主
權機構、跨國組織、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以及企 股份類別
A
業發行的債務證券以及可轉換債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
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B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0.75%

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涉足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境內債券，
惟有關資產淨值須少於 10%。
E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1.25%

此外，投資經理亦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
包括信貸掛鉤票據、存款掛鉤票據及總回報掉期掛鉤票據，以 I
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
當局及公共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
（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 J
據。該等架構票據將可自由轉讓，且不得運用槓桿。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
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

C

P/PI
R

本基金所使用的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信貸、利率、貨幣及波幅衍
生工具，以及可能用於實現好倉及淡倉。若投資經理認為某項
S
投資或可減輕基金跌幅，本基金亦可能使用股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信貸評級
低於投資級別（按主要認可信貸評級機構所作評級）的國家所 Z
發行或擔保的證券。為免生疑問，此項限制不適用於半主權機
構（即非政府、公共機構或地方當局）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
型的無須遵從任何最低信貸評級規定的債務證券。
*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對沖及投資目的而運用金融
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預期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比例為 5%。在正常情
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3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參照彭
博巴克萊環球高收益債券指數。

預計槓桿水平
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預計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5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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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上限）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5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
購，基金詳情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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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High Yield Short Term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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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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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Total Return (EUR)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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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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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23 日

基本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水
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產
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
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
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靈活配置的印度債務證
券和印度貨幣市場工具（可由印度企業（定義見下文）於印度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境內或境外發行），以賺取收入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投資經理將尋求透過結合以下各項的投資達致投資目標：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

由印度政府、地方機構╱公共機構發行╱擔保的債務證券；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印度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投資組合
以尋求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高波幅的投資者。由於本基金地
由印度企業發行╱擔保的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經國際認可 域集中的性質，且涉及高收益債務證券及新興市場，波幅有時
信貸評級機構評級）及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包括未評級 會被放大。
債務證券），及╱或

-

由印度企業發行的印度貨幣市場工具。

-

特定風險

由於本基金將根據 FPI 規例於廣泛基金類別下註冊，為了維持
其註冊地位，本基金須遵從若干條件以成為 FPI 規例下的「廣
印度企業指：(i)其註冊辦事處設於印度的公司；(ii)於其他國家 泛基礎基金」，包括：(i)在印度境外成立或註冊成立，及(ii)最
成立或位於其他國家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印度經營的公司；或 少有 20 名投資者，並無任何單一個人投資者持有本基金超過
(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印度設立註冊辦 49%的股份，惟惝若本基金某名機構投資者持有本基金超過
事處的公司的股票。
49%的股份，則該名機構投資者本身須屬廣泛基礎基金。在確
定本基金的投資者數目時，直接投資者與相關投資者均在考慮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之列。此外，在釐定相關投資者時，只有純粹為匯集資金及作
貨幣市場工具及╱或由全球各地發行機構發行並以任何貨幣計 出投資目的而設立的實體的投資者才會在考慮之列。若未能符
價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債務證券。
合上述條件，則本基金的 FPI 地位可被 SEBI 撤銷。
任何時候本基金均不會將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貨幣市場 本基金的 FPI 地位亦可在出現下列其他情況時被 SEBI 撤銷，例
工具。本基金不會投資於股本證券。
如未能符合本基金根據 FPI 規例而獲授出 FPI 地位所依據的任
何條件、本基金違反 SEBI 或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央行」）所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不時頒佈的任何適用規則、規例、指令、通告文件等、景順投
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的 FII 註冊地位被註銷（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於章程刊發之日，印度主權債務獲評為投資級別（以國際認可 章程第 8 節「投資印度債務市場」）、盧森堡不再是 FPI 規例
信貸評級機構的評級為準）。若全部此等機構均將印度債務列 下合資格司法權區、以便根據 FPI 制度對印度作出投資、規管
作非投資級別，則本基金不會將超過三分二的資產淨值投資於 FPI 投資的印度適用法律、規則、規例有變等。
由印度政府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證券（「印度主權債務證
券」）。
投資於非投資級別證券（可包括印度主權債務證券）一般(i)與
較高評級債務證券相比具有較高違約風險，(ii)與較高評級債務
本基金將憑藉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向印度證券交易委員 證券相比往往較為波動，故不利經濟事件對非投資級別債務證
會（「SEBI」）註冊為印度外國機構投資者（「FII」）附屬賬 券價格的影響可能大於較高評級債務證券，(iii)往往較易受到特
戶的地位而投資於印度境內證券。SEBI 已於 2014 年 1 月 7 日 定主權發行機構（例如印度）在經濟、市場、政治及監管方面
頒佈 2014 年 FPI（外國組合投資者）規例（「FPI 規例」）， 的事態發展影響，例如經濟衰退有可能對主權發行機構的財政
以取代之前的 FII 規例。雖然如此，FPI 規例規定，現有 FII 及附 狀況及╱或主權發行機構的履行債務承擔的能力及╱或該主權
屬賬戶會被視作 FPI，直至 FII∕附屬賬戶根據 FII 規例已支付註 發行機構地區（在此情況即印度）所發行該等高收益債務證券
冊費的有關期間屆滿為止，並可繼續遵照 FPI 規例買賣印度證 的市場價值構成不利影響。
券或進行交易。在前述期間屆滿時，FII 及附屬賬戶若有意繼續
對印度證券作投資，須向 SEBI 支付轉換費，並根據 FPI 規例而
取得 FPI 註冊地位，惟須符合 FPI 規例下所載資格準則。鑑於
上述情況，根據 FPI 規例，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及本基
金均被視作 FPI。若本基金因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於）附
屬賬戶地位被撤銷又或可供 FII∕FPI 投資印度債務票據的可用
限額不足）而無法透過 FPI 制度而投資於印度境內證券，投資
經理會將本基金資產投放於在印度境外交易所上市的印度證券。
投資經理可將本基金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
券╱抵押擔保證券。投資經理可訂立合共不超過 10%本基金資
產淨值的購回及反向購回協議。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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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債券基金
（續）
A
B
C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I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J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E

P/PI
R
S
Z

*

管理費（上限）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取

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取的
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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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Real Return (EUR)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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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Renminbi Fixed Incom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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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Sterling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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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Strategic Incom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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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成立日期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2006 年 12 月 11 日

基本貨幣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英鎊

管理費

B

0.625%
0.27%
0.625%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一項由英國及國際定息及貨幣市場 C
證券組成的管理投資組合，為投資者提供英鎊收入。

管理費

0.4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質素達投資級別的英鎊債券及貨幣市場工 E
具。定息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所佔的投資比例將視乎情況而有
所改變。投資組合亦可包括並非以英鎊計價的證券，惟該等證
券可以對沖技巧獲得在英鎊計價方面的保障。本基金並可投資 I
於可換股債券，所佔比例最高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

管理費

0.8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管理費

J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及貨幣市場工具。
P/PI

本基金可將少於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信用評級
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衍生工具，包括信貸違約互換，惟只可為有
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進行。本基金可不時出售利率期貨以
S
減少參與債券市場或於債券市場下跌時為本基金產生收益。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Z
工具（有關運用衍生工具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上文「投資政
策」）。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美林英鎊廣泛市場指數
(ICEBofAML Sterling Broad Market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
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4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以英鎊計價的投資級別債務證券投
資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者。
此外，由於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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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管理費（上限）

0.3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R

*

0.6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10%
0.6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7%

管理費

0.3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3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2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景順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2012 年 6 月 27 日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基本貨幣

A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1.25%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B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高收益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將主
要投資於美國發行機構所發行的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包括可 C
轉換債券及未評級債務證券）。該等美國發行機構包括(i)註冊
辦事處設於美國又或在美國註冊成立或組成的公司及其他實體，
或(ii)註冊辦事處設於美國境外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美國經營的 E
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
於在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又或在美國註冊成立或組成的公司。
投資經理擬酌情將非美元投資項目與美元作對沖。

I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J
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債務證券或優先股。本基金
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國
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
P/PI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R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被視為存在高
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證券」）。
S

投資經理雖不擬投資於股本證券，惟有可能因為企業行動或其
他轉換而持有該等證券。

Z

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彭博巴克萊美國企業高收
益債券（發行機構比重上限 2%）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Corporate High Yield 2% Issuer Capped Index)來計算其整體風險
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美國發行機構的高收益債務證券投
資組合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者。
由於本基金涉及高收益債務證券及本基金地域集中的性質，波
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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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上限）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債券基金
（續）
Invesco US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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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基金
（續）
景順美元極短期債券基金
成立日期
1991 年 1 月 2 日

基本貨幣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1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3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B

美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於 3 個月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的總回報。
本基金尋求透過投資於債務證券及現金而實現其目標。債務證
券可能包括政府債務證券、定息及浮息企業債務證券、資產抵
押證券、貨幣市場工具及等同現金。
本基金會將至少 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證
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該等
債券於購買時最低擁有 AAA 級的信貸評級。

C
E
I
J
P/PI

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將不超過 12 個月。就本基金而言，債務
證券於購買時的剩餘年期將不超過 3 年。
R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5%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非投資級別債務證
券，但不會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標準普爾給予的 B-級或同等評
級的證券（或倘為未獲評級債務證券，確定為同等級別證
券）。

S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13%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於信貸、
利率及貨幣衍生工具。

Z

非美元投資擬酌情用於與美元作對沖。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具
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生
疑問，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部份
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一定
顯示本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分
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以美元計價的優質短期債務證券投資組合
配置以尋求短期穩定資金的投資者，預期該等證券的波幅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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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資產基金
債券基金
（續）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1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收費架構

A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費

1.25%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 C
及債務證券以賺取收入。本基金並以提供長期資本增值為目標。

管理費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一項多元化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 E
債務證券組合。股票與債務證券之間的分配比例可按投資經理
酌情決定及因應市況而改變。亞太區（不包括日本）上市房地 I
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亦在此範疇之內。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管理費

0.0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J
貨幣市場工具、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
票、股票相關及債務證券。

管理費

1.25%

B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P/PI

管理費（上限）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10%

R

管理費

1.2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5%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6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或信用評
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本基金在國家分配上採取靈活的
方針，涵蓋亞太區（包括印度次大陸及大洋洲，但不包括日本）S
的投資。

其他披露資料
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基金雖直接投資於 REIT，但基金層面上的
股息政策或股息分派未必可代表有關相關 REIT 的股息政策或股
息分派。

Z

*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05%

管理費

0.62%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只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運用金融衍生
工具。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相對風險值方法，參照一項綜合指數（50%摩根
士 丹 利 資 本 國 際所 有 國 家 亞 太 （ 日 本 除 外 ） 指數(MSCI AC
Pacific ex Japan Index)，50%Markit iBoxx Asian USD Bond Index
）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2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亞太區股票及債務證券以尋求中長
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者。由於本基金涉及新
興市場，波幅有時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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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Incom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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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Moderate Allocation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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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資產基金
（續）
景順泛歐洲收益策略基金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31 日

本基金可能提供的股份類別的費用*
股份類別
A

收費架構
管理費

1.25%

B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40%
1.25%

C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0.30%
0.80%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30%

管理費

1.75%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上限）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管理費
服務代理人費用（上限）

0.40%
0.00%
0.05%
1.25%
0.40%
0.62%
0.10%
1.25%
0.40%
0.62%
0.05%
0.62%
0.30%

基本貨幣
歐元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目標是賺取高收益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歐洲證券（債務及股本證券）而實
E
現其目標。至少 5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債務證券。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I
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的可轉讓證券。

J

歐洲證券應被理解為由歐洲政府或公司發行或任何以歐元計價
的證券。歐洲公司是註冊辦事處位於歐洲國家，或其絕大部份 P/PI
業務在歐洲經營，或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歐洲國家設立
註冊辦事處的公司。
R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S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已違約或被視為存在
高違約風險（由 SICAV 釐定）的證券（「受壓的證券」）。
Z
本基金所使用的衍生工具可能包括信貸、利率、股票及貨幣，
以及可能用於實現好倉及淡倉，而總體而言並不會令基金定向
做空或賣空任何資產類別。

*

有關本基金目前提供的股份類別，請參閱管理公司網站。有關所有基金及╱或每類股份收

取相同的費用及收費的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第 4.1 節（股份類別）、第 4.3 節（向投資者收

運用金融衍生工具

取的費用）及第 9.3 節（SICAV 的費用及開支）。

本基金可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及為投資目的而廣
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為投資目的而使用衍生工具的進一
步詳情，請參見上文「投資政策」）。
本基金預期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比例為 0%，及於正常
情況下，本基金投資於總回報掉期的資產淨值最高比例為 30%。

整體風險承擔計算方法
本基金乃運用絕對風險值方法來計算其整體風險承擔。

預計槓桿水平
預計一般市況下的槓桿水平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60%。日後該
水平或會較高又或有所改變。
此項比率只是反映有關本基金投資組合內運用全部金融衍生工
具的情況，乃按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票面價值總和計算。為免
產生疑點，用作對沖持倉的金融衍生工具亦會計算在內。由於
部份工具可能反而會減輕投資組合內的風險，所以此項比率不
一定顯示基金內的風險水平有所提高。
股東務請留意，在有關歐洲及╱或盧森堡適用法例及╱或規例
限制範圍內，有關本基金的市場風險可藉使用風險值而獲得充
分監控，而風險值量度應刊載於經審核年報。

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本基金可能吸引透過投資於歐洲債務證券及（較低程度上）股
票以尋求中長線回報、並願意承擔中至高波幅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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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Sustainable Allocation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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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Invesco Balanced-Risk Allocation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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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Balanced-Risk Selec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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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Absolute Return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156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章程－附錄 A

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Conservative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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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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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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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Global Targeted Returns Select II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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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混合資產基金
（續）
Invesco Macro Allocation Strategy Fund
此基金未獲證監會認可，故不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基金詳情
因而並未載於本附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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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產品資料概要
2019 年 3 月 18 日

產品資料概要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附屬基金

香港投資者注意
發行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7 日

本概要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為章程的一部份，並應與章程一併閱讀。
請勿單憑本概要而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一覽
基金經理／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投資經理:

設於香港的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內部委任）

基本貨幣:

美元

保管人（存管機構）: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2 月最後一天

全年持續收費：

A（累積－美元）類別
C（累積－美元）類別

+

2.16%+
1.56%+

持續收費數據乃根據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期間年率化費用除以同期平均資產淨值計算。該數據可能每年作出
調整，並不包括組合交易費用。

股息政策:

累積（股息（如有）將會再投資於本基金）

最低投資額／最低認購額：
股份類別
A
首次（申請表格所列
任何交易貨幣）

其後

C

1,500 美元
1,000 歐元
1,000 英鎊
10,000 港元
120,000 日圓
1,500 澳元
1,500 加元

1,000,000 美元
800,000 歐元
600,000 英鎊
8,000,000 港元
80,000,000 日圓
1,000,000 澳元
1,000,000 加元

2,000 紐元

1,200,000 紐元

-

-

本基金是什麼產品？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本基金」）乃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基金，於盧森堡註冊，受盧森堡監管當局 CSSF 監
管。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涉足中國的公司的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投資經理將尋求把本
基金的資產主要（本基金最少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i)註冊辦事處
設於中國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設於中國境外但絕大部份業務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及其他實體，或(iii)控股公司，而
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中國設立註冊辦事處的附屬公司。
本基金最高達100%的資產淨值可透過互聯互通或間接透過參與票據、股票掛鉤票據、互換或類似聯接產品投資於在
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A股。本基金透過互聯互通而對中國A股作出的風險承擔最高可達本基金資產淨值
的100%。此外，本基金最高達10%的資產淨值可投資於中國B股。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
發行機構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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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標準普爾及惠譽）評級的債
務證券）及／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未達投資級別的定義為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BBB-以下，或穆迪給予Baa3以
下的信貸評級，或由國際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
本基金可為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
約、互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該等衍生工具並可就衍生工具再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然而，
本基金不會為投資目的而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標）。

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章程以瞭解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一般投資風險 - 本基金不能保證可達致其投資目標。本基金所投資的工具的價值或會因下文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
下跌，因此閣下於本基金的投資可能蒙受損失。本基金不保證能夠退還本金。



貨幣匯兌風險 - 本基金的資產可能投資於並非以本基金基本貨幣計價的證券。此外，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未必為
本基金基本貨幣。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或匯率管制變動而受到不利影
響。



波動風險 - 投資者請注意，本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或會導致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可能對本基金的每股資
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資者或會因而蒙受損失。



股票風險 - 所持股本證券的價值及所得收入均可升可跌，本基金未必可收回最初投入該等證券的款額。股本證券
的價格及所賺取收入或會因為若干事件（包括發行機構的業務和業績、一般政治、經濟及市場狀況、區域或全
球經濟動盪以及匯率及利率波動）而下跌。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集中風險

-

由於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涉足中國的公司的證券，該種集中情況可能涉及較一般為高的風險程度，故本基金
或會出現高於平均的波幅。投資於具備較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通常可獲享的分散風險利益或不適用於本基
金。

-

本基金的價值或較易受到影響中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通性、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
及自然災害影響。



新興市場風險 - 本基金因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涉及更高風險及一般與投資於較成熟市場無關的特別考慮因素，例如
影響相關市場的流通性風險、貨幣風險／管制、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因素、政策、法律或監管事件及稅務風
險、結算風險、託管風險以及高度波動的可能性。



投資中國的相關風險

-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涉足中國市場的證券或工具。投資者應留意中國於會計及披露慣例方面的差異。
本基金資產的價值可能受多項不確定因素影響，例如政府政策、稅務、貨幣匯出限制、核准外資擁有權水平
的變動，以及中國法律或規例的其他發展 。



互 聯互 通風險 — 關於互 聯互通 的有 關規則 和規 例可予 更改 ，而更 改可 能具備 潛在 追溯效 力。 互聯互
通 須受額 度限 制約束 。若 透過該 方案 買賣被 暫停 ，本基 金透 過該方 案投 資中國 A 股 或涉足 中國 市場的
能 力將會 蒙受 不利影 響。 在該情 況下 ，本基 金達 致其投 資目 標的的 能力 或會蒙 受不 利影響 。



人 民幣 貨幣及 兌換 風險
人 民幣目 前並 非自由 兌換 ，須受 匯兌 管制及 限制 規限。
非 人民幣 本位 投資者 須承 擔外匯 風險 ，且並 不保 證人民 幣兌 投資者 基本 貨幣（ 例如 港元） 不會
貶 值。人 民幣 如有貶 值， 可對投 資者 對本基 金所 作投資 的價 值構成 不利 影響。
離 岸人民 幣（ CNH ）與境 內人民 幣（ CNY ）雖屬 同一種 貨幣 ，但卻 以不 同匯率 買賣 。CNH 與
C NY 之間 如有 分歧， 或會 對投資 者構 成不利 影響 。
在 特殊情 況下 ，以人 民幣 支付贖 回款 項及／ 派付 股息或 會因 為適用 於人 民幣的 匯兌 管制及 限制
而 受到延 誤。



中 國稅 務風險
-

-

關 於本基 金在 中國的 投資 透過互 聯互 通或聯 接產 品而變 現的 資本增 值的 中國現 行稅 務法律 、規 例
及 慣例（ 或會 存在追 溯效 力）存 在風 險及不 明朗 因素。 本基金稅務責任 如有增 加， 或會對 本基金
的價值 構成不 利影響 。
根 據專業 及獨 立稅務 意見 ，本基金目 前並無 就透 過互聯 互通 或聯接 產品 所作投 資獲 得的資 本增 值
而 作出稅 務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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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可包含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或意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份可導致損失顯
著高於本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涉足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本基金須承擔蒙受重大損失的高度風
險。

本基金表現如何？







由於本基金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作出若干更改，上圖所載
表現所根據的投資目標和政策由 2019 年 7 月 17 日起不再
適用。







基金經理認為A（累積－美元）類別（「股份類別」），作為
本基金提供予香港公眾的焦點基金類別，為最合適的代表單位
類別。
基金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5日。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5日。
本基金的基本貨幣為美元。
股份類別過往表現的數據以美元計算。
表現數據計算時已扣除持續收費，並包括總收入再投資。計算
時並無包括所顯示的任何認購費／贖回費。
過往表現並不預視未來表現。
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資金額。
表現的計算以每個曆年年底的資產淨值為準（當中包括股息再
投資）。
左圖的數字顯示股份類別的價值於所示曆年的升幅或跌幅。
如未有顯示某年度的表現，即該年度未有足夠數據計算表現。

是否有任何保證？
本基金並無任何保證。閣下未必可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繳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以下費用。
費用

金額

認購費／首次認購費

A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C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轉換費

最多為轉換股份價值的 1.00%。

贖回費

不適用

本基金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從本基金中扣除，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每年收費率（佔本基金價值百分比）
管理費*

A 類：1.75%
C 類：1.25%

保管費／存管機構費用

最多為 0.0075%

業績表現費

不適用

行政費

不適用

分銷費

A 類：不適用
C 類：不適用

服務代理人費用

A 類：最多為 0.40%
C 類：最多為 0.30%
3

景順中國智選股票基金
*該項收費可被調高，惟須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事先批准， 並向投資者事先發出不少於
三個月的通知 。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其他費用。

其他資料
 經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時間下午五時（即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或之前收到
閣下完備的認購及贖回要求後，閣下一般按本基金下一次釐定的資產淨值購買及贖回股份。提交認購或贖回指令
前，請向閣下的經銷商查詢其內部截算時間（或會較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為早）。

 本基金於每個「營業日」（定義見章程）計算資產淨值，並於每個香港營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
務的日子）在 www.invesco.com.hk 刊載股份價格。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其他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的過往表現數據。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料。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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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附屬基金

香港投資者注意
發行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7 日

本概要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為章程的一部份，並應與章程一併閱讀。
請勿單憑本概要而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一覽
基金經理／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投資經理:

設於英國的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內部委任）

副投資經理:

設於美國的 Invesco Advisers, Inc.（內部委任）

基本貨幣:

美元

保管人（存管機構）: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2 月最後一天

全年持續收費：

A（歐元對沖）累積－歐元類別
1.99%+
A（累積－美元）類別
1.99%+
1.99%+
A（每半年派息－美元）類別
1.24%+
C（累積－美元）類別
+
持續收費數據乃根據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期間年率化費用除以同期平均資產淨值計算。該數據可能每年作出
調整，並不包括組合交易費用。
股息政策:

淨收入分派（股息（如有）將會向投資者派付）
累積（股息（如有）將會再投資於本基金）

最低投資額／最低認購額：
股份類別
A
首次（申請表格所列
任何交易貨幣）

其後

C

1,500 美元
1,000 歐元
1,000 英鎊
10,000 港元
120,000 日圓
1,500 澳元
1,500 加元

1,000,000 美元
800,000 歐元
600,000 英鎊
8,000,000 港元
80,000,000 日圓
1,000,000 澳元
1,000,000 加元

2,000 紐元

1,200,000 紐元

-

-

本基金是什麼產品？
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本基金」）乃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基金，於盧森堡註冊，受盧森堡監管當局
CSSF 監管。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本基金至少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已發展市場中小型企業的股票實現其目標。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貨幣市場工具或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可能包括大型公司股票）。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標準普爾及惠譽）評級的債
務證券）及／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未達投資級別的定義為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BBB-以下，或穆迪給予Baa3以
下的信貸評級，或由國際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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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本基金可為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約、互
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該等衍生工具並可就衍生工具再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然而，本基
金不會為投資目的而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標）。

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章程以瞭解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一般投資風險 - 本基金不能保證可達致其投資目標。本基金所投資的工具的價值或會因下文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
下跌，因此閣下於本基金的投資可能蒙受損失。本基金不保證能夠退還本金。



貨幣匯兌風險

-

本基金的資產可能投資於並非以本基金基本貨幣計價的證券。此外，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未必為本基金基本
貨幣。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或匯率管制變動而受到不利影響。

-

就對沖股份類別而言，有關方面並不保證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能夠一直與本基金的基本貨幣或本基金資
產計價的一種或多種貨幣完全對沖。投資者並請注意，倘若該策略成功實施，有關類別股份股東所獲得的利
益或會因股份類別貨幣兌本基金基本貨幣的價值下降而大大減少。若投資者要求支付贖回款項的貨幣並非股
份計價貨幣，則該種貨幣兌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對沖。



波動風險 - 投資者請注意，本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或會導致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可能對本基金的每股資
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資者或會因而蒙受損失。



股票風險 - 所持股本證券的價值及所得收入均可升可跌，本基金未必可收回最初投入該等證券的款額。股本證券
的價格及所賺取收入或會因為若干事件（包括發行機構的業務和業績、一般政治、經濟及市場狀況、區域或全
球經濟動盪以及匯率及利率波動）而下跌。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集中風險 - 由於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已發展市場中小型企業股票，該種集中情況可能涉及較一般為高的風險程
度，故本基金或會出現高於平均的波幅。投資於具備較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通常可獲享的分散風險利益或不適
用於本基金。



投資於小型公司的風險 - 投資於小型公司可能涉及較大風險，故可視為投機性質。不少小型公司股份交投次數較
少，而成交額亦較低，其價格亦會較大型公司的股份有較突然或反覆的波動。小型公司證券亦比大型公司證券
較易受到市況變動影響。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歐元區危機風險 - 本基金或會在歐元區或歐元方面存在重大投資風險承擔。鑑於歐元區若干國家持續存在主權債
務風險隱憂，本基金在區內的投資或會面對較高的波動、流通性、貨幣及違約風險。一旦出現任何不利事態
（例如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或歐盟成員國退出歐元區或影響歐元區市場的其他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
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負面影響。



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可包含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或意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份可導致損失顯
著高於本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涉足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本基金須承擔蒙受重大損失的高度風
險。

本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經理認為A（累積－美元）類別（「股份類別」），作為
本基金提供予香港公眾的焦點基金類別，為最合適的代表單位
類別。
基金成立日期：2011年6月30日。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2011年9月30日。
本基金的基本貨幣為美元。
股份類別過往表現的數據以美元計算。
表現數據計算時已扣除持續收費，並包括總收入再投資。計算
時並無包括所顯示的任何認購費／贖回費。
過往表現並不預視未來表現。
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資金額。
表現的計算以每個曆年年底的資產淨值為準（當中包括股息再
投資）。
左圖的數字顯示股份類別的價值於所示曆年的升幅或跌幅。
如未有顯示某年度的表現，即該年度未有足夠數據計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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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已發展國家中小型企業基金
是否有任何保證？
本基金並無任何保證。閣下未必可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繳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以下費用。
費用

金額

認購費／首次認購費

A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C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轉換費

最多為轉換股份價值的 1.00%。

贖回費

不適用

本基金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從本基金中扣除，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每年收費率（佔本基金價值百分比）
管理費*

A 類：1.60%
C 類：0.95%

保管費／存管機構費用

最多為 0.0075%

業績表現費

不適用

行政費

不適用

分銷費

A 類：不適用
C 類：不適用

服務代理人費用

A 類：最多為 0.40%
C 類：最多為 0.30%

*該項收費可被調高，惟須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事先批准， 並向投資者事先發出不少於
三個月的通知 。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其他費用。

其他資料
 經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時間下午五時（即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或之前收到
閣下完備的認購及贖回要求後，閣下一般按本基金下一次釐定的資產淨值購買及贖回股份。提交認購或贖回指令
前，請向閣下的經銷商查詢其內部截算時間（或會較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為早）。

 本基金於每個「營業日」（定義見章程）計算資產淨值，並於每個香港營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
務的日子）在 www.invesco.com.hk 刊載股份價格。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其他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的過往表現數據。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料。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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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附屬基金

香港投資者注意
發行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7 日

本概要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為章程的一部份，並應與章程一併閱讀。
請勿單憑本概要而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一覽
基金經理／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投資經理:

設於英國的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內部委任）

副投資經理:

設於美國的 Invesco Advisers, Inc.（內部委任）

基本貨幣:

美元

保管人（存管機構）: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2 月最後一天

全年持續收費：

A（每年派息－美元）類別
C（每年派息－美元）類別

^

1.95%^
1.35%^

由於該股份類別於近期剛成立，因此持續收費根據預計年率化總費用估算，並以於同期平均資產淨值的百分率表
示。該數據可能每年作出調整，並不包括組合交易費用。

股息政策:

淨收入分派（股息（如有）將會向投資者派付）

最低投資額／最低認購額：
股份類別
A
首次（申請表格所列
任何交易貨幣）

其後

C

1,500 美元
1,000 歐元
1,000 英鎊
10,000 港元
120,000 日圓
1,500 澳元
1,500 加元

1,000,000 美元
800,000 歐元
600,000 英鎊
8,000,000 港元
80,000,000 日圓
1,000,000 澳元
1,000,000 加元

2,000 紐元

1,200,000 紐元

-

-

本基金是什麼產品？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本基金」）乃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基金，於盧森堡註冊，受盧森堡監管當局 CSSF 監管。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至少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70%）投資於在全球股票市場上掛牌的小型公司股票及股票相關證
券，以實現其目標。就本基金而言，小型公司是指市值少於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所有地區世界小型股指數(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內最大市值的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幣市場工具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可能包括大型
公司）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本基金會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認股權證。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由未評級國家發行或擔保（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標準普爾
及惠譽）評級的債務證券）及／或評級未達投資級別（未達投資級別的定義為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BBB-以下，或穆
迪給予Baa3以下的信貸評級，或由國際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評級）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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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本基金可為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
約、互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該等衍生工具並可就衍生工具再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然而，
本基金不會為投資目的而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標）。

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章程以瞭解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一般投資風險 - 本基金不能保證可達致其投資目標。本基金所投資的工具的價值或會因下文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
下跌，因此閣下於本基金的投資可能蒙受損失。本基金不保證能夠退還本金。



貨幣匯兌風險 - 本基金的資產可能投資於並非以本基金基本貨幣計價的證券。此外，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未必為
本基金基本貨幣。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或匯率管制變動而受到不利影
響。



波動風險 - 投資者請注意，本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或會導致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可能對本基金的每股資
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資者或會因而蒙受損失。



股票風險 - 所持股本證券的價值及所得收入均可升可跌，本基金未必可收回最初投入該等證券的款額。股本證券
的價格及所賺取收入或會因為若干事件（包括發行機構的業務和業績、一般政治、經濟及市場狀況、區域或全
球經濟動盪以及匯率及利率波動）而下跌。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投資於小型公司的風險 - 投資於小型公司可能涉及較大風險，故可視為投機性質。不少小型公司股份交投次數較
少，而成交額亦較低，其價格亦會較大型公司的股份有較突然或反覆的波動。小型公司證券亦比大型公司證券
較易受到市況變動影響。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或會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風險 - 本基金因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涉及更高風險及一般與投資於較成熟市場無關的特別考慮因素，例如
影響相關市場的流通性風險、貨幣風險／管制、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因素、政策、法律或監管事件及稅務風
險、結算風險、託管風險以及高度波動的可能性。



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可包含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或意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份可導致損失顯
著高於本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涉足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本基金須承擔蒙受重大損失的高度風
險。

本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經理認為A（每年派息－美元）類別（「股份類別」），
作為本基金提供予香港公眾的焦點基金類別，為最合適的代表單
位類別。
基金成立日期：2018年9月10日。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2018年9月10日。
本基金的基本貨幣為美元。
股份類別過往表現的數據以美元計算。
表現數據計算時已扣除持續收費，並包括總收入再投資。計算
時並無包括所顯示的任何認購費／贖回費。
過往表現並不預視未來表現。
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資金額。
表現的計算以每個曆年年底的資產淨值為準（當中包括股息再
投資）。
左圖的數字顯示股份類別的價值於所示曆年的升幅或跌幅。
如未有顯示某年度的表現，即該年度未有足夠數據計算表現。

是否有任何保證？
本基金並無任何保證。閣下未必可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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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閣下或須繳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以下費用。
費用

金額

認購費／首次認購費

A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C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轉換費

最多為轉換股份價值的 1.00%。

贖回費

不適用

本基金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從本基金中扣除，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每年收費率（佔本基金價值百分比）
管理費*

A 類：1.50%
C 類：1.00%

保管費／存管機構費用

最多為 0.0075%

業績表現費

不適用

行政費

不適用

分銷費

A 類：不適用
C 類：不適用

服務代理人費用

A 類：最多為 0.40%
C 類：最多為 0.30%

*該項收費可被調高，惟須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事先批准， 並向投資者事先發出不少於
三個月的通知 。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其他費用。

其他資料
 經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時間下午五時（即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或之前收到
閣下完備的認購及贖回要求後，閣下一般按本基金下一次釐定的資產淨值購買及贖回股份。提交認購或贖回指令
前，請向閣下的經銷商查詢其內部截算時間（或會較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為早）。

 本基金於每個「營業日」（定義見章程）計算資產淨值，並於每個香港營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
務的日子）在 www.invesco.com.hk 刊載股份價格。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其他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的過往表現數據。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料。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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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附屬基金

香港投資者注意

本概要取代較早前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發出之概要。

發行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7 日

本概要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為章程的一部份，並應與章程一併閱讀。
請勿單憑本概要而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一覽
基金經理／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投資經理:

設於香港的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內部委任）

基本貨幣:

美元

保管人（存管機構）: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2 月最後一天

全年持續收費：

A（歐元對沖）每年派息－總收入－歐元類別
1.59%+
A（累積－港元）類別
1.59%+
1.59%+
A（累積－美元）類別
1.59%+
A（每月派息－總收入－美元）類別
1.59%+
A（每月派息－1－美元）類別
1.04%+
C（累積－美元）類別
+
持續收費數據乃根據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期間年率化費用除以同期平均資產淨值計算。該數據可能每年作出
調整，並不包括組合交易費用。
股息政策:

累積（股息（如有）將會再投資於本基金）
總收入分派（股息（如有）將會向投資者派付）#
每月派息－1（股息（如有）將會每月向投資者派付。SICAV 可酌情(a)從總收入
撥付部份股息，(b)從資本撥付部份股息，及(c)就對沖每月派息－1 股份類別而
言（如適用），派付股份類別計價貨幣與本基金基本貨幣間的利率差距。本基
金或會從資本及／或實際上從資本撥付股息，或會令此類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
於每月派息日期後即時下降）
# SICAV 可酌情從總收入撥付股息，並從該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該股份類別的全
部或部份費用及開支，以致該股份類別可用作派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有所增
加。因此，該股份類別或會實際上從資本撥付股息，並可能令此類股份的每股
資產淨值於相關派息日期後即時下降。

最低投資額／最低認購額：
股份類別
A
首次（申請表格所列
任何交易貨幣）

其後

C

1,500 美元
1,000 歐元
1,000 英鎊
10,000 港元
120,000 日圓
1,500 澳元
1,500 加元

1,000,000 美元
800,000 歐元
600,000 英鎊
8,000,000 港元
80,000,000 日圓
1,000,000 澳元
1,000,000 加元

2,000 紐元

1,200,000 紐元

-

-

本基金是什麼產品？
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本基金」）乃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基金，於盧森堡註冊，受盧森堡監管當局 CSSF 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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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主要（本基金最少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靈活配置的印度債務證券和印度貨幣市場工
具（可由印度企業（定義見下文）於印度境內或境外發行），以賺取收入及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經理將尋求透過結合以下各項的投資達致投資目標：

 由印度政府、地方機構／公共機構發行／擔保的債務證券；
 由印度企業發行／擔保的投資級別債務證券（經國際認可信貸評級機構評級）及非投資級別債務證券（包括未
評級債務證券）；及／或

 由印度企業發行的印度貨幣市場工具。
印度企業指：(i)其註冊辦事處設於印度的公司；(ii)於其他國家成立或位於其他國家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印度經營的
公司；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印度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的股票。
本基金可將合共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等同現金、貨幣市場工具及／或由全球各地發行機構發行並以
任何貨幣計價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債務證券。
任何時候本基金均不會將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本基金不會投資於股本證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於章程刊發之日，印度主權債務獲評為投資級別（以國際認可信貸評級機構的評級為準）。若全部此等機構均將印
度債務列作非投資級別，則本基金不會將超過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由印度政府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證券
（「印度主權債務證券」）。
本基金將憑藉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向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註冊為印度外國機構投資者
（「FII」）附屬賬戶的地位而投資於印度境內證券。SEBI 已於 2014 年 1 月 7 日頒佈 2014 年 FPI（外國組合投資
者）規例（「FPI 規例」），以取代及廢除之前的 FII 規例。雖然如此，FPI 規例規定，現有 FII 及附屬賬戶會被視作
FPI，直至 FII／附屬賬戶根據 FII 規例已支付註冊費的有關期間屆滿為止，並可繼續遵照 FPI 規例買賣印度證券或進
行交易。在前述期間屆滿時，FII 及附屬賬戶若有意繼續對印度證券作投資，須向 SEBI 支付轉換費，並根據 FPI 規例
取得 FPI 註冊地位，惟須符合 FPI 規例下所載資格準則。鑑於上述情況，根據 FPI 規例，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及本基金均被視作 FPI。若本基金因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於）附屬賬戶地位被撤銷又或可供 FII／FPI 投資印度債
務票據的可用限額不足）而無法透過 FPI 制度而投資於印度境內證券，投資經理會將本基金資產投放於在印度境外
交易所上市的印度證券。
投資經理可將本基金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投資經理可訂立合共不超過 10%
本基金資產淨值的購回及反向購回協議。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標準普爾及惠譽）評級的債
務證券）或評級未達投資級別（未達投資級別的定義為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 BBB-以下，或穆迪給予 Baa3 以下的信
貸評級，或由國際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可為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
約、互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該等衍生工具並可就衍生工具再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然而，
本基金不會為投資目的而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標）。

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章程以瞭解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一般投資風險 - 本基金不能保證可達致其投資目標。本基金所投資的工具的價值或會因下文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
下跌，因此閣下於本基金的投資可能蒙受損失。本基金不保證能夠退還本金。



貨幣匯兌風險

-

本基金的資產可能投資於並非以本基金基本貨幣計價的證券。此外，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未必為本基金基本
貨幣。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或匯率管制變動而受到不利影響。

-

就對沖股份類別而言，有關方面並不保證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能夠一直與本基金的基本貨幣或本基金資
產計價的一種或多種貨幣完全對沖。投資者並請注意，倘若該策略成功實施，有關類別股份股東所獲得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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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印度債券基金
益或會因股份類別貨幣兌本基金基本貨幣的價值下降而大大減少。若投資者要求支付贖回款項的貨幣並非股
份計價貨幣，則該種貨幣兌股份計價貨幣的風險承擔將不獲對沖。



波動風險 - 投資者請注意，本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或會導致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可能對本基金的每股資
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資者或會因而蒙受損失。



信用風險

-

投資於債券、債務或其他定息證券（包括企業及主權債券）須承擔發行機構不支付該等證券的利息及本金的
風險。發行機構的財政狀況若出現逆轉，證券質素即會下降，該證券的價格波動亦會加劇。

-

於購入當時屬投資級別的證券有可能被降級。被降級風險因時而異。本基金的投資政策並無具體規定本基金
必須在一旦該等證券被降級至低於投資級別時沽出該等證券。此外，投資經理及／或副投資經理（如適用）
可能無法出售被降級的債務工具。投資於未達投資級別證券須承擔較高違約風險，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
可能因此蒙受不利影響 。



投資於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的風險 - 本基金可投資於涉及重大風險的高收益債券／非投資
級別債券及未獲評級債券。以發行機構支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衡量，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獲評級
債券被視為絕大部份屬投機性質。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獲評級債券的發行機構可能存在高度槓
桿、流通性較低及波動性較高，而且未必可使用較傳統的融資方法。經濟衰退或會對發行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
由該實體發行的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的市值造成不利影響。與較高評級債券相比，高收
益債券／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一般承擔較大的本金及利息損失風險。因此，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
或會蒙受不利影響。



利率風險 - 若本基金投資於債券或定息證券，其價值或會因利率變動而下跌，本基金資產淨值或會因而蒙受不利
影響。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債務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上升時則會下跌。較長期的債務證券通常對利率
變動較為敏感。



流通性風險 - 本基金可能因其投資證券的市場流通性下跌而受到不利影響，本基金部份證券可能變成不流通，令
本基金難以及時按公平價格出售證券。




信貸評級風險 - 評級機構給予的信貸評級存在限制，不能時刻保證該證券及／或發行機構的信譽。
集中風險

-

由於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印度債務證券，該種集中情況可能涉及較一般情況為高的風險程度，故本基金或會
出現高於平均的波幅。投資於具備較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原應獲得的分散風險利益或不適用於本基金。

-

本基金的價值或較易受到影響印度市場的不利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通性、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及
自然災害影響。



新興市場風險 - 本基金因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涉及更高風險及一般與投資於較成熟市場無關的特別考慮因素，例如
影響相關市場的流通性風險、貨幣風險／管制、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因素、政策、法律或監管事件及稅務風
險、結算風險、託管風險以及高度波動的可能性。



投資印度的風險
(i)

有關 FII／FPI 註冊地位的風險

-

為了投資印度境內債務證券，本基金將根據 FPI 規例於廣泛基礎基金類別下註冊。為了維持其註冊地位，本
基金須遵從若干條件以成為 FPI 規例下的「廣泛基礎基金」，包括 (i) 在印度境外成立或註冊成立，及 (ii) 最
少有 20 名投資者，並無任何單一個人投資者持有本基金超過 49% 的股份；惟倘若本基金某名機構投資者持
有本基金超過 49% 的股份，則該名機構投資者本身須屬廣泛基礎基金。在確定本基金的投資者數目時，直
接投資者與相關投資者均在考慮之列。此外，在釐定相關投資者時，只有純粹為匯集資金及作出投資目的而
設立的實體的投資者才會在考慮之列。若未能符合上述條件，則本基金的 FPI 地位可被 SEBI 撤銷。

-

本基金的 FPI 地位亦可在出現下列其他情況時被 SEBI 撤銷，例如未能符合本基金根據 FPI 規例而獲授出 FPI
地位所依據的任何條件、本基金違反 SEBI 或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央行」）所不時頒佈的任何適用規則、
規例、指令、通告文件等、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的 FII 註冊地位被註銷、盧森堡不再是 FPI 規例下合
資格司法權區，以便根據 FPI 制度對印度作出投資、規管 FPI 投資的印度適用法律、規則、規例有變等。本
基金的註冊地位若被撤銷，會對本基金構成不利影響，因本基金不能再投資於印度境內債務證券，亦無法達
致其目標及投資策略。

-

附屬賬戶註冊地位乃與 FII 的註冊地位同時終止，而附屬賬戶乃在之前根據 FII 規例向 SEBI 註冊而獲發牌。
該 FII 註冊地位一旦註銷／失效，附屬賬戶的註冊地位亦會被撤銷／失效。換言之，本基金的附屬賬戶註冊
地位乃與 FII（本基金根據 FII 規例獲其許可註冊為附屬賬戶）的註冊地位同時終止。然而，若本基金根據
FPI 規例獨立註冊為 FPI，則本基金的註冊地位將不再與 FII（本基金根據 FII 規例獲其許可註冊為附屬賬戶）
的註冊地位同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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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本基金不獲准以 FPI 身份註冊，又或其 FPI 註冊地位因任何理由而被撤銷，本基金對印度證券作出進一步
投資又或持有及出售現有投資的能力會蒙受不利影響。本基金須將其以附屬賬戶／FPI 身份購入的所持全部
印度證券變現。該項變現或須以重大折讓進行，以致本基金可能蒙受顯著／重大虧損。

-

再者，若基金註冊成立國家未能維持 FPI 規例下可對印度作出投資的合資格司法權區，則失去該項認可地位
有可能對本基金在重獲其合資格司法權區地位之前進一步投資印度證券的能力構成不利影響。

(ii)

-

目前，FPI 投資印度境內債務證券須受貨幣限額規限，該限額可不時修訂。因此，本基金或會僅於可取得
FPI 額度時才能夠投資於境內債務證券。能否取得 FPI 投資額度無法預計，因此本基金可能有時持有大量印
度境外並非以印度盧比計價的投資項目。

-

再者，印度央行及 SEBI 可不時對投資政府債務證券及企業債務證券實施額外限制。有關限制或會（舉例而
言）局限投資經理之投資範疇，以致妨礙團隊達致本基金目標的能力。

(iii)

-

(iv)



FPI 的印度投資額度

印度稅務風險
所有 FPI 均須就利息收入繳納預扣稅。於章程刊發之日，根據印度當地稅務法律，利息收入預扣稅稅率一般
為 5%（會因適用附加費及教育地方稅項等而提高）至 20%（會因適用附加費及教育地方稅項等而提高），
視乎債務工具的性質而定。倘 FPI 因轉讓證券而以資本增值形式產生收入，則毋須支付預扣稅，FPI 需直接
向印度稅務機關繳納資本增值稅。於章程刊發之日，視乎持有證券期間長短等多項因素，資本增值稅稅率介
乎零至 30%（會因適用附加費及教育附加稅等而提高）。此等稅率可不時更改。有關方面將就本基金而為利
息收入預扣稅以及資本增值稅作出全面撥備（包括已變現及未變現增值）。由於本基金以盧森堡 SICAV 形
式成立，故本基金不會獲享條約利益。概不保證現有稅務法律及規例不會在日後作出具追溯效用的修改或修
訂。稅務法律及規例如有任何改變，均可能導致利息收入預扣稅及資本增值稅累計不足或過多，或會令本基
金投資的收入及／或價值下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或會在其後作出調整。目前 FPI 就印度稅務法律而言乃被
視為 FII，所獲稅務待遇與 FII 相同。
投資印度債務市場的風險
倘次級市場不活躍，本基金可能須持有債務證券至到期日。倘接獲數量相當的贖回要求，本基金或須以重大
折讓變現其投資以滿足該等要求，故本基金買賣該等證券時可能蒙受損失。

投資印度主權債務證券的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印度主權債務證券。該等證券一般：

-

與較高評級債務證券相比具有較高違約風險。

-

往往較易受到特定主權發行機構（例如印度）在經濟、市場、政治及監管方面的事態發展影響，例如經濟衰
退有可能對主權發行機構的財政狀況及／或主權發行機構的履行債務承擔的能力及／或該主權發行機構地區
（在此情況即印度）所發行該等高收益債務證券的市場價值構成不利影響。

與較高評級債務證券相比往往較為波動，因此，與較高評級債務證券相比，不利經濟事件對印度主權債務證
券價格的影響可能較嚴重。

上述各項印度主權債務證券的特色均有可能對本基金及／或投資者的利益構成不利影響。



外匯管制風險

-

盧比目前並非可自由兌換的貨幣，須受印度政府所施加的外匯管制政策所規限。一旦盧比匯率因外匯管制或
貨幣兌換管制而出現任何不利變動，均可能導致本基金資產貶值，繼而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

印度政府所施加的外匯管制政策可予變更，或會對本基金及其投資者造成不利影響。



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可包含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或意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份可導致損失顯
著高於本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涉足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本基金須承擔蒙受重大損失的高度風
險。



從資本撥付股息及／或費用及開支的相關風險 - 從資本及／或實際上從資本撥付股息即屬自投資者的原有投資或
自該筆原有投資應佔任何資本增值作部份退回或提款。任何有關分派或會令該類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於每月派
息日期後即時下降。



或有可轉換債券風險

-

或有可轉換債券是一種由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於發生預定觸發事件時可轉換為股票或被強制撇減本
金。觸發事件一般與發行機構的財務狀況掛鉤。於市況受壓時，發行機構的流通性概況可顯著惡化，故或須
以重大折讓才能夠出售或有可轉換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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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投資於傳統債務工具／可轉換債券及（在若干情況下）股票相比，或有可轉換債券可附帶較高風險，因為
票息可以酌情支付，亦可隨時基於任何理由而取消。

-

或有可轉換債券亦可承擔多項其他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觸發水平風險、資本架構逆轉風險、贖回延期風
險、未知／不確定風險及估值風險。

本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經理認為A（累積－美元）類別（「股份類別」），作
為本基金提供予香港公眾的焦點基金類別，為最合適的代表
單位類別。
基金成立日期：2014年4月23日。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2014年4月23日。
本基金的基本貨幣為美元。
股份類別過往表現的數據以美元計算。
表現數據計算時已扣除持續收費，並包括總收入再投資。計
算時並無包括所顯示的任何認購費／贖回費。
過往表現並不預視未來表現。
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資金額。
表現的計算以每個曆年年底的資產淨值為準（當中包括股息
再投資）。
左圖的數字顯示股份類別的價值於所示曆年的升幅或跌幅。
如未有顯示某年度的表現，即該年度未有足夠數據計算表
現。

是否有任何保證？
本基金並無任何保證。閣下未必可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繳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以下費用。
費用

金額

認購費／首次認購費

A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C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轉換費

最多為轉換股份價值的 1.00%。

贖回費

不適用

本基金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從本基金中扣除，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每年收費率（佔本基金價值百分比）

管理費*

A 類：1.25%
C 類：0.75%

保管費／存管機構費用

最多為 0.0075%

業績表現費

不適用

行政費

不適用

分銷費

A 類：不適用
C 類：不適用

服務代理人費用

A 類：最多為 0.27%
C 類：最多為 0.20%

*該項收費可被調高，惟須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事先批准， 並向投資者事先發出不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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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的通知 。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其他費用。

其他資料
 過去 12 個月股息的成份（即從(i)可分派收入淨額，及(ii)資本撥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
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查詢，並載於 www.invesco.com.hk。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經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時間下午五時（即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或之前收到
閣下完備的認購及贖回要求後，閣下一般按本基金下一次釐定的資產淨值購買及贖回股份。提交認購或贖回指令
前，請向閣下的經銷商查詢其內部截算時間（或會較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為早）。

 本基金於每個「營業日」（定義見章程）計算資產淨值，並於每個香港營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
務的日子）在 www.invesco.com.hk 刊載股份價格。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其他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的過往表現數據。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料。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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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附屬基金

香港投資者注意

本概要取代較早前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發出之概要。

發行機構：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7 日

本概要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為章程的一部份，並應與章程一併閱讀。
請勿單憑本概要而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一覽
基金經理／管理公司:

Invesco Management S.A.

投資經理:

設於英國的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內部委任）

基本貨幣:

英鎊

保管人（存管機構）: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2 月最後一天

全年持續收費：

A（每季派息－英鎊）類別
C（每季派息－英鎊）類別

**

0.83%**
0.60%**

持續收費數據乃根據預計年率化總費用（不包括投資組合交易費用） 估算，並以於同期平均資產淨值的百分率表
示，同時亦包括已設定的持續收費或營運支出的任何酌情上限，詳情載於補編-香港投資者補充資料。管理公司可不
時對持續收費或營運支出設定酌情上限。在符合投資者最佳利益情況下，管理公司可全權酌情決定設定或撤銷任何
酌情上限，以確保各基金的持續收費仍具競爭力。上限可能每年作出調整，而倘若任何實際費用超逾上限水平，差
額將由管理公司承擔。持續收費數據可能每年作出調整。

股息政策:

淨收入分派（股息（如有）將會向投資者派付）

最低投資額／最低認購額：
股份類別
A
首次（申請表格所列
任何交易貨幣）

其後

C

1,500 美元
1,000 歐元
1,000 英鎊
10,000 港元
120,000 日圓
1,500 澳元
1,500 加元

1,000,000 美元
800,000 歐元
600,000 英鎊
8,000,000 港元
80,000,000 日圓
1,000,000 澳元
1,000,000 加元

2,000 紐元

1,200,000 紐元

-

-

本基金是什麼產品？
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本基金」）乃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基金，於盧森堡註冊，受盧森堡監管當局 CSSF 監
管。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一項由英國及國際定息及貨幣市場證券組成的管理投資組合，為投資者提供英鎊收入。
本基金將主要（本基金最少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質素達投資級別的英鎊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定息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所佔的投資比例將視乎情況而有所改變。投資組合亦可包括並非以英鎊計價的證券，惟該等證券可以對沖
技巧獲得在英鎊計價方面的保障。本基金並可投資於可換股債券，所佔比例最高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20%。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30%的淨資產投資於現金及貨幣市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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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未經任何國際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標準普爾及惠譽）評級的債務
證券）及／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未達投資級別的定義為標準普爾及惠譽給予BBB-以下，或穆迪給予Baa3以下
的信貸評級，或由國際認可評級機構給予同等評級）的證券。
本基金可為對沖及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目的而運用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期合約、不交收遠期合
約、互換及複雜期權結構工具。本基金可不時出售利率期貨以減少參與債券市場或於債券市場下跌時為本基金賺取
收益。該等衍生工具並可就衍生工具再訂立衍生工具（即遠期互換、互換期權）。然而，本基金不會為投資目的而
廣泛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即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以達致投資目標）。

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章程以瞭解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一般投資風險 - 本基金不能保證可達致其投資目標。本基金所投資的工具的價值或會因下文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
下跌，因此閣下於本基金的投資可能蒙受損失。本基金不保證能夠退還本金。



貨幣匯兌風險 - 本基金的資產可能投資於並非以本基金基本貨幣計價的證券。此外，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未必為
本基金基本貨幣。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該等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或匯率管制變動而受到不利影
響。



波動風險 - 投資者請注意，本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或會導致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波動，可能對本基金的每股資
產淨值構成不利影響，投資者或會因而蒙受損失。



信用風險

-

投資於債券、債務或其他定息證券（包括企業及主權債券）須承擔發行機構不支付該等證券的利息及本金的
風險。發行機構的財政狀況若出現逆轉，證券質素即會下降，該證券的價格波動亦會加劇。

-

於購入當時屬投資級別的證券有可能被降級。被降級風險因時而異。本基金的投資政策並無具體規定本基金
必須在一旦該等證券被降級至低於投資級別時沽出該等證券。此外，投資經理及／或副投資經理（如適用）
可能無法出售被降級的債務工具。投資於未達投資級別證券須承擔較高違約風險，本基金及／或投資者利益
可能因此蒙受不利影響 。



投資於永續債券的風險 - 本基金獲准投資於永續債券。永續債券（並無到期日的債券）可能在若干市況下承擔額
外的流通性風險。該等投資項目於受壓市場環境下的流通性可能有限並對出售價格造成負面影響，繼而對本基
金的表現造成負面影響。



利率風險 - 若本基金投資於債券或定息證券，其價值或會因利率變動而下跌，本基金資產淨值或會因而蒙受不利
影響。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債務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上升時則會下跌。較長期的債務證券通常對利率
變動較為敏感。



流通性風險 - 本基金可能因其投資證券的市場流通性下跌而受到不利影響，本基金部份證券可能變成不流通，令
本基金難以及時按公平價格出售證券。




信貸評級風險 - 評級機構給予的信貸評級存在限制，不能時刻保證該證券及／或發行機構的信譽。



集中風險

-

由於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英鎊債券，該種集中情況可能涉及較一般為高的風險程度，故本基金或會出現高於
平均的波幅。投資於具備較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通常可獲享的分散風險利益或不適用於本基金。

-

本基金價值或會較易受到影響英國市場的不利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以
及自然災害的影響。

為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目的而投資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 - 本基金的投資項目可包含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
管理或意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
信用風險、流通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份可導致損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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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本基金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涉足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本基金須承擔蒙受重大損失的高度風
險。



或有可轉換債券風險

-

或有可轉換債券是一種由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於發生預定觸發事件時可轉換為股票或被強制撇減本
金。觸發事件一般與發行機構的財務狀況掛鉤。於市況受壓時，發行機構的流通性概況可顯著惡化，故或須
以重大折讓才能夠出售或有可轉換債券。

-

與投資於傳統債務工具／可轉換債券及（在若干情況下）股票相比，或有可轉換債券可附帶較高風險，因為
票息可以酌情支付，亦可隨時基於任何理由而取消。

-

或有可轉換債券亦可承擔多項其他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觸發水平風險、資本架構逆轉風險、贖回延期風
險、未知／不確定風險及估值風險。

本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經理認為A（每季派息－英鎊）類別（「股份類別」），











作為本基金提供予香港公眾的焦點基金類別，為最合適的代表
單位類別。
基金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1日。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1日。
本基金的基本貨幣為英鎊。
股份類別過往表現的數據以英鎊計算。
表現數據計算時已扣除持續收費，並包括總收入再投資。計算
時並無包括所顯示的任何認購費／贖回費。
過往表現並不預視未來表現。
投資者未必可取回全數投資金額。
表現的計算以每個曆年年底的資產淨值為準（當中包括股息再
投資）。
左圖的數字顯示股份類別的價值於所示曆年的升幅或跌幅。
如未有顯示某年度的表現，即該年度未有足夠數據計算表現。

是否有任何保證？
本基金並無任何保證。閣下未必可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繳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以下費用。
費用

金額

認購費／首次認購費

A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C 類：不超過投資總額的 5.00%。

轉換費

最多為轉換股份價值的 1.00%。

贖回費

不適用

本基金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從本基金中扣除，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每年收費率（佔本基金價值百分比）

管理費*

A 類 : 0.625%
C 類：0.40%

保管費／存管機構費用

最多為 0.0075%

業績表現費

不適用

行政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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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費

A 類：不適用
C 類：不適用

服務代理人費用

A 類：最多為 0.27%
C 類：最多為 0.20%

*該項收費可被調高，惟須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事先批准， 並向投資者事先發出不少於
三個月的通知 。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股份時或須繳付其他費用。

其他資料
 經香港分經銷商兼代表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時間下午五時（即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或之前收到
閣下完備的認購及贖回要求後，閣下一般按本基金下一次釐定的資產淨值購買及贖回股份。提交認購或贖回指令
前，請向閣下的經銷商查詢其內部截算時間（或會較本基金的交易截算時間為早）。

 本基金於每個「營業日」（定義見章程）計算資產淨值，並於每個香港營業日（即香港銀行開門經營一般銀行業
務的日子）在 www.invesco.com.hk 刊載股份價格。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其他向香港投資者提呈發售的股份類別的過往表現數據。此網站未經證監
會審閱。

 投資者可於 www.invesco.com.hk 取得有關本產品的其他資料。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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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Ჟ丶ᐢⲬኅ഻ᇦѝሿරԱᾝส䠁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炷⊭㊔Ữᶵ旸㕤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Ḻ㎃
⍲墯暄㛇㪲䳸㥳ⶍ℟炸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ᶵ
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䄲❍䍚㬱ৗ䐱㾂㾮㡔ᔪ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2

3

Ჟ丶ᐢⲬኅ഻ᇦѝሿරԱᾝส䠁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60%
C 栆烉0.9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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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䮻Ⲭѝᐲ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49%^
B炷㭷⸜㳦〗炼伶⃫炸栆⇍
3.49%^
1.99%^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刀❍䐱㬱ৗ〚㆑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德忶ᷣ天炷㚨⮹70%䁢➢慹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ẍᶳ℔⎠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i)姣Ⅎ彎ḳ嗽ỵ㕤㕘冰ⶪ⟜⚳⭞
䘬℔⎠炻(ii)姣Ⅎ彎ḳ嗽᷎朆ỵ㕤㕘冰ⶪ⟜⚳⭞炻Ữ䳽⣏悐ấ㤕⊁⛐㕘冰ⶪ⟜⚳⭞䘬℔⎠炻ㆾ(iii)㍏偉℔⎠炻侴℞㪲䙲ᷫ
䳽⣏悐ấ㈽屯㕤⛐㕘冰ⶪ⟜⚳⭞姕䩳姣Ⅎ彎ḳ䘬℔⎠炻ẍ⮎䎦℞䚖㧁ˤ
⯙㛔➢慹侴妨炻㕘冰ⶪ⟜塓䓴⭂䁢大㕡㫸㳚⚳⭞炷ᶵ⊭㊔ⶴ冀⍲⛇俛℞炸ˣ伶⚳ˣ≈㊧⣏ˣ㖍㛔ˣ㽛㳚⍲䲸大嗕ẍ⢾
ℐ䎫⎬⚳䘬㚱ⶪ⟜ˤ㈽屯䴻䎮⎗㈽屯楁㷗炻ẍ⍵㗈楁㷗冯ᷕ⚳⣏映ᷳ⭮↯斄忋⍲⍿ᷕ⚳⡆攟⼙枧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䓙ᶵ䫎⎰ᶲ徘夷⭂Ữ⎗⍿よ㕤℞㕘冰ⶪ
⟜⚳⭞㤕⊁䘬℔⎠⍲℞Ṿ⮎橼䘤埴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㕘冰ⶪ⟜⚳⭞䘤埴㨇㥳䘤埴⁝⊁嫱⇠炷⊭㊔⎗廱㎃嫱
⇠炸ˤ䁢䓇䔹⓷炻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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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䇪㾣㜅㬱ৗ⹌㯟❍㾱⭥㠒〓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
ន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
㏜䅇〓⤜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6

2

Ჟ丶䮻Ⲭѝᐲส䠁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2.00%
B 栆烉2.00%
C 栆烉1.5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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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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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70%+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70%+
1.70%+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70%+
A炷㭷㚰㳦〗炼䷥㓞ℍ炼伶⃫炸栆⇍
1.70%+
A炷㭷㚰㳦〗炼1炼伶⃫炸栆⇍
1.70%+
A炷㭷⋲⸜㳦〗炼伶⃫炸栆⇍
0.97%+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 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㑍Ẁ娚偉ấ栆⇍䘬ℐ
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炻ẍ农娚偉ấ栆⇍⎗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
≈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
屯䓊㶐ῤ㕤䚠斄㳦〗㖍㛇⼴⌛㗪ᶳ旵ˤ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㤓㠒㬶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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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䑘䎫偉䤐ẍ忼农ᶲ⋯㓞ℍ㯜⸛冯攟㛇屯㛔⡆ῤˤ䁢Ḯ
忼农㬌枭䚖㧁炻㈽屯䴻䎮Ṏ⎗䲵ℍ⼤䫱娵䁢〘䔞䘬㈽屯枭䚖炻⊭㊔⎗廱嬻嫱⇠ˣ屐⸋ⶪ⟜ⶍ℟ˣ娵偉㪲嫱ˣ普橼㈽屯
ẩ㤕ˣ⬀㫦⍲℞Ṿ䌚Ⅾ㈽屯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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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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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4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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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Աᾝ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㭷⸜㳦〗炼伶⃫炸栆⇍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1.95%^
1.35%^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㤓㡔ᔪ〚㆑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屯㕤⛐ℐ䎫偉䤐ⶪ⟜ᶲ㍃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
ẍ⮎䎦℞䚖㧁ˤ⯙㛔➢慹侴妨炻⮷✳℔⎠㗗㊯ⶪῤ⮹㕤㐑㟡⢓ᷡ⇑屯㛔⚳晃㚱⛘⋨ᶾ䓴⮷✳偉㊯㔠(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ℏ㚨⣏ⶪῤ䘬℔⎠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炷⎗傥⊭㊔⣏✳℔
⎠炸䘬偉䤐⍲偉䤐䚠斄嫱⇠ˤ
㛔➢慹㚫⮯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娵偉㪲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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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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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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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28%+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28%+
1.28%+
A炷㭷㚰㳦〗炼1炼伶⃫炸栆⇍
0.88%+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0.88%+
C炷劙挲⮵㰾炸䳗䧵炼劙挲栆⇍
0.88%+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㤓䐙ᖬ䋗䐖〚㆑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ᶨ枭䓙ᶾ䓴⎬⛘℔⎠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炷ᶵ⊭㊔⎗廱
㎃⁝⇠⍲旬娵偉㪲嫱⁝⇠炸䳬ㆸ䘬⣂⃫⊾䳬⎰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屯䴻䎮⮯思⽒䳸㥳♜嫡ˣ䚖㧁㖶䡢䘬㈽屯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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䦳Ἦ怠㑯㈽屯枭䚖ˤ㈽屯䴻䎮㚫↮㜸忳䓐㈽屯䭬䔯ℏ㭷晣偉ấ䘬⎬䧖㔠慷㊯㧁炻ẍ姽Ộ㭷晣偉ấ䘬䚠⮵⏠⺽≃ˤ㛔
➢慹ᷫ忳䓐栏⍲㭷晣偉ấ䘬妰䬿枸㛇⚆⟙桐晒㍏⇞⍫㔠䘬⃒⊾䦳⸷Ἦ⺢䩳㈽屯䳬⎰ˤ
㈽屯䴻䎮⎗惴ね㰢⭂⯙㛔➢慹䘬朆➢㛔屐⸋桐晒忚埴⮵㰾ˤ
㛔➢慹Ṏ⎗⮯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ἄ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ẍảỽ⎗㎃屐⸋妰₡
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
⇠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
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
䲂ゕጓ㻣ㅖ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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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Ǆ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Ǆ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00%
C 栆烉0.6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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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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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б㖾⍢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2.05%+
A炷䳗䧵炼伶⃫炸栆⇍
2.05%+
1.45%+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45%+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Ⰲ㗡䐿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ᶩ伶㳚℔⎠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ẍᶳ℔⎠䘬ᶲⶪ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ᶩ伶㳚
⚳⭞䘬℔⎠烊(ii)᷎朆⛐㉱ᶩ伶㳚⚳⭞ㆸ䩳ㆾỵ㕤娚䫱⚳⭞Ữ℞䳽⣏悐ấ㤕⊁⛐㉱ᶩ伶㳚䴻䆇䘬℔⎠烊ㆾ(iii)㍏偉℔⎠炻
侴℞㊩㪲䙲䳽⣏悐ấ㈽屯㕤⛐㉱ᶩ伶㳚⚳⭞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䘬偉䤐ˤ
⯙㛔➢慹侴妨炻㉱ᶩ伶㳚⚳⭞㊯⋿伶㳚⍲ᷕ伶㳚⚳⭞炷⊭㊔⡐大⒍炸⍲≈≺㭼㴟媠⚳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Ṏ⎗㈽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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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
嫱⇠炷⊭㊔⎗廱㎃⁝⇠炸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Ⰲ㗡䐿ङコ⹌㯟⭥㩰㬱㠒〓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
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
䅇〓⤜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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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
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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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б㖾⍢㛑⾘ส䠁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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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㖾഻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80%**
A炷㫸⃫⮵㰾炸㭷⸜㳦〗炼㫸⃫栆⇍
1.80%**
1.80%**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75%**
B炷㭷⸜㳦〗炼伶⃫炸栆⇍
1.25%**
C炷䳗䧵炼伶⃫炸栆⇍
1.25%**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㗡ङ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屯㕤伶⚳℔⎠䘬偉䤐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炷庫Ỷ䦳⹎ᶲ炸岢⍾䴻ⷠ⿏㓞ℍˤ㛔➢慹
⮯ᷣ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ẍᶳ㨇㥳䘤埴䘬嫱⇠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伶⚳䘬℔⎠⍲℞Ṿ⮎橼炻ㆾ(ii)
姣Ⅎ彎ḳ嗽姕㕤伶⚳⠫⢾Ữ℞䳽⣏悐ấ㤕⊁⛐伶⚳䴻䆇䘬℔⎠⍲℞Ṿ⮎橼炻ㆾ(iii)㍏偉℔⎠炻侴℞㊩㪲䙲䳽⣏悐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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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㖾഻㛑⾘ส䠁
屯㕤⛐伶⚳姕䩳姣Ⅎ彎ḳ嗽䘬℔⎠ˤ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
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
⇠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㪇䔄㗡ङ⭥⹌㯟⭥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
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㗡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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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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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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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㖾഻㯽㉼ᤷ⁉٬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32%+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32%+
2.32%+
B炷䳗䧵炼伶⃫炸栆⇍
0.92%+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0.92%+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㗡ङ㮜⽪䐙ᖬ䋗䐖〚㆑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ᶨ枭䓙⛐娵⎗伶⚳嫱⇠Ṍ㖻ᶲⶪ䘬⣏✳℔⎠偉䤐䳬ㆸ䘬⣂⃫⊾㈽屯䳬⎰炻ẍ忼农攟㛇
屯㛔⡆ῤˤ㛔➢慹⮯ᶨ䚜ᷣ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姣Ⅎ彎ḳ嗽姕㕤伶⚳ㆾ℞䳽⣏悐ấ㤕⊁⛐伶⚳䴻䆇
䘬⣏✳℔⎠ᷳ偉䤐ˤ
⯙㬌侴妨炻ˬ⣏✳℔⎠˭㊯ⶪῤ崭忶10€伶⃫䘬℔⎠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
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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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思⽒䳸㥳♜嫡ˣ䚖㧁㖶䡢䘬㈽屯忶䦳Ἦ怠㑯偉ấˤ㈽屯䴻䎮㚫↮㜸忳䓐㈽屯䭬䔯ℏ㭷晣偉ấ䘬⎬䧖㔠慷㊯
㧁炻ẍ姽Ộ㭷晣偉ấ䘬䚠⮵⏠⺽≃ˤ㛔➢慹ᷫ忳䓐栏⍲㭷晣偉ấ䘬妰䬿枸㛇⚆⟙桐晒㍏⇞⍫㔠䘬⃒⊾䦳⸷Ἦ⺢䩳㈽
屯䳬⎰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䊻䋫㋪㗡ङ䑤㦐ㅜ䄸㰚㩰㬱⭥⫔㾮⹌㯟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
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㗡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䓵
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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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Ǆ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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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00%
B 栆烉1.00%
C 栆烉0.6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3

Ჟ丶㖾഻㯽㉼ᤷ⁉٬ส䠁
㾱䎟䗮
丯䗮

ⴟ⫛ڶ㏎㦬䗮䇤

⤜䪎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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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㖾഻ܩ٬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72%+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72%+
0.92%+
C炷䳗䧵炼伶⃫炸栆⇍
0.92%+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㗡ङ֓䐖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炻㗗㍸ὃẍ伶⃫妰䬿䘬⎰䎮攟㛇屯㛔⡆ῤˤ㛔➢慹⮯⮳㯪㈽屯䴻䎮娵䁢㕤岤屟㗪䚠⮵㕤䔞㗪偉䤐ⶪ
⟜ᶨ凔ⶪ㱩侴妨₡ῤ塓ỶỘ䘬偉㛔嫱⇠炻ἄ䁢㈽屯⮵尉ˤ
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姕㕤伶⇑➭⎰䛦⚳炷ˬ伶⚳˭炸䘬℔⎠䘬㘖忂偉ㆾ⃒⃰偉ˤ劍㝸攻
℔⎠(i)ᷫ㟡㒂伶⚳㱽⼳ㆸ䩳侴℞ᷣ天彎ḳ嗽Ṏ㗗姕㕤伶⚳炻ㆾ(ii) 50%ㆾẍᶲ䘬䆇㤕㓞ℍἮ冒伶⚳㤕⊁炻⇯㚫塓夾ἄ姕
㕤伶⚳ˤ㛔➢慹ḇ⎗ẍ庼≑⿏岒炻㈽屯㕤ᷣ天⛐伶⚳䘬嫱⇠Ṍ㖻忚埴Ṍ㖻䘬℔⎠䘬偉㛔嫱⇠ˣ⎗廱㎃⁝⊁嫱⇠ˣ伶
⚳㓧⹄嫱⇠炷䓙伶⚳㓧⹄ㆾ℞㨇斄⍲㨇㥳䘤埴ㆾ㑼ᾅ㛔〗䘬嫱⇠炸ˣ屐⸋ⶪ⟜ⶍ℟⍲㈽屯䳂⇍ẩ㤕⁝⊁嫱⇠ˤ䁢
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廱㎃⁝⊁嫱⇠ˣ伶⚳㓧⹄嫱⇠⍲㈽屯䳂⇍ẩ㤕⁝⊁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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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䈰咗㗡ङ⭥⹌㯟⭥㠶㵉〓ֿ㻩᷍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 䇪咗⡟〚㆑ಃ䑘䄋㵗䗺咗䈰咗㗡ङ⭥⹌㯟⭥㠶㵉〓ֿ㻩᷍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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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㖾഻ܩ٬㛑⾘ส䠁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40%
C 栆烉0.7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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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ↀ⍢अ࣋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㭷⸜㳦〗炼㫸⃫炸栆⇍
C炷㭷⸜㳦〗炼㫸⃫炸栆⇍

^

1.98%^
1.38%^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ᚸ䐿ڴ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ẍᶳ℔⎠䘤埴䘬偉㛔嫱⇠(i)姣Ⅎ彎ḳ嗽ỵ㕤㫸㳚⣏映⚳
⭞䘬℔⎠炻(ii)姣Ⅎ彎ḳ嗽㕤㫸㳚⣏映ẍ⢾⛘⋨Ữ℞㤕⊁ᷣ天⛐㫸㳚⣏映䴻䆇䘬℔⎠炻ㆾ(iii)㍏偉℔⎠炻侴℞㪲䙲ᷫᷣ天
㈽屯㕤⛐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映⚳⭞䘬旬Ⱄ℔⎠炻ẍ⮎䎦℞䚖㧁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ᶲ徘℔⎠䘤埴䘬⁝⊁嫱⇠炷⊭㊔⎗廱㎃⁝
⊁炸⍲⛐㫸㳚⣏映䴻䆇㤕⊁Ữᶵ䫎⎰ᶲ徘夷⭂䘬℔⎠䘤埴䘬偉䤐ㆾ⁝⊁嫱⇠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
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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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ↀ⍢अ࣋ส䠁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勲⭥⡟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ᚸ䊋᷊᷉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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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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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唹㵗䗺㏎Ч䐿䇱㻿⹌㯟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84%^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84%^
3.34%^
B炷㭷⸜㳦〗炼伶⃫炸栆⇍
1.84%^
C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84%^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ᚸ䐿⫔勲㡔ᔪ〚㆑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㫸㳚⎬⚳炷Ữᶵ⊭㊔劙⚳炸䘬⮷✳℔⎠䘬ᶲⶪ偉䤐⍲偉
䤐䚠斄嫱⇠炻ẍ忼农℞䚖㧁ˤ⯙㛔➢慹侴妨炻⮷✳℔⎠㗗㊯ⶪῤ⮹㕤㫸㳚屐⸋㫸㳚炷劙⚳昌⢾炸⮷✳偉㊯㔠
(Euromoney Smaller Europe ex UK Index)ℏ㚨⣏ⶪῤ䘬℔⎠ˤ
⯙㛔㈽屯㓧䫾侴妨炻㫸㳚⊭㊔㫸䚇⚳⭞ˣ䐆⢓ˣ㋒⦩ˣ⛇俛℞⍲䌐䩳⚳倗⎰橼ㆸ⒉⚳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偉䤐⍲偉䤐䚠斄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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ㆾ⎗廱㎃嫱⇠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廱㎃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娵偉㪲嫱ˤ
䚜军ảỽ䌐䩳⚳倗⎰橼ㆸ⒉⚳㑩㚱⍿夷䭉ⶪ⟜炻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屯㕤䚠斄⚳⭞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勲⭥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
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
䇤咗⡟〚㆑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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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ↀ⍢བྷ䲨Աᾝส䠁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40

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3

Ჟ丶ↀ⍢བྷ䲨Աᾝส䠁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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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ᯠ㠸ↀ⍢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伶⃫炸栆⇍
2.07%+
B炷䳗䧵炼伶⃫炸栆⇍
3.07%+
1.57%+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㾣㜅ᚸ䐿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㫸㳚㕘冰ⶪ⟜℔⎠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炷ᶵ⊭㊔⎗廱㎃
⁝⇠ㆾ旬娵偉㪲嫱⁝⇠炸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侴妨炻㫸㳚㕘冰ⶪ⟜℔⎠塓夾䁢㊯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㫸
㳚㕘冰⚳⭞䘬℔⎠烊(ii)姣Ⅎ彎ḳ嗽姕㕤ㆾỵ㕤㫸㳚㕘冰ⶪ⟜ẍ⢾⚳⭞Ữ℞䳽⣏悐ấ㤕⊁⛐㫸㳚㕘冰⚳⭞䴻䆇烊ㆾ(iii)㍏
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㫸㳚㕘冰⚳⭞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䘬偉䤐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
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
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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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屯㕤䈡⭂⚳⭞᷎䃉姕⭂旸⇞炻⚈侴⎗⮯㛔➢慹屯䓊ᷣ天㈽屯㕤ᶨᾳㆾ㚱旸㔠䚖䘬䚖㧁⚳⭞ˤ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㫸㳚㕘冰ⶪ⟜䓴⭂䁢⊭㊔炷Ữᶵ旸㕤炸ẍᶳ⚳⭞烉ッ㱁⯤Ṇˣ㉱僓䵕Ṇˣ䩳昞⭃ˣ㲊
嗕ˣ㌟ℙ⚳ˣ㕗㳃Ẹˣ⊰䈁⇑ˣ伭楔⯤Ṇˣᾅ≈⇑Ṇˣ㕗㳃㔯⯤Ṇˣẍ刚↿ˣⶴ冀ˣ⛇俛℞ˣὬ伭㕗ˣ⑰啑
ˣ⛇⹓㚤ˣ伭⛘Ṇ⍲䁷嗕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㾣㜅㬱ৗ⹌㯟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
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咗ⱎ㐀㯚⭥㼁励噭卶 - 㵗䗺咗ⱎ㐀㯚⫇䊻䐹⫔⭥䇱噭卶᷍⟝㎉ᷛ(a)ⱎ㐀㯚⭥䑤㦐⭨䆼ゑ䆻䐧Ⱙ㰚䅞䐣⭥
ㅜ䄸ヺ㰄䁴䌁ゑᆑ㬈噭卶ᷜ(b)㦒ⳇ㡔ᔪ䐯ᒍ㸥〓䇱励㵗䗺䎀⡄䍰⭥䄜⟄䃯ٕ〓䃯㏞ᷜ(c)ⱎ㐀㯚ㄼᦛ妘㻖⨅⨃䕾
㸼᱃ש㚜ㅜ䄸ゑ䔐➙ᷜ(d)⤜㩺ⱎ㐀㯚䑤㦐厚䄵⍡⭤⩀㬱ৗ䐖᷍⤠⳾㬨䇪咗⹌刀䗺㑰ኖ㑠䇱㻿㰚䐣ᷜ(e)⯱ڶ䃯
㏞⼍⽞⤜㤆᷍⫇䊻㬊ゴ㦯䅃〓Ⳓ㋢⯱唸⭥噭卶ᷜ(f)ⱎ㐀㯚⹌㯟⭥䄜⟄䕵䎟ᯏន᷍◵䐱㋪㚽㪇ゑኖ㑠愬⫔⭥⹌㯟刈՚
ڶᷜ(g)䶚㾱ゑ㡅㰜㆑㦻ᗤᕬ⭥❍䍚〓⟰㩱㸕㶋㩧᷍䅓ⱙ㶚㶚㸕ㄼ㋝壿ゑ㾦䗫䉖な㠌⭮ᷜ(h)㋪䇑唲ⱎ㐀㯚㵗䗺
䐖⭥䎟䐯ゑㄼᦛ⤜ⲡⰉ㤊នᷜゑ(i)ⱎ㐀㯚㬱ৗ㋪㚽㦒ⳇ㒘㵉㾵ゑ֓ⷒ⫔ⴚ⤉ڴ᷍䅃㸗㎼Ⲇ〓⨗㬼⤠⳾㰚⧷㵗䗺㋪㚽
䣿ᩊ⼥ጓゑ〓㿉䄵⤜㏜⭥֓ⷒ䩮㾱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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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
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䗮᷐⫇ᗤᕬ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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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㚨⣂䁢 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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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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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ↀݳ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67%+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67%+
1.07%+
C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07%+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ᚸ䊋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䁢攟㛇嵹岷MSCI㫸㳚屐⸋倗䚇㊯㔠ȹ㛒䌚姽䳂炷㫸⃫炸ˤ
㛔➢慹⮳㯪德忶䧵㤝惵伖㕤㫸⃫⋨偉䤐ẍ忼农℞䚖㧁ˤ㛔➢慹㚨⮹90%䘬屯䓊㶐ῤ⮯㈽屯㕤㫸⃫⋨ⶪ⟜偉䤐ˤ㬌⢾炻℞
㚨⮹75%䘬屯䓊㶐ῤ⮯㈽屯㕤姣Ⅎ彎ḳ嗽ỵ㕤㫸䚇ㆸ⒉⚳ㆾ劙⚳䘬℔⎠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Ⱄ㕤㫸䚇Ữ᷎ᶵⰔ㕤㫸⃫⋨䘬⚳⭞ẍ⍲劙⚳ˣ䐆⢓ˣ㋒⦩⍲⅘Ⲟ姣Ⅎ䘬偉㛔嫱
⇠⍲炾ㆾ㫸⃫⋨⚳⭞䘤埴ᶼ塓姽䁢㈽屯䳂⇍䘬⁝⊁嫱⇠⍲屐⸋ⶪ⟜ⶍ℟ˤ
㛔➢慹⎗㈽屯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㕤Ỷⶪῤẩ㤕ˤ
⯙ᶲ㔯侴妨炻ˬ㫸⃫⋨˭䘬㍸徘㊯㍉䲵㫸⃫ἄ䁢℞ᷣ天忂䓐屐⸋䘬⚳⭞烊ˬỶⶪῤẩ㤕˭䘬㍸徘㊯㕤㈽屯㗪ⶪῤ⮹㕤
10€㫸⃫炷⍫侫MSCI㫸㳚屐⸋倗䚇㊯㔠ȹ㛒䌚姽䳂炷㫸⃫炸㚨Ỷ10%ⶪῤ炸䘬℔⎠烊⍲ˬ㈽屯䳂⇍˭䘬㍸徘㊯䌚䧮徒
䴎ḰBaaㆾẍᶲ䘬ᾉ屠姽䳂ˣ䌚姽䳂㨇㥳㧁㸾㘖䇦䴎ḰBBBㆾẍᶲ䘬ᾉ屠姽䳂ˣ䌚よ嬥䴎ḰBBBㆾẍᶲ䘬ᾉ屠姽䳂炻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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䌚⎎ᶨ⭞娵⎗姽䳂㨇㥳䴎Ḱ⎴䫱䘬ᾉ屠姽䳂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䊋ۿ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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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ጓ
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㵗
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䐙ኖᩊMSCIᚸ䐿䕼ฦ㓴㗬䐙ኖ㸕⍡䉖な᷉ᚸ
䊋᷊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0.9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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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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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97%+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97%+
1.97%+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97%+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87%+
B炷䳗䧵炼㫸⃫炸栆⇍
1.37%+
C炷䳗䧵炼㫸⃫炸栆⇍
1.37%+
C炷㭷⸜㳦〗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ⳛᚸ䐿〚㆑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ᶨ枭㫸㳚℔⎠炷ῷ慵⣏℔⎠炸偉䤐ㆾ偉䤐䚠斄ⶍ℟㈽屯䳬⎰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
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偉䤐ㆾ偉䤐䚠斄嫱⇠ˤ娚䫱℔⎠䘬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ㆾ姣Ⅎ
彎ḳ嗽姕㕤㫸㳚ẍ⢾⛘⋨Ữ℞䳽⣏悐ấ㤕⊁⛐㫸㳚䴻䆇⍰ㆾ䁢㍏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㫸㳚⚳⭞姕
䩳姣Ⅎ彎ḳ嗽䘬℔⎠ˤ㛔➢慹᷎䃉枸⃰姕⭂⛘⋨↮Ự炻᷎㚫㍉䓐曰㳣㓧䫾炻ᷣ天夾᷶⮵ᾳ⇍℔⎠䘬夳妋⍲㔜橼䴻㾇ㆾ
㤕⊁侫ㄖ⚈䳈侴慸⭂㈽屯㭼慵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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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㯟㠒〓㠒㼁励⹅㉀᷍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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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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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Ჟ丶⌋ↀ⍢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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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ↀ⍢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70%+
A炷≈⃫⮵㰾炸㭷㚰㳦〗炼1炼≈⃫栆⇍
1.70%+
1.70%+
A炷䲸⃫⮵㰾炸㭷㚰㳦〗炼1炼䲸⃫栆⇍
1.70%+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70%+
A炷伶⃫⮵㰾炸㭷㚰㳦〗炼1炼伶⃫栆⇍
1.70%+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70%+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70%+
A炷㭷⋲⸜㳦〗炼䷥㓞ℍ炼㫸⃫炸栆⇍
1.10%+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 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㑍Ẁ娚偉ấ栆⇍䘬ℐ
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炻ẍ农娚偉ấ栆⇍⎗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
≈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
屯䓊㶐ῤ㕤䚠斄㳦〗㖍㛇⼴⌛㗪ᶳ旵ˤ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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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1

Ჟ丶⌋ↀ⍢㛑⾘᭦⳺ส䠁
⡟〚㆑㬨㬓怯◂㠘ᷠ
㈑唹ⳛᚸ䐿㠒㬶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㖐⛐德忶ᷣ天㈽屯㕤㫸㳚偉䤐ẍ岢⍾㓞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䇕⍾㍸ὃ庫ᶨ凔㯜⸛䁢檀䘬偉〗㓞䙲
䷥柵ˤ㛔➢慹㚨⮹75%䘬屯䓊㶐ῤ⮯㚫㈽屯㕤㈽屯䴻䎮娵䁢㍸ὃ偉〗ㆾ℟⁁㳦〗⇵㘗᷎䓙ẍᶳ℔⎠䘤埴䘬偉䤐⍲偉䤐
䚠斄嫱⇠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炻(ii)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ẍ⢾⛘⋨Ữ℞䳽⣏悐ấ㤕⊁⛐㫸㳚䴻䆇炻ㆾ(iii)㍏偉
℔⎠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㫸㳚⚳⭞姕䩳姣Ⅎ彎ḳ嗽䘬旬Ⱄ℔⎠ˤ
㛔➢慹⎗⮯⎰ℙᶵ崭忶25%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㯟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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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ᚸ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Ǆ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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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嗱ᷛ䔏ⱁᩊ 0.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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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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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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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2.01%+
A炷䳗䧵炼㫸⃫炸栆⇍
2.01%+
2.01%+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91%+
B炷䳗䧵炼㫸⃫炸栆⇍
1.41%+
C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41%+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㦌ᚸ䐿㡔ᔪ〚㆑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德忶ᶨ枭䓙ảỽ㫸㳚偉䤐ⶪ⟜䘬⮷✳℔⎠䳬ㆸ䘬㈽屯䳬⎰ẍ忼农
攟㛇屯㛔⡆ῤˤ㛔➢慹⎗„䇦⯙䈡⇍ね㱩炷ἳ⤪⽑䓎偉ấˣ㓞岤ḳ枭炸ἄ↢㈽屯炻᷎㚫炷⛐怑䔞㗪῁炸㈽屯㜙㫸㕘冰
ⶪ⟜ˤ㛔➢慹㈽屯℔⎠䘬䧖栆庫ⷠ夷㈽屯䳬⎰⺋㲃炻㬌冱㖐⛐旸⇞℞ᷕ䘬桐晒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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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㦯⼯ᚸ䐿㠒㬱ৗ⭥㾂㾮⹌㯟᷍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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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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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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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ↀ⍢ᤷ⁉٬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Deutschland GmbH᷉⤠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䳗䧵炼㽛⃫栆⇍
1.57%+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57%+
1.57%+
A炷伶⃫⮵㰾炸㭷㚰㳦〗炼1炼伶⃫栆⇍
1.57%+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57%+
A炷㭷⸜㳦〗炼㫸⃫炸栆⇍
2.57%+
B炷䳗䧵炼㫸⃫炸栆⇍
1.07%+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ᚸ䐿䐙ᖬ䋗䐖〚㆑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㛔➢慹㚨⮹ᶱ↮ᷳḴ䘬屯䓊㶐ῤ㈽屯㕤ᶨ枭⣂⃫⊾䘬℔⎠偉䤐㈽屯䳬⎰炻ẍ忼农攟㛇屯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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ῤ烊娚䫱℔⎠䘬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ㆾ℞䳽⣏悐ấ㤕⊁⛐㫸㳚⚳⭞䴻䆇᷎⛐娵⎗㫸㳚嫱⇠Ṍ㖻ᶲⶪˤ㛔➢慹ᷫ
思⽒䳸㥳♜嫡ˣ䚖㧁㖶䡢䘬㈽屯忶䦳Ἦ怠㑯偉ấˤ㈽屯䴻䎮㚫↮㜸忳䓐㈽屯䭬䔯ℏ㭷晣偉ấ䘬⎬䧖㔠慷㊯㧁炻ẍ姽
Ộ㭷晣偉ấ䘬䚠⮵⏠⺽≃ˤ㛔➢慹ᷫ忳䓐栏⍲㭷晣偉ấ䘬妰䬿枸㛇⚆⟙桐晒㍏⇞⍫㔠䘬⃒⊾䦳⸷Ἦ⺢䩳㈽屯䳬⎰ˤ
㛔➢慹⎗⮯⎰ℙᶵ崭忶ᶱ↮ᷳᶨ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ㆾ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
Ṿ⮎橼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䈾䧌㬣㱯䈰咗ᚸ䐿ङコ〓㡅ヿ⫔⤠⳾ᔪڶ䊻ᚸ䐿ङコㄼᬪϬ䊻䋫㋪ᚸ䐿䑤㦐
ㅜ䄸㰚㩰㬱⭥⹌㯟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
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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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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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30%
B 栆烉1.30%
C 栆烉0.8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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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㤡഻अ࣋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䇃便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㭷⸜㳦〗炼劙挲炸栆⇍
C炷㭷⸜㳦〗炼劙挲炸栆⇍

^

1.96%^
1.36%^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䇃ङڴ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ẍᶳ℔⎠䘤埴䘬偉㛔嫱⇠(i)姣Ⅎ彎ḳ嗽ỵ㕤劙⚳䘬℔
⎠炻(ii)姕㕤劙⚳⠫⢾炻Ữ℞㤕⊁ᷣ天⛐劙⚳䴻䆇䘬℔⎠ㆾ℞Ṿ⮎橼炻ㆾ(iii)㍏偉℔⎠炻℞㪲䙲ᷫᷣ天㈽屯㕤姣Ⅎ彎ḳ嗽
姕㕤劙⚳䘬旬Ⱄ℔⎠炻ẍ⮎䎦℞䚖㧁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劙⚳䴻䆇㤕⊁Ữᶵ䫎⎰ᶲ徘夷⭂䘬℔⎠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ㆾ⁝⊁嫱⇠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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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䇃ङ⭥⡟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䇃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䇃便᷊᷉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䇃便᱄
⳾嗱ن䩿㶚⢎⭥ኖሟ䄵䇃便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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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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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ᰕᵜ㛑⾘ݚऒ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ⶒ㵗䗺ㄼ㏎:

姕㕤㖍㛔䘬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炷ℏ悐⥼ả)

〚⡟䕼ฦ:

㦶ढ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71%+
A炷䳗䧵炼㖍⚻炸栆⇍
1.71%+
1.71%+
A炷㭷⸜㳦〗炼㫸⃫炸栆⇍
0.94%+
C炷䳗䧵炼㖍⚻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㦶⡟㠒ֿ〚ھ㆑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㖍㛔姣Ⅎㆾ℞䳽⣏悐ấ䴻㾇㳣≽⛐䔞⛘忚埴ẍ
⍲⛐ảỽ嫱⇠Ṍ㖻ㆾ⟜⢾Ṍ㖻ⶪ⟜ᶲⶪ䘬℔⎠䘬偉㛔嫱⇠炻⮳㯪ẍ㖍⚻妰䬿䘬攟㛇屯㛔⡆ῤˤ
㛔➢慹⮯㈽屯㕤ᶵ╖忳䓐℞屯㛔⃒⊊ℤᶼ忳䓐℞䃉⼊屯䓊炷ἳ⤪Ữᶵ旸㕤⑩䇴₡ῤˣ㈨埻䘤⯽ㆾ⻟⣏栏⭊➢䢶炸⃒⊊
䘬℔⎠ˤ㛔➢慹Ṏ⎗ẍ庼≑⿏岒炻㈽屯㕤⎗廱㎃䁢㘖忂偉䘬⁝⊁嫱⇠⍲℞Ṿ偉䤐㍃戌䤐㒂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
⮯⮹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廱㎃䁢㘖忂偉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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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䊻㦶⡟䈾〓㡅ヿ⫔⤠⳾ㄼᦛ』ڴ䊻◵⭹䩮㾱⭥⹌㯟⭥⡟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
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
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㦶⡟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㦶ढ᷊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㦶ढ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㦶ढ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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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4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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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ᰕᵜअ࣋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㦶ढ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96%^
A炷劙挲⮵㰾炸䳗䧵炼劙挲栆⇍
1.96%^
1.96%^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96%^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96%^
A炷䳗䧵炼㖍⚻炸栆⇍
1.96%^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96%^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36%^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36%^
C炷劙挲⮵㰾炸䳗䧵炼劙挲栆⇍
1.36%^
C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36%^
C炷䳗䧵炼㖍⚻炸栆⇍
1.36%^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㦶⡟ڴ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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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㯪德忶ᷣ天炷㚨⮹70%㛔➢慹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㟡㒂㖍㛔㱽⼳ㆸ䩳ᷳ℔⎠䘬偉ấ⮎䎦℞䚖㧁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炻Ṏ⎗⊭㊔⛐℞Ṿ⛘⋨ᶲⶪㆾ㕤℞Ṿ徼⼹
屟岋Ữ℞㓞ℍ㸸冒㖍㛔ㆾ⛐䔞⛘㑩㚱慵⣏㪲䙲䘬℔⎠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㦶⡟⭥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㾵〓⧫䣿䄜⟄㯏㠞ⷀ⭥噭卶᷍ゑ㋪㚽唻⧱
㬽䣿㠞㉚㯏㠞ⷀ⭥⤉ڴ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㦶⡟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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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㦶ढ᷊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㖍⚻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㖍⚻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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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4

75

◂㠘䗺㑰ⶦ䄋
Ჟ丶ᰕᵜ㛑䮧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㦶⡟⭥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㦶ढ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75%+
B炷㭷⸜㳦〗炼伶⃫炸栆⇍
2.70%**
1.20%+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㦶⡟㻃䋗凭〚㆑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炻᷎岢⍾ẍ㖍⚻妰䬿䘬⎗㊩临㓞䙲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ẍᶳ℔⎠䘤埴䘬偉䤐(i)ỵ㕤㖍㛔炻ㆾ(ii)㕤㖍㛔ᶲⶪ炻ㆾ
(iii)℞䳽⣏悐ấ㤕⊁⛐㖍㛔䴻䆇䘬℔⎠炻ㆾ(iv)㍏偉℔⎠炻侴℞㪲䙲ᷫᷣ天㈽屯㕤⛐㖍㛔姕䩳姣Ⅎ彎ḳ嗽䘬旬Ⱄ℔⎠炻ẍ
76

1

Ჟ丶ᰕᵜ㛑䮧ส䠁
⮎䎦℞䚖㧁ˤ
㛔➢慹⮯㈽屯㕤㈽屯䴻䎮娵䁢Ộῤ⏠⺽⍲℟⁁⎗㊩临偉〗⡆攟䘬堐䎦炻ᶼ㑩㚱⻟≩䘬㤕⊁㧉⺷⍲䨑䘬屯䓊屈⁝堐䘬
℔⎠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廱㎃⁝⊁⍲ᶵ䫎⎰ᶲ徘夷⭂䘬℞Ṿ⎗廱嬻
嫱⇠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㦶⡟㬱ৗ⭥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㦶⡟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㦶ढ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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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40%
B 栆烉1.40%
C 栆烉0.9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30%
B 嗱ᷛ䔏ⱁᩊ 0.20%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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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ᰕᵜ㛑䮧ส䠁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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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唹㦶⡟㠒㲞㰘֓䐖〚㆑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㦶ढ

ⶒ㵗䗺ㄼ㏎:

䈰咗㦶⡟⭥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ש㸐㦯)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71%+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71%+
1.71%+
A炷䳗䧵炼㖍⚻炸栆⇍
1.71%+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71%+
A炷㭷⋲⸜㳦〗炼㖍⚻炸栆⇍
0.95%+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0.95%+
C炷䳗䧵炼㖍⚻炸栆⇍
0.95%+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㦶⡟㠒㲞㰘֓䐖〚㆑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炻㗗德忶㈽屯㕤⛐㖍㛔嫱⇠Ṍ㖻⍲⟜⢾Ṍ㖻ⶪ⟜ᶲⶪ䘬℔⎠䘬嫱⇠炻⮳㯪ẍ㖍⚻妰䬿䘬攟㛇屯㛔
⡆ῤ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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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ᰕᵜ㛑⾘᧒㍒ܩ٬ส䠁
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㖍㛔℔⎠䘬偉㛔嫱⇠炻ỮṎ⎗㈽屯㕤⎗廱㎃䁢㘖忂偉䘬⁝⊁嫱⇠⍲℞
Ṿ偉䤐㍃戌䤐㒂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廱㎃䁢㘖忂偉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㵗䗺咗䊻㦶⡟䑤㦐ㅜ䄸㰚ゑৗ㶃ㅜ䄸㬱ৗ㩰㬱⭥⹌㯟⭥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
⭥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
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㦶⡟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
䓵㦜ᨥ⼇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㦶ढ᷊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㦶ढ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㦶ढ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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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4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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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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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ᰕᵜሿරԱᾝ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㦶⡟⭥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㦶ढ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2.01%+
A炷䳗䧵炼㖍⚻炸栆⇍
2.01%+
2.01%+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91%+
B炷䳗䧵炼㖍⚻炸栆⇍
1.41%+
C炷䳗䧵炼㖍⚻炸栆⇍
1.41%+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㦶⡟㾂㾮㡔ᔪ〚㆑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㖍㛔ᷕ⮷✳℔⎠炻᷎⛐庫Ỷ䦳⹎ᶲ㈽屯㕤㖍㛔⣏✳℔⎠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
⮯ᷣ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㖍㛔ᷕ⮷✳℔⎠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ˤ⯙㬌侴妨炻㖍㛔℔⎠㊯(i)姣Ⅎ彎
ḳ嗽姕㕤㖍㛔䘬℔⎠烊(ii)姣Ⅎ彎ḳ嗽姕㕤㖍㛔ẍ⢾⛘⋨Ữ℞䳽⣏悐ấ㤕⊁⛐㖍㛔䴻䆇烊ㆾ(iii)㍏偉℔⎠炻侴℞㊩㪲
䙲䳽⣏悐ấ㈽屯㕤⛐㖍㛔姕䩳姣Ⅎ彎ḳ嗽䘬℔⎠ˤ⯙㬌侴妨炻ᷕ⮷✳℔⎠㊯℞ⶪῤᶵ崭忶㖍㛔䷥ⶪῤᷕ㚨Ỷ50%䘬
℔⎠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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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
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ảỽ夷㧉䘬㖍㛔℔⎠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
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䐱㾂㾮㦶⡟⹌㯟᷍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㦶⡟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䓵
㦜ᨥ⼇㵰㎼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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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A᷉㎼Ⲇ᷎㦶ढ᷊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1991㛋1䊣2㦶᱄
⳾嗱⧪ن㑃㦶㠻ᷛ1991㛋1䊣2㦶᱄
⡟〚㆑⭥〚⡟䕼ฦᩊ㦶ढ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㦶ढ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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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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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ᶡ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㾣ゴ㠣⭥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㷗⃫炸栆⇍
2.02%^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02%^
1.42%^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Ꮭ〚܇㆑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ẍᶳ℔⎠䘤埴䘬ᶲⶪ偉䤐ㆾ偉䤐䚠斄嫱⇠(i)姣Ⅎ彎ḳ嗽ỵ
㕤㜙⋼⚳⭞䘬℔⎠⍲℞Ṿ⮎橼炻(ii)姣Ⅎ彎ḳ嗽ỵ㕤㜙⋼⚳⭞ẍ⢾⛘⋨䘬℔⎠⍲℞Ṿ⮎橼炻Ữ℞䳽⣏悐ấ㤕⊁⛐ᶨᾳㆾ
⣂ᾳ㜙⋼⚳⭞炻ㆾ(iii)㍏偉℔⎠炻侴℞㊩䳽⣏悐ấ㪲䙲㈽屯㕤⛐㜙⋼⚳⭞姕䩳姣Ⅎ彎ḳ嗽䘬℔⎠炻ẍ⮎䎦℞䚖㧁ˤ
⯙㛔➢慹㈽屯㓧䫾侴妨炻㜙⋼⚳⭞塓䓴⭂䁢㜙⋿Ṇ⚳⭞倗䚇䘬ㆸ⒉⚳炻䚖⇵⊭㊔㕘≈✉ˣ楔Ἦ大Ṇˣ㲘⚳ˣ⌘⯤ˣ㰞
厲ˣ厚⼳屻ˣ崲⋿ˣ㞔❼⮐ˣ侩㑦⍲䶔䓠ˤ
㈽屯䴻䎮䎦㒔㈽屯㕤ᶲ徘劍⸚ㆾ㚱⚳⭞ˤ㈽屯㗪庫㲐慵⛘➇屯䓊↮惵炻Ữ⮵㕤㛔➢慹⎗傥㈽屯㕤㝸ᾳ⚳⭞䘬屯慹㭼
ἳ⇯᷎䃉ảỽ旸⇞ˤ⚈㬌炻⎬⚳⭞Ỽ䘬㈽屯㭼慵㚫ᶵ㗪嬲≽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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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埴䘬偉
䤐⍲偉䤐䚠斄嫱⇠ㆾ⁝⊁嫱⇠炷⊭㊔⎗廱㎃⁝⊁炸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
㊔⎗廱㎃⁝⊁炾⁝⇠炸ˤ
䚜军㰞厲㑩㚱⍿夷䭉ⶪ⟜炻㛔➢慹⎒⎗⮯10%䘬屯䓊㈽屯㕤㰞厲ˤ㛔➢慹ᷫẍ䑘䎫枸妿嫱⇠(GDRs)⍲伶⚳枸妿嫱⇠
炷ADRs炸㕡⺷㈽屯㕤㰞厲ˣ侩㑦䶔䓠ˤ军㕤㞔❼⮐㕡朊炻䎦㗪᷎㛒傥䚜㍍㈽屯㕤䔞⛘ⶪ⟜炻 Ữ⎗德忶GDRs⍲
ADRsˣṎ⎗ῇ≑㈽屯㕤㞔❼⮐䘬普橼㈽屯妰∫侴㈽屯㕤㞔❼⮐ˤ娚㈽屯枰思䄏䪈䦳ˬ㈽屯旸⇞˭↿ᷳ旸⇞ˤGDRs⍲
ADRsᷫ䓙戨埴䘤埴䘬姀⎵⎗廱嬻嫱⇠炻嫱㖶䈡⭂㔠䚖䘬偉䤐⬀㓦㕤䘤埴戨埴᷎䓙℞妿䭉ˤGDRsᷫ德忶伶⚳冯㫸㳚ᷳ
攻㚱倗专䘬䳸䬿忚埴⚳晃䘤埴ˤADRs⇯⎗⛐伶⚳⣂ᾳ偉䤐ⶪ⟜䘤埴⍲忚埴屟岋炻⯌℞㗗䲸䲬嫱⇠Ṍ㖻⍲䲵㕗忼
嫱⇠Ṍ㖻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娵偉㪲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Ꮭ܇ङコ⭥㠒〓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
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
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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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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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4

91

◂㠘䗺㑰ⶦ䄋
Ჟ丶ӎ⍢ᇼᕧ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2.00%+
A炷䳗䧵炼伶⃫炸栆⇍
2.00%+
2.00%+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40%+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40%+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Ч䐿ຫ〚㆑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枸妰⎗⍿よ㕤Ṇ㳚䴻㾇橼䲣炷ᶵ⊭㊔㖍㛔炸ℏ悐㴰屣
⡆攟ㆾ冯ℏ悐㴰屣⡆攟㚱斄忋䘬Ṇ㳚℔⎠䘬偉㛔嫱⇠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侴妨炻ˬṆ㳚℔⎠˭㊯(i)姣Ⅎ
彎ḳ嗽姕㕤Ṇ㳚⚳⭞䘬℔⎠烊(ii)姕㕤ㆾỵ㕤Ṇ㳚ẍ⢾⚳⭞Ữ℞㤕⊁䳽⣏悐ấ⛐Ṇ㳚䴻䆇䘬℔⎠烊ㆾ(iii)㍏偉℔⎠炻侴℞
㊩㪲䙲䳽⣏悐ấ㈽屯㕤⛐Ṇ㳚⚳⭞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䘬偉䤐ˤ
℞㤕⊁⎗⍿よ㕤ℏ悐㴰屣⡆攟ㆾ冯ℏ悐㴰屣⡆攟㚱斄忋䘬Ṇ㳚℔⎠⊭㊔炷Ữᶵ旸㕤炸烉

 ℞䳽⣏悐ấ㤕⊁䁢㴰屣侭朆侸䓐⑩ㆾ侸䓐⑩炻ἳ⤪烉梇⑩ˣ梚㕁ˣ⭞⹕䓐⑩ˣㆸ堋ˣ⊾⥅⑩ˣ䄁勱ˣ㴰屣暣⫸䓊⑩
冯暣☐⍲㰥干䘬䓇䓊ˣ䴻扟ˣ㍐⺋ㆾ暞ⓖ䘬℔⎠ẍ⍲屯妲䥹㈨埴㤕℔⎠炻娚䫱℔⎠塓夾ἄ⎗⍿よ㕤ℏ悐㴰屣⡆≈䘬
嵐⊊ˤ
92

1

Ჟ丶ӎ⍢ᇼᕧส䠁
 ᷣ天⽆ḳ䈑㤕炷⊭㊔炷Ữᶵ旸㕤炸ỷ⬭䈑㤕ˣ惺⸿ˣ㷉`㛹⍲⓮⟜炸䘤⯽䭉䎮䘬℔⎠ˤ㛔➢慹⎗䚜㍍㈽屯㕤ᶲ
ⶪ䘬攱䪗⺷⛘䓊㈽屯ᾉ妿➢慹炷ˬREIT˭炸ˤ

 ⎗⍿よ㕤⎗㓗惵㓞ℍ⡆≈⍲㴰屣䚠斄㚵⊁炷ἳ⤪㕭忲ˣ⨺橼ˣ嬟䎮ˣ℔䓐ḳ㤕暣妲炸暨㯪ᶲ⋯䘬℔⎠炻ẍ⍲
ᾅ晒℔⎠慹圵㚵⊁䚠斄℔⎠ˤ
㛔➢慹⎗⮯ᶵ崭忶 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
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 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 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 ẍᶳ
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 A 偉⍲ᷕ⚳ B 偉䘬㈽屯炷⊭㊔德忶㘗枮䘬⎰㟤⠫⢾㨇㥳㈽屯侭ˣṢ㮹⸋⎰㟤⠫⢾㨇㥳㈽屯侭柵⹎ㆾḺ倗
Ḻ忂ˣ⍫冯䤐㒂ˣ偉䤐㍃戌䤐㒂ㆾ栆Ụ倗㍍䓊⑩ㆾ⬱㌺侴ἄ↢侭炸⎬ᶵ⼿崭忶℞屯䓊㶐ῤ䘬 10%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喢䆬㡅ᔪڶ㋪㬽咗Ч䐿ㄼᦛ妘㻖᷉⤜⟝㎉㦶⡟᷊⤠ש㼜䗮䋗凭〓㜄⤠ש㼜䗮
䋗凭䇱励䩣⭥Ч䐿⹌㯟᷍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
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㵗䗺咗 REIT ⭥噭卶
- ⡟〚㆑⤜䐒ㅴ㵗䗺咗Ⳡ⭹◂᷍ⱙ䊻㡅䐒ㅴ㵗䗺咗 REIT ⭥⹁छש᷍咗⡟〚㆑㘇⭥㦯⼯㻃䎟⥀〓㻃㝪
㸕⡹⫛⢎㼁励 REIT ⭥㻃䎟⥀〓㻃㝪᱄㼁励 REIT ⤜䄜Ⰹ⍡ CSSF ゑ᷐〓㼄ⶼ䑤㦐ゑ㠻䕼㬣⥍⟰ڶ㸐
᷉᱙䑤⟰ᱚ᷊䋫㋪᱄

- 䌩㒕䅃᷍⡟〚㆑㚬ⷚሟ䑤⟰㸜㾦䆻ゑ⿆〚㆑㬹ٕ᷉ⱙ⳨䑤⟰⭥Ⳡ⭹◂㵗䗺㾦䆻〚㆑㬹ٕ᷊ⱙ⍡䋫㋪᱄
CSSF ゑ᷐〓䑤⟰䋫㋪Ϭ⤜➖㬟䎞㬞⼬䓝〓㵧㭾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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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ӎ⍢ᇼᕧส䠁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94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3

Ჟ丶ӎ⍢ᇼᕧ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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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ӎ⍢䙷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2.01%**
2.01%**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2.01%**
A炷䲸⃫⮵㰾炸㭷㚰㳦〗炼1炼䲸⃫栆⇍
2.01%**
A炷䳗䧵炼伶⃫炸栆⇍
2.01%**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91%**
B炷䳗䧵炼伶⃫炸栆⇍
1.41%**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41%**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96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1

Ჟ丶ӎ⍢䙷㛑⾘ส䠁
⡟〚㆑㬨㬓怯◂㠘ᷠ
㈑唹Ч䐿ᗤ䈗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ᶨ枭ẍ℟⁁⡆攟㼃≃䘬Ṇ㳚℔⎠䁢⮵尉䘬⣂⃫⊾㈽屯䳬⎰ẍ忼农攟㛇屯㛔⡆ῤ炻⊭㊔㈽屯㕤ⶪ
ῤỶ㕤10€伶⃫䘬ᷕ⮷✳℔⎠ˤ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姣Ⅎ彎ḳ嗽姕㕤Ṇ㳚⚳⭞ㆾ姣Ⅎ
彎ḳ嗽姕㕤Ṇ㳚ẍ⢾⛘⋨Ữ℞䳽⣏悐ấ㤕⊁⛐Ṇ㳚䴻䆇䘬℔⎠⍰ㆾ㍏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Ṇ㳚⚳
⭞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䘤埴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
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
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A偉⍲ᷕ⚳B偉䘬㈽屯炷⊭㊔德忶㘗枮䘬⎰㟤⠫⢾㨇㥳㈽屯侭ˣṢ㮹⸋⎰㟤⠫⢾㨇㥳㈽屯侭柵⹎ㆾḺ倗Ḻ
忂ˣ⍫冯䤐㒂ˣ偉䤐㍃戌䤐㒂ㆾ栆Ụ倗㍍䓊⑩ㆾ⬱㌺侴ἄ↢侭炸⎬ᶵ⼿崭忶℞屯䓊㶐ῤ䘬10%ˤ
㛔➢慹⛐⚳⭞↮惵ᶲ㍉⍾曰㳣䘬㕡憅炻㵝味Ṇ㳚⛘⋨炷⊭㊔⌘⹎㫉⣏映炻Ữᶵ⊭㊔㖍㛔⍲⣏㲳㳚炸䘬㈽屯ˤ
㛔➢慹⮵㈽屯枭䚖䘬⛘⋨↮Ự᷎䃉夷⭂ˤ㈽屯侭ᶵㅱ`姕㛔➢慹䘬屯䓊㕤ảỽ㗪῁⛯㚫⊭㊔⛐㭷ᾳṆ㳚⛘⋨⚳⭞䘬
㈽屯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㾂㾮⹌㯟⭥噭卶 - 㵗䗺咗㾂㾮⹌㯟㋪㚽㪇ゑ䣿⫔噭卶᷍㋪䃶ᩊ㵗ᗤ㾵䘝᱄⤜㩺㾂㾮⹌㯟⳾ㅜ㵗⪯ኖ䣿

㩺᷍ⱙ⧪ㅜ嗟䅁䣿⭮᷍㡅֓ⷒ䅁䣿⫔㾮⹌㯟⭥⳾䇱䣿㵜㦜〓ⳕⶓ⭥⤉ڴ᱄㾂㾮⹌㯟䑤㦐䅁⡩⫔㾮⹌㯟䑤㦐䣿䄸
㬽⭞㬱ន䒤ڴ䇑唲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Ч䐿⹌㯟㰚❍㾱㠒〓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

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
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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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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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ӎ⍢䙷㛑⾘ส䠁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䉴唸㬶䗮㋪⡜䌜ⷀ᷍㸊唻ㄼ䑤㦐ゑ㠻䕼㬣⥍⟰ڶ㸐᷉᱙䑤⟰ᱚ᷊㬣㻩㞛䓝᷍Ϭ㼓㵗䗺䎀㬣㻩❍⨗⤜㩺咗㧞ӡ
䊣⭥㵉䐋᱄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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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ӎ⍢अ࣋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㭷⸜㳦〗炼㫸⃫栆⇍
1.94%^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94%^
1.34%^
C炷䳗䧵炼伶⃫炸栆⇍
1.34%^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Ч䐿ڴ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ẍᶳ㨇㥳䘤埴䘬偉䤐⍲偉㛔䚠斄嫱⇠(i)姣Ⅎ彎ḳ嗽ỵ㕤Ṇ㳚
⚳⭞䘬℔⎠⍲℞Ṿ⮎橼炻(ii)姣Ⅎ彎ḳ嗽᷎朆ỵ㕤Ṇ㳚炻Ữ䳽⣏悐ấ㤕⊁⛐ᶨᾳㆾ⣂ᾳṆ㳚⚳⭞䘬℔⎠⍲℞Ṿ⮎橼炻ㆾ
(iii)㍏偉℔⎠炻侴℞⣏悐ấ㪲䙲ᷫ㈽屯㕤姣Ⅎ彎ḳ嗽姕㕤㝸Ṇ㳚⚳⭞姕䩳䘬℔⎠炻ẍ⮎䎦℞䚖㧁ˤ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Ṇ㳚⚳⭞䓴⭂䁢㖍㛔ˣ㽛㳚⍲䲸大嗕ẍ⢾䘬㚱Ṇ㳚⚳⭞ˤ
㛔➢慹⎰妰㚨檀忼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䤐㒂ˣ䓙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埴䘬
偉䤐⍲偉䤐䚠斄嫱⇠ㆾṆ㳚䘤埴㨇㥳䘤埴䘬⁝⊁嫱⇠炷⊭㊔⎗廱㎃嫱⇠炸ˤ䁢䓇䔹⓷炻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
㶐ῤ㈽屯㕤⁝⊁嫱⇠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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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䇪Ч䐿ङコ❍㾱⭥㠒ゑ⡟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
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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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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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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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䳗䧵炼伶⃫炸栆⇍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2.16%+
1.56%+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䐱ङ䐨䪙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㴱嵛ᷕ⚳䘬℔⎠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炻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屯䴻䎮⮯⮳㯪㈲㛔➢
慹䘬屯䓊ᷣ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ẍᶳ℔⎠䘤埴䘬ᶲⶪ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
⚳䘬℔⎠⍲℞Ṿ⮎橼炻ㆾ(ii)姕㕤ᷕ⚳⠫⢾Ữ䳽⣏悐ấ㤕⊁⛐ᷕ⚳䴻䆇䘬℔⎠⍲℞Ṿ⮎橼炻ㆾ(iii)㍏偉℔⎠炻侴℞㊩㪲
䙲䳽⣏悐ấ㈽屯㕤⛐ᷕ⚳姕䩳姣Ⅎ彎ḳ嗽䘬旬Ⱄ℔⎠ˤ
㛔➢慹㚨檀忼20%䘬屯䓊㶐ῤ⎗德忶Ḻ倗Ḻ忂ㆾ攻㍍德忶⍫冯䤐㒂ˣ偉䤐㍃戌䤐㒂ˣḺ㎃ㆾ栆Ụ倗㍍䓊⑩㈽屯㕤⛐ᶲ㴟
ㆾ㶙⛛嫱⇠Ṍ㖻ᶲⶪ䘬ᷕ⚳A偉ˤ㬌⢾炻㛔➢慹㚨檀忼10%䘬屯䓊㶐ῤ⎗㈽屯㕤ᷕ⚳B偉ˤ
㛔➢慹Ṏ⎗㈽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ᶾ䓴⎬⛘䘤
埴㨇㥳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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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㪇䔄䐱ङ⭥⹌㯟⭥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䐱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
䓵㦜ᨥ⼇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䐱ङ⭥㼁励噭卶
- ⡟〚㆑㋪㚽㵗䗺咗㪇䔄䐱ङ㬱ৗ⭥䑤㦐〓⹅㉀᱄㵗䗺䎀။㒕䅃䐱ङ咗䆬ゑ㞜㔗㏞Ⳟ㘇⭥⥏◱᱄
- ⡟〚㆑䗺◂⭥֓䐖㋪㚽㬽ⱁ唸⤜⩀Ⰹ䅓㯹䇑唲᷍㏞㧈䎟ⶏ䎟⥀᱃⯱ڶ᱃䕼ฦ۳⨗㻿䐧᱃⼬䓝㶃䗺ሎ䇱ᚁ㯏㠞⭥
䒤ڴ᷍䄵ゑ䐱ङⳉ㔪〓䃯㏞⭥㡅㰜❍䍚 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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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75%
C 栆烉1.2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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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䳗䧵炼㽛⃫栆⇍
1.99%+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99%+
1.99%+
A炷䳗䧵炼伶⃫炸栆⇍
2.89%+
B炷䳗䧵炼伶⃫炸栆⇍
1.39%+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39%+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䐱㤢〚㆑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炻㗗德忶㈽屯㕤⣏ᷕ厗⛘⋨嫱⇠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
屯㕤ẍᶳ℔⎠䘤埴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厗⛘⋨䘬℔⎠⍲℞Ṿ⮎橼ˣ⣏ᷕ厗⛘⋨㓧⹄ㆾ℞
⎬冒䘬ảỽ㨇㥳ㆾ悐攨ㆾảỽ⛘㕡㓧⹄烊(ii)姕㕤⣏ᷕ厗⛘⋨ẍ⢾Ữ℞㤕⊁ᷣ天炷ẍ㓞ℍˣ⇑㼌ˣ屯䓊ㆾ䓇䓊䘬50%ㆾ
ẍᶲ堉慷炸⛐⣏ᷕ厗⛘⋨䴻䆇䘬℔⎠⍲℞Ṿ⮎橼烊ㆾ(iii)㍏偉℔⎠炻侴℞㊩㪲䙲ᷣ天㈽屯㕤⛐⣏ᷕ厗⛘⋨姕䩳姣Ⅎ彎
ḳ嗽䘬旬Ⱄ℔⎠ˤ⣏ᷕ厗⛘⋨㊯ᷕ⚳⣏映ˣ楁㷗䈡⇍埴㓧⋨ˣ㽛攨䈡⇍埴㓧⋨⍲⎘䀋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
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
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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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䐱㤢⭹⭥ۿ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䐱㤢⭹ۿ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
ミゑ䓵㦜ᨥ⼇䇑唲 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䐱ङ⭥㼁励噭卶
- ⡟〚㆑㋪㚽㵗䗺咗㪇䔄䐱ङ㬱ৗ⭥䑤㦐〓⹅㉀᱄㵗䗺䎀။㒕䅃䐱ङ咗䆬ゑ㞜㔗㏞Ⳟ㘇⭥⥏◱᱄
- ⡟〚㆑䗺◂⭥֓䐖㋪㚽㬽ⱁ唸⤜⩀Ⰹ䅓㯹䇑唲᷍㏞㧈䎟ⶏ䎟⥀᱃⯱ڶ᱃䕼ฦ۳⨗㻿䐧᱃⼬䓝㶃䗺ሎ䇱ᚁ㯏㠞⭥
䒤ڴ᷍䄵ゑ䐱ङⳉ㔪〓䃯㏞⭥㡅㰜❍䍚 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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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བྷѝ㨟ส䠁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ጓ
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㵗
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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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བྷѝ㨟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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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ঠᓖ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䳗䧵炼㷗⃫炸栆⇍
2.08%+
2.08%+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48%+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䇂Ⱙ㠒〚㆑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屯㕤⌘⹎℔⎠䘬偉䤐ㆾ栆Ụⶍ℟ẍ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ˤ⯙㬌侴妨炻⌘⹎℔⎠㊯烉
(i)姣Ⅎ彎ḳ嗽姕㕤⌘⹎䘬℔⎠烊(ii)ỵ㕤⌘⹎⠫⢾Ữ℞䳽⣏悐ấ㤕⊁⛐⌘⹎䴻䆇䘬℔⎠烊ㆾ(iii)㍏偉℔⎠炻℞㊩䳽⣏悐
ấ㪲䙲㈽屯㕤⛐⌘⹎姕䩳姣Ⅎ彎ḳ嗽䘬℔⎠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
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ᶾ䓴⎬⛘䘤埴㨇㥳ẍảỽ⎗㎃屐⸋妰₡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
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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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ঠᓖ㛑⾘ส䠁
㛔➢慹㚦䴻德忶SICAV䘬ℐ屯㮃慴㯪㕗旬Ⱄ℔⎠⮯℞悐ấ㶐屯䓊㈽屯㕤⌘⹎ˤỮ冒2018⸜9㚰25㖍崟炻㛔➢慹ᶵℵ德
忶旬Ⱄ℔⎠ἄ↢㈽屯侴ᶼ旬Ⱄ℔⎠㬋忚埴㶭䚌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䇂Ⱙ⹌㯟㠒〓嗱㯧⹅㉀᷍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䇂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䓵
㦜ᨥ⼇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㶃۳䐧噭卶
- ⟳⡩㚠㣑Ϭ⳨㋪䓵䇪חᅲ⭥䕼ฦ᷍唻㬽䇂Ⱙ䎟ⶏ㰚㬊ゴ⭥㶃۳䐧䎟⥀㰚䃯㻿᱄䄜⭊⟳⡩۳㔫䅓㶃۳䐧〓䕼
ฦחᅲ䐧ⱙ⨗㦯⼯⤜㏜䒤ڴ᷍㉚㋪㚽ಈ䐣⡟〚㆑䗺◂䗩䐖᷍㌿ⱙಇ⡟〚㆑⭥䗺◂ᠲ䐖䋍⧪⤜㏜䇑唲᱄

- 䇂Ⱙ䎟ⶏ㰚㬊ゴ⭥㶃۳䐧䎟⥀㋪䈉䒤ⷝ᷍〓ಇ⡟〚㆑ゑ㡅㵗䗺䎀䋍⧪⤜㏜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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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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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 㻣㧈䇱 㦯⼯ 䄪߷᷍ ။䲈 䉤಄ᔪ 䅃䃫 ᱄
䑤 ⟰ಇ ⡟ⶦ 䄋⭥ ש㦾Ϭ ⤜⧱ማ 㦯⼯ 䖀㦯᷍ ಇ㡅 ⩀㾵 〓㶋 䎜㾵䅁 ⤜䔘 ⨗㦯⼯ 勱㭗 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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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七഻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㷗⃫炸栆⇍
2.44%^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44%^
1.94%^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唏ङ〚㆑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屯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㕤(i)⛐杻⚳嫱⇠ⶪ⟜㍃䇴ㆾṌ㖻炻(ii)姣Ⅎ彎ḳ嗽ỵ㕤杻⚳䘬
℔⎠⍲℞Ṿ⮎橼炻(iii)姣Ⅎ彎ḳ嗽᷎朆ỵ㕤杻⚳炻Ữ℞䳽⣏悐ấ㤕⊁⛐杻⚳䘬℔⎠⍲℞Ṿ⮎橼炻(iv)㍏偉℔⎠炻侴℞㊩
㪲䙲䳽⣏悐ấ㈽屯㕤⛐杻⚳姕䩳姣Ⅎ彎ḳ嗽䘬℔⎠炻ㆾ(v)杻⚳℔⎠ᷳ旬Ⱄ℔⎠䘬偉䤐ㆾ偉䤐䚠斄嫱⇠炻ẍ⮎䎦℞䚖
㧁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Ṿ⮎橼䘤埴䘬偉
䤐⍲偉䤐䚠斄嫱⇠ẍ⍲⁝⊁嫱⇠炷⊭㊔⎗廱㎃⁝⊁炸ˤ䁢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
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娵偉㪲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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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唏ङ㬱ৗ⭥㠒〓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
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唏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嗱
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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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2.00%
C 栆烉1.5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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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ཚᒣ⌻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98%^
B炷㭷⸜㳦〗炼伶⃫炸栆⇍
2.88%^
1.38%^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㲌㠞䂔〚㆑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㚨⮹70%䘬㛔➢慹屯䓊㶐ῤ炸㈽屯㕤偉䤐⍲偉䤐䚠斄嫱⇠㕤(i)姣Ⅎ彎ḳ嗽ỵ㕤Ṇ⣒⋨䘬℔⎠炻(ii)
姣Ⅎ彎ḳ嗽㕤Ṇ⣒⋨⠫⢾Ữ℞㤕⊁䳽⣏悐ấ⛐Ṇ⣒⋨䴻䆇䘬℔⎠炻ㆾ(iii)㍏偉℔⎠炻℞㪲䙲ᷫ䳽⣏悐ấ㈽屯㕤姣Ⅎ彎ḳ
嗽姕㕤Ṇ⣒⋨䘬℔⎠炻ẍ⮎䎦℞䚖㧁ˤ
⯙㛔➢慹侴妨炻Ṇ⣒⋨塓䓴⭂䁢㜙⋿Ṇ炷⊭㊔㕘≈✉ˣ楔Ἦ大Ṇˣ㲘⚳ˣ⌘⯤⍲厚⼳屻炸ˣ㜙Ṇ炷⊭㊔⎘䀋ˣ⋿杻ˣ
楁㷗⍲㖍㛔炸ˣᷕ⚳ℏ⛘ˣ㽛㳚⍲䲸大嗕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䓙ᶵ䫎⎰ᶲ徘夷⭂Ữ⎗⍿よ㕤℞㤕⊁冯
Ṇ⣒⋨ẍ⢾Ṇ㳚⚳⭞㚱斄忋䘬℔⎠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ㆾṆ㳚⋨ℏ䘤埴㨇㥳䘤埴䘬⁝⊁嫱⇠炷⊭㊔⎗廱㎃嫱
⇠炸ˤ䁢䓇䔹⓷炻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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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A偉⍲ᷕ⚳B偉䘬㈽屯炷⊭㊔德忶㘗枮䘬⎰㟤⠫⢾㨇㥳㈽屯侭ˣṢ㮹⸋⎰㟤⠫⢾㨇㥳㈽屯侭柵⹎ㆾḺ倗Ḻ
忂ˣ⍫冯䤐㒂ˣ偉䤐㍃戌䤐㒂ㆾ栆Ụ倗㍍䓊⑩ㆾ⬱㌺侴ἄ↢侭炸⎬ᶵ⼿崭忶℞屯䓊㶐ῤ䘬10%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㪇䔄Ч㲌ۿङコ⭥㠒ゑ㠒㼁励䑤㦐᷍䇪咗⡟〚㆑⭥ゐ䐱⭹䈓㾵䘝㋪㚽㪇ゑ䣿
䄜⟄㤊ន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
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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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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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ཚᒣ⌻ส䠁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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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㠘䗺㑰ⶦ䄋
Ჟ丶ѝ഻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䳗䧵炼㽛⃫栆⇍
2.21%^
A炷≈⃫⮵㰾炸䳗䧵炼≈⃫栆⇍
2.21%^
2.21%^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2.21%^
A炷䳗䧵炼㷗⃫炸栆⇍
2.21%^
A炷䲸⃫⮵㰾炸䳗䧵炼䲸⃫栆⇍
2.21%^
A炷㭷⸜㳦〗炼伶⃫炸栆⇍
3.11%^
B炷㭷⸜㳦〗炼伶⃫炸栆⇍
1.61%^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61%^
C炷䳗䧵炼㷗⃫炸栆⇍
1.61%^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䐱ङ〚㆑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屯偉䤐ㆾ偉䤐䚠斄嫱⇠㕤(i)姣Ⅎ彎ḳ嗽ỵ㕤ᷕ厗Ṣ㮹ℙ⚳
炷ˬᷕ⚳˭炸䘬℔⎠炻(ii)姣Ⅎ彎ḳ嗽姕㕤ᷕ⚳⠫⢾Ữ℞䳽⣏悐ấ㤕⊁⛐ᷕ厗Ṣ㮹ℙ⚳䴻䆇䘬℔⎠炻ㆾ(iii)㍏偉℔⎠炻
侴℞䳽⣏悐ấ㪲䙲ᷫ㈽屯㕤姣Ⅎ彎ḳ嗽姕㕤ᷕ厗Ṣ㮹ℙ⚳䘬℔⎠炻ẍ⮎䎦℞䚖㧁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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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ѝ഻ส䠁
㛔➢慹⮵ᷕ⚳A偉⍲ᷕ⚳B偉䘬㈽屯炷⊭㊔德忶㘗枮䘬⎰㟤⠫⢾㨇㥳㈽屯侭ˣṢ㮹⸋⎰㟤⠫⢾㨇㥳㈽屯侭柵⹎ㆾḺ倗Ḻ
忂ˣ⍫冯䤐㒂ˣ偉䤐㍃戌䤐㒂ㆾ栆Ụ倗㍍䓊⑩ㆾ⬱㌺侴ἄ↢侭炸⎬ᶵ⼿崭忶℞屯䓊㶐ῤ䘬10%ˤ
㛔➢慹⎗⮯⎰ℙᶵ崭忶㛔➢慹屯䓊㶐ῤ䘬30%㈽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䓙ᶵ䫎⎰ᶲ徘夷⭂䘬℔⎠⍲℞Ṿ
⮎橼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ẍ⍲ᷕ厗Ṣ㮹ℙ⚳䘤埴㨇㥳䘤埴䘬⁝⊁嫱⇠炷⊭㊔⎗廱㎃嫱⇠炸ˤ䁢䓇䔹
⓷炻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炾⁝⇠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屯䫾䔍侴妨炻ᷕ⚳㊯楁㷗䈡⇍埴㓧⋨ˣᷕ⚳ℏ⛘⍲㽛攨䈡⇍埴㓧⋨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ⴚ㵗䗺咗㪇䔄䐱ङ⭥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䐱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䐱ङ⭥㼁励噭卶
- ⡟〚㆑㋪㚽㵗䗺咗㪇䔄䐱ङ㬱ৗ⭥䑤㦐〓⹅㉀᱄㵗䗺䎀။㒕䅃䐱ङ咗䆬ゑ㞜㔗㏞Ⳟ㘇⭥⥏◱᱄
- ⡟〚㆑䗺◂⭥֓䐖㋪㚽㬽ⱁ唸⤜⩀Ⰹ䅓㯹䇑唲᷍㏞㧈䎟ⶏ䎟⥀᱃⯱ڶ᱃䕼ฦ۳⨗㻿䐧᱃⼬䓝㶃䗺ሎ䇱ᚁ㯏㠞⭥
䒤ڴ᷍䄵ゑ䐱ङⳉ㔪〓䃯㏞⭥㡅㰜❍䍚 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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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䭉䎮屣*

㗠㛋㬶䗮㔫᷉Ѹ⡟〚㆑֓䐖➺⡩᷊
A 栆烉1.75%
B 栆烉1.75%
C 栆烉1.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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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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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㜭Ⓚ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ゴ㚤⫔⭥ Invesco Canada Lt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90%+
A炷䳗䧵炼㷗⃫炸栆⇍
1.90%+
1.90%+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90%+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90%+
B 炷䳗䧵炼伶⃫炸栆⇍
1.40%+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40%+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㚽䊕〚㆑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ᶨ枭䑘䎫傥㸸偉㈽屯䳬⎰ẍ忼农攟㛇屯㛔⡆ῤ炻⊭㊔ᷣ天
䞛㱡℔⎠ˣ傥㸸㚵⊁ˣ⣑䃞㯋➢⺢℔⎠ẍ⍲䞛㱡冯⣑䃞㯋⊀㍊⍲䓇䓊℔⎠炻ẍ⍲攳䘤㚧ẋ傥㸸屯㸸䘬℔⎠ˤ㛔➢慹普
ᷕ㈽屯㕤₡㟤⎰䎮侴ᶼ䓇䓊慷⡆攟⍲㓞ℍˣ䎦慹忙廱⍲屯䓊₡ῤ⡆攟檀㕤ᶨ凔㯜⸛䘬℔⎠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嫱⇠炷⊭㊔⎗廱㎃⁝⇠炸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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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㚽䊕᷍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
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126

2

Ჟ丶㜭Ⓚส䠁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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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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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䋫䏘ऒ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86%+
A炷䳗䧵炼㷗⃫炸栆⇍
1.86%^
2.86%+
B炷䳗䧵炼伶⃫炸栆⇍
1.36%+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㤓㼜䗮䛦〚ھ㆑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ᶨ枭䑘䎫㈽屯䳬⎰ẍ忼农攟㛇屯㛔⡆ῤ烊娚㈽屯䳬⎰⊭伭䘬℔⎠䘬䳽⣏悐ấ㤕⊁䁢姕妰ˣ䓇
䓊ㆾ䴻扟㚱斄朆⽭暨㴰屣侭暨㯪䘬䓊⑩⍲㍸ὃ㚱斄㚵⊁炻⎗⊭㊔㰥干ˣ⭞⯭⺢忈⍲侸䓐⑩ˣ⨺橼⍲Ḻ倗䵚℔⎠ẍ⍲℞
Ṿ⽆ḳ彶⎰㴰屣侭暨㯪㤕⊁䘬℔⎠ˤ
㛔➢慹⮯ᷣ天炷㛔➢慹军⮹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ᶲ徘℔⎠䘬偉㛔嫱⇠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㚱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嫱⇠炻⍰ㆾ㈽屯㕤ᶵ䫎⎰ᶲ徘夷⭂䘬℔⎠䘤埴䘬⁝
⊁炷⊭㊔⎗廱㎃⁝⊁炸ㆾ偉㛔嫱⇠ˤ䁢䓊䓇䔹⓷炻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炷⊭㊔⎗廱㎃⁝
⇠炸ˤ
1

129

Ჟ丶⫠⨳⎸䋫䏘ऒส䠁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炷⊭㊔Ữᶵ旸㕤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Ḻ㎃
⍲墯暄㛇㪲䳸㥳ⶍ℟炸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ᶵ
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ヿ⫔⤠⳾ᔪڶᩊ䈰䆬᱃㪛◂〓ㄼ丯䇱励ӡ㦬㼜切』◂⭥ڴ㠘ゑ㳂⹊䇱励ⴟڶ᷍
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
〚㆑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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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2

Ჟ丶⫠⨳⎸䋫䏘ऒส䠁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B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ⴟ⫛ڶ㏎㦬䗮䇤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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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䋫䏘ऒส䠁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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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㠘䗺㑰ⶦ䄋
Ჟ丶ڕᓧ䆧⨶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44%^
3.34%^
B炷㭷⸜㳦〗炼伶⃫炸栆⇍
1.84%^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

-

-

⡟〚㆑㬨㬓怯◂㠘ᷠ
㈑唹ㅂ㋖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㚨⮹70%㛔➢慹䘬屯䓊㶐ῤ䘬炸㈽屯㕤ℐ䎫嬟䎮℔⎠䘬偉䤐⍲偉䤐䚠斄嫱⇠ẍ忼农℞䚖㧁ˤ
⯙㛔➢慹侴妨炻嬟䎮℔⎠⊭㊔炷Ữᶵ旸㕤炸喍䈑ˣ䓇䈑䥹㈨ˣᾅ嬟䎮㚵⊁⍲慓䗪㈨埻⍲䈑屯ὃㅱ䫱埴㤕℔⎠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䘬偉䤐⍲偉䤐䚠斄嫱
⇠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㛒姽䳂⚳⭞䘤埴ㆾ㑼ᾅ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
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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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ڕᓧ䆧⨶ส䠁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㦌㤓ㅂ㋖䒐㏎⹌㯟᷍䉴Ɐゐ䐱㾵〓ಈ䐣䣿䄜⟄㯏㠞ⷀ⭥噭卶⧭Ⱙ᷍ゑ㋪㚽㬽
䣿㠞㉚㯏㠞ⷀ⭥⤉ڴ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㵗䗺咗ㅂ㋖䒐㏎⹌㯟⭥噭卶 - ⡟〚㆑㵗䗺⭥㧕ⶪ⹌㯟〓䊻䁱㈠ゑ◂㠘刀❍Ⳟ㘇ᇽ⨗⭥䕵䎟䗺䊕㋪㚽䣿㡅㰜⹌㯟ᩊ

ⱁ᱄䩡㾊⹌㯟⭥䑤㦐֓ⷒ䅓喢㠻䁱㈠ゑ◂㠘刀❍䆬⺜⧪پ㰚⧱㬽⭥⤉ڴ㋪㚽ⷀ咗䄜⟄㯏㠞᱄⪬㶃᷍〚㆑㰚㵗䗺⭥⹌
㯟䅁㋪㚽䅓㾣◂㠘〓䁱㈠䩿⧭㦒ⳇ㩭ᔪ֓䐖〓䃯䋫㋪〓䅓㋧ゝ㵧勱⨗㾣ⱙ㬽⭞⤜㏜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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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2

Ჟ丶ڕᓧ䆧⨶ส䠁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2.00%
B 栆烉2.00%
C 栆烉1.5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B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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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ཙлൠ⭒᭦⳺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70%+
A炷㭷㚰㳦〗炼1炼伶⃫炸栆⇍
1.70%+
1.70%+
A炷㭷⬋㳦〗炼䷥㓞ℍ炼伶⃫炸栆⇍
1.70%+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15%+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 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㑍Ẁ娚偉ấ栆⇍䘬ℐ
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炻ẍ农娚偉ấ栆⇍⎗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
≈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
屯䓊㶐ῤ㕤䚠斄㳦〗㖍㛇⼴⌛㗪ᶳ旵ˤ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㳍㻣⭹◂㬶䅇〚㆑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136

1

Ჟ丶ཙлൠ⭒᭦⳺ส䠁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炻㗗德忶㈽屯㕤ᶨ枭⣂⃫⊾嫱⇠䳬⎰炻ẍ岢⍾㓞ℍ炷庫Ỷ䦳⹎ᶲ炸忼农攟㛇屯㛔⡆ῤ炻䘤埴娚䫱嫱⇠
䘬℔⎠⍲℞Ṿ⮎橼ᷫ⛐ᶾ䓴⎬⛘⽆ḳ⛘䓊埴㤕ˤ㛔➢慹㚫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偉䤐ˣ偉䤐
䚠斄⍲ʷㆾ⁝⊁嫱⇠炻ẍ忼农℞䚖㧁烊䘤埴娚䫱嫱⇠䘬℔⎠⍲℞Ṿ⮎橼䳽⣏悐ấ䘬㓞ℍἮ冒ᶾ䓴⎬⛘䘬⛘䓊䚠斄㤕
⊁炻⊭㊔ᶾ䓴⎬⛘䘬⛘䓊㈽屯ᾉ妿➢慹炷ˬREIT˭炸ˣ栆ỤREIT䘬℔⎠⍲℞Ṿ䴻䆇⛘䓊㤕⊁䘬℔⎠ˤ
㛔➢慹⎗⮯ᶵ崭忶70%䘬屯䓊㶐ῤ㈽屯㕤㚱斄⛘䓊埴㤕䘬屯䓊㉝㉤嫱⇠炾㉝㉤㑼ᾅ嫱⇠炻⎗⊭㊔⓮㤕㉝㉤㑼ᾅ嫱⇠⍲
℞Ṿ屯䓊㉝㉤嫱⇠ˤ
⮵㉝㉤㑼ᾅ嫱⇠䘬㈽屯⎗德忶ẋ䎮㨇㥳炷䓙⇑伶ˣ⛘伶ㆾ⎱⇑伶䫱㓧⹄㓗㊩ẩ㤕䘤埴炸ἄ↢炻Ữ䳽⣏悐ấ⮯⎹朆
ẋ䎮㨇㥳炷⁛䴙ᶲ䓙㈽屯戨埴䘤埴炸ἄ↢ˤ
㬌⢾炻⮵屯䓊㉝㉤嫱⇠炾㉝㉤㑼ᾅ嫱⇠䘬㈽屯⎗德忶⃒⃰⍲㫉䳂㈡㫉ἄ↢ˤ
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炷⊭㊔㓧
⹄炸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ⶍ℟ㆾ⁝⊁嫱⇠ˤ㛔➢慹⎗⮯ᶵ崭忶5%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
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䁛ゑ᷐〓䑤㦐⿐◂㠘⭥㼁励噭卶 - ⡟〚㆑㋪㵗䗺咗㋪㚽ⷀⰩ⤜㒘㵉ゑ֓ⷒ㦾䄸⫔ⴚ⤉⭥ڴ䗺◂⭷䁛䑤㦐᷐⭷䁛ማ
⡄䑤㦐᱄㜄㡅㰜՚ڶ䑤㦐㼁⡩᷍䉴⭩⹅㉀㋪㚽⧱ማ䣿⫔⭥㾦䇤᱃㒘㵉㾵ゑ㏜㔫噭卶᱄䉴⭩⹅㉀ጓ⧄⧱ማ䁴㠻ゑ㳂䋈
䪡㌏噭卶᷍䄵ゑ㸕㚽㔥㾱㜄㼁励䗺◂䇱励⭥䪡㌏䖀㦯⭥噭卶᷍〓ಇ䑤㦐⿹䋍⧪⤜㏜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ヿ⫔⤠⳾⭥㬶㧌Ҏ䓵㬡ㆈⷘ⭹⭥Ⳡ⭹◂㼁励ᔪ⹌⭥ڶ㯟ゑ㡅㰜౮妘㰚❍㾱⭥
㠒᱃㠒㼁励ゑ᷐〓՚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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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㵗䗺〓唻⧱ማ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㻣᷍䑘ᚁ❍
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䑘ᚁ՚❍ڶ㾱ᗤ
ᕬ䪁ごጓ᷍⡟〚㆑〓㗪㬽䐹⫔ᆑ㬈᱄

 㵗䗺咗 REIT ⭥噭卶
- ⡟〚㆑⤜䐒ㅴ㵗䗺咗Ⳡ⭹◂᷍ⱙ䊻㡅䐒ㅴ㵗䗺咗 REIT ⭥⹁छש᷍咗⡟〚㆑㘇⭥㦯⼯㻃䎟⥀〓㻃㝪
㸕⡹⫛⢎㼁励 REIT ⭥㻃䎟⥀〓㻃㝪᱄㼁励 REIT ⤜䄜Ⰹ⍡ CSSF ゑ᷐〓㼄ⶼ䑤㦐ゑ㠻䕼㬣⥍⟰ڶ㸐
᷉᱙䑤⟰ᱚ᷊䋫㋪᱄

- 䌩㒕䅃᷍⡟〚㆑㚬ⷚሟ䑤⟰㸜㾦䆻ゑ⿆〚㆑㬹ٕ᷉ⱙ⳨䑤⟰⭥Ⳡ⭹◂㵗䗺㾦䆻〚㆑㬹ٕ᷊ⱙ⍡䋫㋪᱄
CSSF ゑ᷐〓䑤⟰䋫㋪Ϭ⤜➖㬟䎞㬞⼬䓝〓㵧㭾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
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
䲂ゕጓ㻣ㅖ᱄

⡟〚㆑⢎㧈⼯ᷠ












〚㆑ㄼ㏎䋫ᩊ$᷉㗠ゟ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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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3

Ჟ丶ཙлൠ⭒᭦⳺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25%
C 栆烉0.8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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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ཙлൠ⭒䅹ࡨ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84%^
A炷㭷⸜㳦〗炼劙挲炸栆⇍
1.84%^
1.84%^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34%^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34%^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㳍㻣⭹◂䑤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䌚⼿㓞ℍ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㚨⮹70%㛔➢慹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ᶨ枭⣂⃫⊾䘬䑘䎫偉䤐炷⊭㊔⛘䓊㈽屯ᾉ妿
炷ˬREITs˭炸炸ˣ⃒⃰偉⍲⁝⊁嫱⇠㈽屯䳬⎰ẍ忼农℞䚖㧁炻䘤埴娚䫱偉䤐⍲⁝⊁嫱⇠䘬℔⎠⍲℞Ṿ⮎橼䘬㓞ℍᷫἮ
冒⛘䓊䚠斄㤕⊁ˤ㛔➢慹㈽屯㕤伶⚳⛘䓊㈽屯ᾉ妿⮯ᷣ天⊭㊔伶⚳⓮䓐⛘䓊ˤ
⁝⊁嫱⇠⮯㚱㴱⍲ㆾ⮯䓙㊱㎕ㆾ栆Ụⶍ℟ἄ㉝㉤炻ᶼ⮯䌚㧁㸾㘖䇦ㆾ⎴䫱姽䳂㨇㥳姽䁢㈽屯䳂⇍ㆾẍᶲ䘬ᾉ屠姽
䳂ˤ
140

1

Ჟ丶ཙлൠ⭒䅹ࡨส䠁
㛔➢慹⎗⮯㚨檀忼30%䘬屯䓊㶐ῤ㈽屯㕤ᶵ䫎⎰ᶲ㔯夷⭂炻Ữ⌣䓙㚱慵⣏㈽屯㕤⛘䓊ⶪ⟜䘬℔⎠⍲℞Ṿ⮎橼䘤埴䘬偉
㛔ㆾ⁝⊁嫱⇠ˣㆾ㧁㸾㘖䇦ㆾ⎴䫱㨇㥳䴎ḰAAAᾉ屠姽䳂䘬㓧⹄⁝⊁嫱⇠ˤ
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嫱⇠⍲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
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炸⍲炾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
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㚨檀忼2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ˣ䫱⎴䎦慹⍲屐⸋ⶪ⟜ⶍ℟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㲃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
䲬ˣ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
➢慹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㬶㧌Ҏ䓵Ⳡ⭹◂㼁励ᔪ⹌⭥ڶ㯟ゑ㡅㰜౮妘❍㾱⭥┉㤓㠒ゑ՚ڶ䑤㦐᷍ゐ䐱
㵗䗺咗䄜ӡ㲹Ⰹㄼᦛ⹁☁〓⧫䣿䄜⟄㯏㠞ⷀ⭥噭卶᷍ゑ㋪㚽唻⧱㬽䣿㠞㉚㯏㠞ⷀ⭥⤉ڴ᱄㵗䗺咗㉀Յ䣿ⳛ㵗
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䩡⤜䪎䇤咗⡟〚㆑᱄

 㵗䗺咗 REIT ⭥噭卶
- ⡟〚㆑⤜䐒ㅴ㵗䗺咗Ⳡ⭹◂᷍ⱙ䊻㡅䐒ㅴ㵗䗺咗 REIT ⭥⹁छש᷍咗⡟〚㆑㘇⭥㦯⼯㻃䎟⥀〓㻃㝪
㸕⡹⫛⢎㼁励 REIT ⭥㻃䎟⥀〓㻃㝪᱄㼁励 REIT ⤜䄜Ⰹ⍡ CSSF ゑ᷐〓㼄ⶼ䑤㦐ゑ㠻䕼㬣⥍⟰ڶ㸐
᷉᱙䑤⟰ᱚ᷊䋫㋪᱄䊻ⱟな㬱ৗ㩰䗪䘖 REIT ⭥㚽㑇㋪㚽⡩㡅㰜㠒⫇䊻ⷝ⫔㈷㻿᱄REIT 䊻㗡ङ䑘䄋䑤㦐ㅜ
䄸㰚⭥㒘ڴ㑠㠞㉚⭮咗ᖬ㠶᭷ 500 䐙ኖ⭥ש䄜⟄⧪⳾㠒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
⤜㏜䇑唲᱄

- 䌩㒕䅃᷍⡟〚㆑㚬ⷚሟ䑤⟰㸜㾦䆻ゑ⿆〚㆑㬹ٕ᷉ⱙ⳨䑤⟰⭥Ⳡ⭹◂㵗䗺㾦䆻〚㆑㬹ٕ᷊ⱙ⍡䋫㋪᱄
CSSF ゑ᷐〓䑤⟰䋫㋪Ϭ⤜➖㬟䎞㬞⼬䓝〓㵧㭾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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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㛋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30%
C 栆烉0.8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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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ཙлൠ⭒䅹ࡨส䠁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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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䠁⽖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ゴ㚤⫔⭥ Invesco Canada Lt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94%+
A炷䳗䧵炼㷗⃫炸栆⇍
1.94%+
1.94%+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34%+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34%+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ℐ䎫⎬⛘䳽⣏悐ấ㤕⊁䁢⽆
ḳ湫慹冯℞Ṿ屜慹Ⱄ炷ἳ⤪䘥戨ˣ䘥慹⍲憨慹炸ẍ⍲搥䞛䘬⊀㍊ˣ攳㍉ˣ≈ⶍㆾ屟岋⍲㈽屯䘬℔⎠䘬偉䤐⍲偉䤐䚠斄
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ẍṌ㖻屟岋➢慹冯Ṍ㖻屟岋⓮⑩⼊⺷㊩㚱炻啱ẍ㴱嵛湫慹冯℞Ṿ屜慹Ⱄ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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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ヿ⫔⤠⳾ᔪڶᩊ㬣怴㆑㜄㡅㰜䗧㆑⭥㋒㲞᱃刀ᅒ᱃ゴ⹅〓䗪䘖ゑ㵗䗺⭥
㠒ゑ㠒㼁励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
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㩭㠘噭卶 - 㵗䗺䎀ڶ䌩㒕䅃᷍㪇䔄㩭㠘⭥㵗䗺唸㚠ᮠ㪇ㄚ㵗䗺㰚⧱ማ䎀䄵㶃⭥㡅㰜噭卶᱄䎟䐯᱃䡫㬣ゑ䓵㦜ㆈ㬣
㉚䇱㋪㚽䇑唲㩭㠘⭥㪛◂ゑㅜ䄸᷍ⱙ㋷⤡䑘㐙ゑ㡅㰜ⳙ䔐』〓ڴ䇑唲㩭㠘⹊။᷍䅓ⱙಇ㪇䔄㩭㠘⭥㆑㦻⹅㉀ᕬ
⧪䇑唲ゑ᷐〓䕴㘇㽏ሕ᷍㌿ⱙ㋪㚽ಇ⡟〚㆑ゑ᷐〓㵗䗺䎀㏜䅇䋍⧪⤜㏜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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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䠁⽖ส䠁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35%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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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ӎ⍢ࡨۥ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18%+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18%+
1.18%+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18%+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18%+
A炷㭷㚰㳦〗炼伶⃫炸栆⇍
0.88%+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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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ӎ⍢ࡨۥส䠁
⡟〚㆑㬨㬓怯◂㠘ᷠ
㈑唹Ч䐿՚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㓞ℍ⍲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㯪德忶ᷣ天㈽屯㕤Ṇ㳚⁝⊁嫱⇠炷⎗⊭㊔㈽屯䳂⇍ˣ朆㈽屯
䳂⇍ˣ㛒姽䳂⁝⊁嫱⇠⍲⎗廱㎃⁝⇠炸ẍ忼农℞䚖㧁ˤ
Ṇ㳚⁝⊁嫱⇠⊭㊔䓙Ṇ㳚㓧⹄ˣ⛘㕡䔞⯨炾℔ℙ㨇㥳⍲ẩ㤕䘤埴侴ẍ⻟⊊屐⸋(⌛ℐ䎫Ṍ㖻ᷣ天屐⸋)妰₡䘬⁝⊁ˤṆ㳚
ẩ㤕䘤埴㨇㥳枰䎮妋䁢(i)℞姣Ⅎ彎ḳ嗽ㆾ䷥悐姕㕤Ṇ㳚⚳⭞炻ㆾ(ii)℞䳽⣏悐ấ炷㊱㓞ℍˣ㹊⇑ˣ屯䓊ㆾ䓇䓊妰 50%ㆾ
ẍᶲ炸㤕⊁⛐Ṇ㳚䴻䆇䘬䘤埴㨇㥳ㆾ㑼ᾅ㨇㥳ˤ
㈽屯䴻䎮㍉䓐䘬屯䓊惵伖㛔岒ᶲ⣏农ᶵ⍿䲬㜇炻⮵䈡⭂⚳⭞ˣ埴㤕⍲炾ㆾᾉ屠岒䳈ᶵ姕惵伖ᶳ旸炾ᶲ旸ˤ
㛔➢慹⎗⮯ᶵ崭忶 30%䘬屯䓊㈽屯㕤䎦慹冯䫱⎴䎦慹炻ẍ⍲䓙ℐ䎫⎬⛘䘤埴㨇㥳䘤埴᷎ẍảỽ屐⸋妰₡Ữᶵ䫎⎰ᶲ徘
夷⭂䘬⁝⊁嫱⇠ˤ
㛔➢慹⎗⮯ᶵ崭忶 2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侴妨炻Ṇ㳚⚳⭞塓䓴⭂䁢Ṇ㳚㚱⚳⭞炷ᶵ⊭㊔㖍㛔炻Ữ⊭㊔㽛㳚⍲䲸大嗕炸ˤ
㛔➢慹⎗⮯ᶵ崭忶 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炾ㆾ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 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 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Ч䐿՚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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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㵗䗺〓唻⧱ማ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㻣᷍䑘ᚁ❍
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䑘ᚁ՚❍ڶ㾱ᗤ
ᕬ䪁ごጓ᷍⡟〚㆑〓㗪㬽䐹⫔ᆑ㬈᱄

 㵗䗺咗䇡㍎՚㦐⭥噭卶 - ⡟〚㆑⍡䓝㵗䗺咗䇡㍎՚㦐᱄䇡㍎՚㦐᷉Ϭ᪐⭞㠻㦶⭥՚㦐᷊㋪㚽䊻㧕ⶪ㬱ន㻣⧱ማ嗟㶃
⭥㒘㵉㾵噭卶᱄䉴⭩㵗䗺唸㚠咗㬽ਜ਼㬱ৗ┉㈔㻣⭥㒘㵉㾵㋪㚽䇱㻿Ϭಇ⨗㬼֓ⷒ䋍⧪䕴㘇䇑唲᷍㌿ⱙಇ⡟〚㆑⭥⢎
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㵗䗺ヮ⼰㣱ᅲ噭卶 - ⡟〚㆑〓嗍Ⳓ㣱ᅲ㰚⧷㼁励䑤㦐᱄䩡〓㪇ゑ㵗䗺ㄼ㏎咗䋫ᩊ㣂◵ጓ⨗㬼䑤㦐〓ヺ㤆䁽㪛⹅㉀
⧷Ӟ᷍ⱙ⤜䌴⡟〚㆑⧷䇱䉴⹅㉀⭥ጓ刈凭Ⱝ᱄㧈㵗䗺ㄼ㏎䋫ᩊⴜ⼰Ꮭ⭥䔏ゲ㏜䅇᷍⪬㜆㋪㚽⧷㍎䩮㾱᱄⪬⭩』ڴ
䋗ゴ⡟〚㆑㵗䗺ヮ⼰⭥㣱ᅲ嗍㔫᷍Ϭ㋪㚽䋗ゴ⡟〚㆑⭥ㅜ䄸⧪⡟᷍㦜ⱙ᷍咗䔘⨗㵗䗺ᝲⰉጓ㋝㦯⼯ᤴ䊻⧪
⡟᷍䄵⩀⡄ⴜ⼰⡟〚㆑⭥䔏ゲ㏜䅇᱄

 ڴ䗺◂㞅䐤噭卶 - 㵗䗺ㄼ㏎ሎ䇱ⳛ⭥䓤㤊ᚁ᷍㋪咗䗺◂嗱⹁نछ⤜〓ש㵍⭥䗺◂嗱ن䐏刈䩮㾱呁』㞅䐤᱄㈮⤜
㵍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䩮㾱㵗䗺㞅䐤〓ಇ⡟〚㆑⢎䋍⧪䐹⫔䇑唲᱄⡟〚㆑〓䅓⭮㞅㡅䲂乼⭤
噡䑙⿹⭥㬱ৗⱙ伆㬈ᔰ㉀㹝䅞㑇⭥㵗䗺ᗤ᷍䅁㋪㚽䅓⧍㞅㡅䲂乼⭤噡䑙㻣⮙⭥㬱ৗⱙ㗪㬽֓䐖ᆑ㬈᱄䅓⪬᷍㵗
䗺咗ⷘ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㼁励噭卶䐏刈⭥励㓴㾵ಃ却ጓ刈ⱙⶂڴ᱄䩡㋪㚽ಈ䐣⡟〚㆑⭥噭卶
㦂㼓⨗䩭㠻㾵䒤ڴ᱄⪬㶃᷍㵗䗺⭥Ⰹ㠻㞅䐤〓䌜䎜〓䣿䩽䇤呐㞅䐤⥀㔵⭥〚㆑◂㪛ⷝⷀ⭥ㅜ䄸⧪⡟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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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䊣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0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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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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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ᯠ㠸䋘ᒓࡨۥ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86%+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86%+
1.86%+
A炷㫸⃫⮵㰾炸㭷㚰㳦〗炼㫸⃫栆⇍
1.86%+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86%+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86%+
A炷㭷㚰⚢⭂㳦〗炼伶⃫炸栆⇍
1.86%+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26%+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26%+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㳦〗炷偉〗炷⤪㚱炸⮯㚫㭷㚰㊱⚢⭂偉〗䌯⎹㈽屯侭㳦Ẁˤ娚偉〗䌯⮯军
⮹㭷⋲⸜Ḱẍ慵妪ˤ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
㑍Ẁ娚偉ấ栆⇍䘬ℐ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炷忋⎴℞Ṿ攳㓗炸炻ẍ农娚偉ấ栆⇍
⎗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
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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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1

Ჟ丶ᯠ㠸䋘ᒓࡨۥส䠁
⡟〚㆑㬨㬓怯◂㠘ᷠ
㈑唹㾣㜅䕼ฦ՚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忼农攟㛇屯㛔⡆ῤ岢⍾檀㓞ℍˤ㛔➢慹㚫⮯㚨⮹ᶱ↮ᷳḴ䘬屯䓊㶐ῤ㈽屯㕤曰㳣↮惵ẍ㕘冰ⶪ⟜⚳
⭞炷ᶳ㔯庱㚱㚜娛䚉㍷徘炸屐⸋妰₡䘬䎦慹ˣ⁝⊁嫱⇠炷⊭㊔ẩ㤕⁝⇠⍲䓙嶐⚳䳬䷼䘤埴䘬⁝⇠炸ẍ⍲慹圵埵䓇ⶍ
℟ˤ
㈽屯䴻䎮䘬シ⎹㗗㈽屯㕤㈽屯䭬䔯ℏ䘬嫱⇠⍲慹圵埵䓇ⶍ℟炻娚䭬䔯⊭⏓ᶾ䓴⎬⛘䘬䎦慹ˣ⁝⊁嫱⇠炷⊭㊔屯䓊㉝㉤
嫱⇠炸ˣ偉䤐ˣ⁝⊁ᾉ屠ⶪ⟜慹圵埵䓇ⶍ℟ˣ偉䤐⍲ᶨ↯屐⸋ˤ⁝⊁嫱⇠⎗Ἦ冒㕘冰ⶪ⟜炻ỮṎ⎗䓙ㆸ䅇ⶪ⟜䘤
埴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屯䓊㉝㉤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德忶⁝⇠忂㴱嵛ᷕ⚳戨埴攻⁝⇠ⶪ⟜䘬ᷕ⚳⠫ℏ⁝⇠炻ょ㚱斄屯䓊㶐ῤ枰⮹㕤10%ˤ
㛔➢慹⎗㊩㚱㚨⣂ᶵ崭忶屯䓊㶐ῤ5%䘬偉䤐⍲偉䤐䚠斄ⶍ℟ˤ
㛔➢慹⎗⛐䈡㬲ね㱩炷⊭㊔Ữᶵ旸㕤ℐ䎫ⶪ⟜⌙㨇炸⍲䫎⎰偉㜙㚨Ἓ⇑䙲ね㱩ᶳ㙓㗪㊩㚱㚨⣂ᶵ崭忶屯䓊㶐ῤ100%䘬
䎦慹ˣ屐⸋ⶪ⟜ⶍ℟ㆾ㚨⣂ᶵ崭忶屯䓊㶐ῤ10%䘬屐⸋ⶪ⟜➢慹ˤ
㛔➢慹᷎⎗ẍ庼≑㕡⺷㈽屯㕤⛐卓㕗䥹Ṍ㖻ᶲⶪ䘬嫱⇠⍲屐⸋ⶪ⟜ⶍ℟ˤ㕤俾⼤⼿⟉屐⸋Ṍ㖻ᶲⶪ䘬嫱⇠⍲屐⸋
ⶪ⟜ⶍ℟㈽屯炷忋⎴㟡㒂䪈䦳䫔7.1.䭨炷ᶨ凔旸⇞炸I.(2)ᶳ㊯⭂䘬℞Ṿ屯䓊炸Ỽ㛔➢慹㶐屯䓊䘬㭼ἳᶵ㚫崭忶10%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㕘冰ⶪ⟜䓴⭂䁢(i)㈽屯䴻䎮夾ἄㆸ䅇⚳⭞䘬㫸䚇ㆸ⒉⚳ˣ(ii)伶⇑➭⎰䛦⚳ˣ(iii)≈㊧⣏ˣ
(iv)㖍㛔ˣ(v)㽛㳚ˣ(vi)䲸大嗕ˣ(vii)㋒⦩ˣ(viii)䐆⢓ˣ(ix)楁㷗ˣ(x)㕘≈✉⍲(xi) 劙⚳ẍ⢾ℐ䎫⎬⚳䘬㚱ⶪ⟜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炻᷎䁢㈽屯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炷ょ᷎朆⺋㲃ἧ
䓐炸ˤ慹圵埵䓇ⶍ℟⎗䓐ẍ⛐㈽屯䭬䔯ℏ㚱ⶪ⟜㊩⤥ᾱ㶉ᾱ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ᾱ炷⊭㊔
ᷣ≽屐⸋炾⇑䌯炾ᾉ屠㊩ᾱ炸㛒⽭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嫱⇠炸㚱斄ˤ慹圵埵䓇ⶍ℟⎗⊭㊔炷Ữᶵ旸
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怈㛇⋗䌯⋼嬘ˣḺ㎃炷ἳ⤪ᾉ屠忽䲬Ḻ㎃ˣ⇑䌯Ḻ㎃ˣ䷥⚆⟙㌱㛇炸ẍ⍲墯
暄㛇㪲䳸㥳炷ἳ⤪嶐㛇屟岋炸ˤ㬌⢾炻慹圵埵䓇ⶍ℟⎗⊭⏓䳸㥳䤐㒂炻⊭㊔炷Ữᶵ旸㕤炸ᾉ屠㍃戌䤐㒂ˣ⬀㫦㍃戌䤐
㒂ㆾ䷥⚆⟙䤐㒂ˤ㛔➢慹⎗㈽屯㕤䷥⚆⟙㌱㛇Ḻ㎃䘬屯䓊㶐ῤ枸㛇㭼ἳ䁢0%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
Ḻ㎃䷥⚆⟙㌱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䁢10%ˤ
㛔➢慹᷎⎗德忶忳䓐埵䓇ⶍ℟⮵ℐ䎫㚱屐⸋⺢䩳ᷣ≽屐⸋㊩ᾱˤ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ᶵ㚫崭忶㛔➢
慹屯䓊㶐ῤ䘬40%ˤ
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炻ᷫẍ慹圵埵䓇ⶍ℟䚠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ἄ↢䘬⮵扟⍲⮵㰾⬱
㌺炸⮵℞屯䓊㶐ῤ䘬㭼䌯堐䣢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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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䔏㩺㧞䐏ⱟ⭥䗺◂ᠲ䐖㵗䗺咗䄵㾣㜅㬱ৗङコ䕼ฦ䆬֓⭥՚ڶ䑤㦐ゑ᷐〓㡅㰜⹅㉀᷍䉴
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
㆑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㵗䗺〓唻⧱ማ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㻣᷍䑘ᚁ❍
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䑘ᚁ՚❍ڶ㾱ᗤ
ᕬ䪁ごጓ᷍⡟〚㆑〓㗪㬽䐹⫔ᆑ㬈᱄

 ㅜ䄸ಇⳞ噭卶 - 㲩⡟〚㆑䗪䘖Ϭ⳨咗䋫㋪ㅜ䄸㰚䗪䘖⭥㆑㦻䁽㪛⹅㉀⼰ご᷉⟝㎉㶃۳䕼ฦ⼰ご᷊ٕ᷍䅓䇱励ㅜ䄸
ಇⳞⱙ⧱ማ㾦䇤噭卶᱄䉴⭩⹅㉀Ϭ᪐ㄐ䈉䪎䇤咗䊻ヮ㊸㶋㩧⭥ㅜ䄸㰚䗪䘖㆑㦻䁽㪛⹅㉀⭥݃㜄䎀⭥㼁㵍⡄䍰᷉㏞㧈
ㅜ䄸ヺ㰄⹌㯟⭥㔥ご⡄䑤᷊᷍⡟〚㆑䅓ⱙ唻⧱ማㅜ䄸ಇⳞ㋪㚽᪐㑇ֵ՚᱃㠧◂〓䪁ご⭥噭卶᷍䇷〓䅓ᩊ䇑唲ㅜ䄸ಇ
Ⳟ⭥㾦䇤〓㒘㵉㾵߷嗞ⱙಈ䐣ヺ㰄䁴䌁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౮㬊㜄⡟〚㆑㼁励䗺◂᪐励⭥䑘ڴ㆑㦻䁽㪛⹅㉀⧷Ӟ⭥噭卶 - 䇪咗⡟〚㆑㰚౮㬊⭥䑘ڴ㆑㦻䁽㪛⹅㉀⧷Ӟ᷉⟝㎉䑘
ڴ䕼ฦ᷐㏜㔫᷐㾦䗫⧷Ӟ᷊㸕⡹㜄⡟〚㆑㰚⧷㼁励䑤㦐⧷Ӟ᷉ゕ՚ڶ䑤㦐᷊䇱励᷍ゕ㬚㼁励䑤㦐⧷Ӟ᷉ゕ⡟〚㆑
㰚⧷՚ڶ䑤㦐᷊⭥֓䐖Ϭ᪐ᆑ㬈᷍⡟〚㆑䅁㋪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㧈⼯ᷠ
154

3

Ჟ丶ᯠ㠸䋘ᒓࡨۥส䠁
 〚㆑ㄼ㏎䋫ᩊ$᷉㗠䊣Ⰹ㝪㻃᷎㗡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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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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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27%^
A炷≈⃫⮵㰾炸㭷㚰㳦〗炼1炼≈⃫栆⇍
1.27%^
1.27%^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27%^
A炷㫸⃫⮵㰾炸㭷⸜㳦〗炼㫸⃫栆⇍
1.27%^
A炷㫸⃫⮵㰾炸㭷㚰㳦〗炼㫸⃫栆⇍
1.27%^
A炷㭷㚰㳦〗炼⚢⭂㳦〗炼伶⃫炸栆⇍
1.27%^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27%^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02%^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02%^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㳦〗炷偉〗炷⤪㚱炸⮯㚫㭷㚰㊱⚢⭂偉〗䌯⎹㈽屯侭㳦Ẁˤ娚偉〗䌯⮯军
⮹㭷⋲⸜Ḱẍ慵妪ˤ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
㑍Ẁ娚偉ấ栆⇍䘬ℐ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炷忋⎴℞Ṿ攳㓗炸炻ẍ农娚偉ấ栆⇍
⎗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
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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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㬨㬓怯◂㠘ᷠ
㈑唹㾣㜅㬱ৗ՚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檀㓞䙲⍲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㚨⮹70%㛔➢慹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㕘冰ⶪ⟜⚳⭞䘤埴㨇㥳䘤埴䘬⎬䧖⁝⊁嫱⇠炷⎗㕤℞Ṿ⛘㕡
ᶲⶪㆾ㕤℞Ṿ徼⼹屟岋炸ẍ忼农℞䚖㧁ˤ
⁝⇠嫱⇠⮯⊭㊔Ữᶵ旸㕤䓙㓧⹄ˣ⛘㕡䔞⯨ˣ℔ℙ㨇㥳ˣ⋲ᷣ㪲㨇㥳ˣ嶐⚳䳬䷼ˣ℔ℙ⚳晃㨇㥳⍲ẩ㤕⁝⇠冯⎗廱㎃
⁝⇠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德忶⁝⇠忂㴱嵛ᷕ⚳戨埴攻⁝⇠ⶪ⟜䘬ᷕ⚳⠫ℏ⁝⇠炻ょ㚱斄屯䓊㶐ῤ枰⮹㕤10%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Ṿ⎰屯㟤⎗廱嬻嫱⇠ˤ
㬌⢾炻㈽屯䴻䎮⮳㯪德忶⮯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䳸㥳䤐㒂炻⊭㊔ᾉ䓐㍃戌䤐㒂ˣ⬀㫦㍃戌䤐㒂⍲䷥⚆⟙㌱㛇㍃
戌䤐㒂炻ẍ㈽屯㕤娚䫱⁝⊁嫱⇠ˤ㈽屯䴻䎮⮯㚫⛐ᶵ⎗傥⮵䓙㓧⹄ˣ⛘㕡䔞⯨⍲℔ℙ㨇㥳䘤埴䘬⁝⊁嫱⇠ἄ↢䚜㍍
㈽屯⍰ㆾ㚱㫈⏠⺽炷ἳ⤪➢㕤⢾⚳屯慹㳩ℍ⍿⇘旸⇞炸䘬ね㱩ᶳ忳䓐㬌䫱䳸㥳䤐㒂ˤ㬌䫱㝞㥳䤐㒂⮯⎗冒䓙廱嬻炻ᶼ
ᶵ⼿忳䓐㥻㠧ˤ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㕘冰ⶪ⟜䓴⭂䁢(i)㈽屯䴻䎮夾ἄ䘤忼⚳⭞䘬㫸䚇ㆸ⒉⚳ˣ(ii)劙⚳ˣ(iii)伶⚳ˣ(iv)≈㊧⣏ˣ
(v)㖍㛔ˣ(vi)㽛㳚ˣ(vii)䲸大嗕ˣ(viii)㋒⦩ˣ(ix)䐆⢓ˣ(x)楁㷗(xi)㕘≈✉ẍ⢾䘬ℐ䎫⎬⚳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炾ㆾᾉ屠姽䳂Ỷ㕤㈽屯䳂⇍炷㊱ᷣ天娵⎗ᾉ屠姽䳂㨇㥳炷⊭㊔Ữᶵ旸
㕤㧁㸾㘖䇦ˣよ嬥⍲䧮徒炸ἄ姽䳂炸⚳⭞䘤埴ㆾ㑼ᾅ䘬嫱⇠ˤ䁢䓇䔹⓷炻娚旸⇞ᶵ怑䓐㕤⋲ᷣ㪲㨇㥳 (⌛朆㓧
⹄ˣ℔ℙ㨇㥳ㆾ⛘㕡䔞⯨炸䘤埴䘬嫱⇠⍲℞Ṿ栆✳䘬䃉枰思⬰ảỽ㚨Ỷᾉ屠姽䳂夷⭂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炻᷎䁢㈽屯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炷ょ᷎朆⺋㲃ἧ
䓐炸ˤ㛔➢慹忳䓐䘬埵䓇ⶍ℟⎗傥⊭㊔ᾉ屠ˣ⇑䌯ˣ屐⸋⍲㲊ⷭ炻ẍ⍲⎗傥䓐㕤⮎䎦⤥ᾱ⍲㶉ᾱ炻侴㔜橼侴妨᷎ᶵ
㚫⮶农㛔➢慹⭂⎹ 䨢ㆾ岋䨢ảỽ屯䓊栆⇍ˤ⎎⢾炻㟡㒂怑䓐䘬UCITS䚋䭉夷⭂炻㛔➢慹⮯ᶵ㚫㊩㚱䃉㉝㉤㶉ᾱˤ劍➢
慹䴻䎮娵䁢㝸枭㈽屯ㆾ⎗㷃庽➢慹嵴ⷭ炻㛔➢慹Ṏ⎗傥ἧ䓐偉䤐埵䓇ⶍ℟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
ᾱ炷⊭㊔ᷣ≽屐⸋炾⇑䌯炾ᾉ屠炾㲊ⷭ⍲偉䤐㊩ᾱ炸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嫱⇠炸㛒⽭䚠斄ˤ
㛔➢慹㊱㈧㑼㱽妰䬿䘬枸妰㥻㠧㯜⸛䁢℞屯䓊㶐ῤ䘬0军40%ˤ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ẍ慹圵埵䓇ⶍ℟䚠
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䘬⮵扟⍲⮵㰾⬱㌺炸Ỽ℞屯䓊㶐ῤ䘬㭼䌯堐䣢ˤ
㛔➢慹枸㛇㈽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㭼ἳ䁢5%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䁢
30%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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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䇪㾣㜅㬱ৗ❍㾱ᗤᕬ❍㾱⭥՚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
⭥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ভ㾱㜄⡟〚㆑㼁励䗺◂⤜㼁励䐏䑘ڴ㆑㦻䁽㪛⹅㉀⧷Ӟ⭥噭卶 - ⡟〚㆑㰚ভ㾱⭥䑘ڴ㆑㦻䁽㪛⹅㉀⧷Ӟ᷉⟝㎉䑘ڴ
䕼ฦ᷐㏜㔫᷐㾦䗫᷐⤉ⴚゑ㠒⧷Ӟ᷊㜄⡟〚㆑⧷䇱䐏㼁励䑤㦐⧷Ӟ᷉ゕ՚ڶ䑤㦐᷊㸕⡹㼁励᷍ゕ㬚㼁励䑤㦐⧷Ӟ
᷉ゕ〚㆑㰚⧷՚ڶ䑤㦐᷊⭥֓䐖Ϭ᪐ᆑ㬈᷍⭌⡟〚㆑㦵㋪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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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䊣㝪㻃᷎Ⰹ㝪㻃᷎㗡䊋᷊嗱ن᷉᱙⳾
嗱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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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0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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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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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ᯠ㠸ᐲԱᾝࡨۥ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80%+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80%+
1.80%+
A炷㭷㚰⚢⭂㳦〗炼伶⃫炸栆⇍
1.20%+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20%+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㳦〗炷偉〗炷⤪㚱炸⮯㚫㭷㚰㊱⚢⭂偉〗䌯⎹㈽屯侭㳦Ẁˤ娚偉〗䌯⮯军
⮹㭷⋲⸜Ḱẍ慵妪ˤ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
㑍Ẁ娚偉ấ栆⇍䘬ℐ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炷忋⎴℞Ṿ攳㓗炸炻ẍ农娚偉ấ栆⇍
⎗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
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㾣㜅㬱ৗ㡔ᔪ՚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㕘冰ⶪ⟜ẩ㤕䘤埴㨇㥳䘬⁝⊁嫱⇠炻ẍ岢⍾檀㓞ℍ忼
农攟㛇屯㛔⡆ῤˤ㈽屯䴻䎮䘬シ⎹㗗㈽屯㕤㈽屯䭬䔯ℏ䘬嫱⇠⍲慹圵埵䓇ⶍ℟炻娚䭬䔯⊭⏓ᶾ䓴⎬⛘䘬㚱䎦慹ˣ⁝
⊁嫱⇠炷⊭㊔屯䓊㉝㉤嫱⇠炸ˣ偉䤐ˣ⁝⊁ᾉ屠ⶪ⟜慹圵埵䓇ⶍ℟ˣ偉䤐⍲ᶨ↯屐⸋ˤ
㛔➢慹⎗㊩㚱㚨⣂ᶵ崭忶屯䓊㶐ῤ20%䘬偉䤐⍲偉䤐䚠斄ⶍ℟ˤ㛔➢慹⎗⛐䈡㬲ね㱩炷⊭㊔Ữᶵ旸㕤ℐ䎫ⶪ⟜⌙㨇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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䫎⎰偉㜙㚨Ἓ⇑䙲ね㱩ᶳ㙓㗪㊩㚱ᶵ崭忶㶐屯䓊100% 䘬䎦慹⍲屐⸋ⶪ⟜ⶍ℟炷⊭㊔ᶵ崭忶屯䓊㶐ῤ10% 䘬屐⸋ⶪ⟜➢
慹炸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屯䓊㉝㉤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德忶⁝⇠忂㴱嵛ᷕ⚳戨埴攻⁝⇠ⶪ⟜䘬ᷕ⚳⠫ℏ⁝⇠炻ょ㚱斄屯䓊㶐ῤ枰⮹㕤10%ˤ
㕘冰ⶪ⟜℔⎠㊯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㕘冰ⶪ⟜䘬℔⎠烊(ii)⛐℞Ṿ⛘㕡姕䩳ㆾỵ㕤℞Ṿ⛘㕡Ữ℞䳽⣏悐ấ㤕⊁⛐㕘冰
ⶪ⟜䴻䆇䘬℔⎠烊ㆾ(iii)㍏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㕘冰ⶪ⟜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䘬偉䤐ˤ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㕘冰ⶪ⟜䓴⭂䁢(i)㈽屯䴻䎮夾ἄㆸ䅇⚳⭞䘬㫸䚇ㆸ⒉⚳炻(ii)劙⚳炻(iii)伶⚳炻(iv)≈㊧⣏炻
(v)㖍㛔炻(vi)㽛㳚炻(vii)䲸大嗕炻(viii)㋒⦩⍲(ix)䐆⢓ẍ⢾ℐ䎫⎬⚳䘬㚱ⶪ⟜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
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炻᷎䁢㈽屯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炷ょ᷎朆⺋㲃ἧ
䓐炸ˤ慹圵埵䓇ⶍ℟⎗䓐ẍ⛐㈽屯䭬䔯ℏ㚱ⶪ⟜㊩⤥ᾱ㶉ᾱ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ᾱ炷⊭㊔
ᷣ≽屐⸋炾⇑䌯炾ᾉ屠㊩ᾱ炸㛒⽭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嫱⇠炸⬀⛐䚠斄⿏ˤ慹圵埵䓇ⶍ℟⎗⊭㊔炷Ữ
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Ḻ㎃炷ἳ⤪ᾉ屠忽䲬Ḻ㎃ˣ⇑䌯Ḻ㎃⍲䷥⚆⟙㌱㛇炸ˤ㬌⢾炻慹圵埵䓇
ⶍ℟⎗⊭⏓䳸㥳䤐㒂炻⊭㊔炷Ữᶵ旸㕤炸ᾉ屠㍃戌䤐㒂ˣ⬀㫦㍃戌䤐㒂ㆾ䷥⚆⟙䤐㒂ˤ㛔➢慹⎗㈽屯㕤䷥⚆⟙㌱㛇䘬
屯䓊㶐ῤ枸㛇㭼ἳ䁢0%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䁢10%ˤ㛔➢慹㍉䓐㈧㑼㱽
妰䬿䘬㥻㠧㯜⸛⮯ᶵ㚫崭忶㛔➢慹屯䓊㶐ῤ䘬40%ˤ
㛔➢慹Ṏ⎗德忶ἧ䓐埵䓇ⶍ℟㊩㚱ℐ䎫㚱屐⸋䘬ᷣ≽屐⸋㊩ᾱˤ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ẍ慹圵埵䓇ⶍ℟
䚠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䘬⮵扟⍲⮵㰾⬱㌺炸⮵℞屯䓊㶐ῤ䘬㭼䌯堐䣢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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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㾣㜅㬱ৗ㡔ᔪ❍㾱ᗤᕬ⭥՚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
⧭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
咗⡟〚㆑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咗ⱎ㐀㯚⭥㼁励噭卶 - 㵗䗺咗ⱎ㐀㯚⫇䊻䐹⫔⭥䇱噭卶᷍⟝㎉ᷛ(a)ⱎ㐀㯚⭥䑤㦐⭨䆼ゑ䆻䐧Ⱙ㰚䅞䐣⭥
ㅜ䄸ヺ㰄䁴䌁ゑᆑ㬈噭卶ᷜ(b)㦒ⳇ㡔ᔪ䐯ᒍ㸥〓䇱励㵗䗺䎀⡄䍰⭥䄜⟄䃯ٕ〓䃯㏞ᷜ(c)ⱎ㐀㯚ㄼᦛ妘㻖⨅⨃䕾
㸼᱃ש㚜ㅜ䄸ゑ䔐➙ᷜ(d)⤜㩺ⱎ㐀㯚䑤㦐厚䄵⍡⭤⩀㬱ৗ䐖᷍⤠⳾㬨䇪咗⹌刀䗺㑰ኖ㑠䇱㻿㰚䐣ᷜ(e)⯱ڶ䃯
㏞⼍⽞⤜㤆᷍⫇䊻㬊ゴ㦯䅃〓Ⳓ㋢⯱唸⭥噭卶ᷜ(f)ⱎ㐀㯚⹌㯟⭥䄜⟄䕵䎟ᯏន᷍◵䐱㋪㚽㪇ゑኖ㑠愬⫔⭥⹌㯟刈՚
ڶᷜ(g)䶚㾱ゑ㡅㰜㆑㦻ᗤᕬ⭥❍䍚〓⟰㩱㸕㶋㩧᷍䅓ⱙ㶚㶚㸕ㄼ㋝壿ゑ㾦䗫䉖な㠌⭮ᷜ(h)㋪䇑唲ⱎ㐀㯚㵗䗺
䐖⭥䎟䐯ゑㄼᦛ⤜ⲡⰉ㤊នᷜゑ(i)ⱎ㐀㯚㬱ৗ㋪㚽㦒ⳇ㒘㵉㾵ゑ֓ⷒ⫔ⴚ⤉ڴ᷍䅃㸗㎼Ⲇ〓⨗㬼⤠⳾㰚⧷㵗䗺㋪㚽
䣿ᩊ⼥ጓゑ〓㿉䄵⤜㏜⭥֓ⷒ䩮㾱᱄

 ㅜ䄸ಇⳞ噭卶 - 㲩⡟〚㆑䗪䘖Ϭ⳨咗䋫㋪ㅜ䄸㰚䗪䘖⭥㆑㦻䁽㪛⹅㉀⼰ご᷉⟝㎉㶃۳䕼ฦ⼰ご᷊ٕ᷍䅓䇱励ㅜ䄸
ಇⳞⱙ⧱ማ㾦䇤噭卶᱄䉴⭩⹅㉀Ϭ᪐ㄐ䈉䪎䇤咗䊻ヮ㊸㶋㩧⭥ㅜ䄸㰚䗪䘖㆑㦻䁽㪛⹅㉀⭥݃㜄䎀⭥㼁㵍⡄䍰᷉㏞㧈
ㅜ䄸ヺ㰄⹌㯟⭥㔥ご⡄䑤᷊᷍⡟〚㆑䅓ⱙ唻⧱ማㅜ䄸ಇⳞ㋪㚽᪐㑇ֵ՚᱃㠧◂〓䪁ご⭥噭卶᷍䇷〓䅓ᩊ䇑唲ㅜ䄸ಇ
Ⳟ⭥㾦䇤〓㒘㵉㾵߷嗞ⱙಈ䐣ヺ㰄䁴䌁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౮㬊㜄⡟〚㆑㼁励䗺◂᪐励⭥䑘ڴ㆑㦻䁽㪛⹅㉀⧷Ӟ⭥噭卶 - 䇪咗⡟〚㆑㰚౮㬊⭥䑘ڴ㆑㦻䁽㪛⹅㉀⧷Ӟ᷉⟝㎉䑘
ڴ䕼ฦ᷐㏜㔫᷐㾦䗫⧷Ӟ᷊㸕⡹㜄⡟〚㆑㰚⧷㼁励䑤㦐⧷Ӟ᷉ゕ՚ڶ䑤㦐᷊䇱励᷍ゕ㬚㼁励䑤㦐⧷Ӟ᷉ゕ⡟〚㆑
㰚⧷՚ڶ䑤㦐᷊⭥֓䐖Ϭ᪐ᆑ㬈᷍⡟〚㆑䅁㋪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
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
䲂ゕጓ㻣ㅖ᱄

 㵗䗺ヮ⼰㣱ᅲ噭卶 - ⡟〚㆑〓嗍Ⳓ㣱ᅲ㰚⧷㼁励䑤㦐᱄䩡〓㪇ゑ㵗䗺ㄼ㏎咗䋫ᩊ㣂◵ጓ⨗㬼䑤㦐〓ヺ㤆䁽㪛⹅㉀
⧷Ӟ᷍ⱙ⤜䌴⡟〚㆑⧷䇱䉴⹅㉀⭥ጓ刈凭Ⱝ᱄㧈㵗䗺ㄼ㏎䋫ᩊⴜ⼰Ꮭ⭥䔏ゲ㏜䅇᷍⪬㜆㋪㚽⧷㍎䩮㾱᱄⪬⭩』ڴ
䋗ゴ⡟〚㆑㵗䗺ヮ⼰⭥㣱ᅲ嗍㔫᷍Ϭ㋪㚽䋗ゴ⡟〚㆑⭥ㅜ䄸⧪⡟᷍㦜ⱙ᷍咗䔘⨗㵗䗺ᝲⰉጓ㋝㦯⼯ᤴ䊻⧪
⡟᷍䄵⩀⡄ⴜ⼰⡟〚㆑⭥䔏ゲ㏜䅇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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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䊣Ⰹ㝪㻃᷎㗡䊋᷊嗱ن᷉᱙⳾嗱











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50%
C 栆烉1.0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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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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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27%+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27%+
1.27%+
A炷㭷㚰㳦〗炼㫸⃫炸栆⇍
0.92%+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ᚸ䐿㡔ᔪ՚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攟䶂㓞䙲ℤ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屯㕤ẩ㤕䘤埴㨇㥳䘤埴䘬㫸⃫妰ῤ⁝⊁嫱⇠ẍ忼农℞䚖㧁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
埴䘬⁝⊁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朆㈽屯䳂⇍⁝⊁ˤ䁢䓇䔹⓷炻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
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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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
⊁嫱⇠ˤ
㈽屯䴻䎮㒔惴ね⮯朆㫸⃫妰ῤ䓐㕤㈽屯⮵㰾⚆㫸⃫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ˤ㛔➢慹ἧ䓐䘬埵䓇ⶍ℟⎗傥⊭
㊔ᾉ屠ˣ⇑䌯⍲屐⸋炻ẍ⍲⎗傥䓐㕤⮎䎦⤥ᾱ⍲㶉ᾱ炻侴䷥橼侴妨᷎ᶵ㚫Ẍ➢慹⭂⎹ 䨢ㆾ岋䨢ảỽ屯䓊栆⇍ˤ⎎
⢾炻㟡㒂怑䓐䘬UCITS䚋䭉夷⭂炻➢慹⮯ᶵ㚫㊩㚱䃉㉝㉤㶉ᾱ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ᾱ炷⊭㊔ᷣ≽
屐⸋炾⇑䌯炾ᾉ屠㊩ᾱ炸㛒⽭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嫱⇠炸㚱斄ˤ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枸㛇㥻㠧㯜
⸛⮯ᶵ㚫崭忶㛔➢慹屯䓊㶐ῤ䘬0%军300%ˤ
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ẍ慹圵埵䓇ⶍ℟䚠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䘬⮵扟⍲⮵㰾⬱㌺炸Ỽ℞屯䓊
㶐ῤ䘬㭼䌯堐䣢ˤ
㛔➢慹枸㛇㈽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㭼ἳ䁢0%炻⍲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
䁢30%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䇪㡔ᔪ❍㾱ᗤᕬ㰚❍㾱⭥ᚸ䊋䆬֓՚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
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
卶㏜䅇〓⤜䪎䇤咗⡟〚㆑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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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㵗䗺〓唻⧱ማ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㻣᷍䑘ᚁ❍
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䑘ᚁ՚❍ڶ㾱ᗤ
ᕬ䪁ごጓ᷍⡟〚㆑〓㗪㬽䐹⫔ᆑ㬈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㵗䗺咗䇡㍎՚㦐⭥噭卶 - ⡟〚㆑⍡䓝㵗䗺咗䇡㍎՚㦐᱄䇡㍎՚㦐᷉Ϭ᪐⭞㠻㦶⭥՚㦐᷊㋪㚽䊻㧕ⶪ㬱ន㻣⧱ማ嗟㶃
⭥㒘㵉㾵噭卶᱄䉴⭩㵗䗺唸㚠咗㬽ਜ਼㬱ৗ┉㈔㻣⭥㒘㵉㾵㋪㚽䇱㻿Ϭಇ⨗㬼֓ⷒ䋍⧪䕴㘇䇑唲᷍㌿ⱙಇ⡟〚㆑⭥⢎
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ভ㾱㜄⡟〚㆑㼁励䗺◂⤜㼁励䐏䑘ڴ㆑㦻䁽㪛⹅㉀⧷Ӟ⭥噭卶 - ⡟〚㆑㰚ভ㾱⭥䑘ڴ㆑㦻䁽㪛⹅㉀⧷Ӟ᷉⟝㎉䑘ڴ
䕼ฦ᷐㏜㔫⼮㾦䗫⧷Ӟ᷊㜄⡟〚㆑⧷䇱䐏㼁励䑤㦐⧷Ӟ᷉ゕ՚ڶ䑤㦐᷊㸕⡹㼁励᷍ゕ㬚㼁励䑤㦐⧷Ӟ᷉ゕ〚㆑㰚⧷
՚ڶ䑤㦐᷊⭥֓䐖Ϭ᪐ᆑ㬈᷍⭌⡟〚㆑㦵㋪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ⷀᕱᑶ噭卶 - ⡟〚㆑⭥ᕱᑶ⧷Ӟᠲ䐖䇱㋪㚽⧍䩿㡅䗺◂ᠲ䐖⭥ 100%᷍䅓ⱙ⧱㬽ⷝⷀ⭥ᕱᑶ噭卶᱄䩡䩮䄜⤞⳦⫔
⡟〚㆑⭥㦯⼯㼁励䗺◂֓䐖䒤⭥ڴᤴ䊻䕴㘇䇑唲᷍Ϭಈ䐣⡟〚㆑⭥֓ⷒ⨗⫔ⴚ⤉ڴ᷍Ϭ㋪㚽䅞䐣䐹⫔ᆑ㬈᱄

⡟〚㆑⢎㧈⼯ᷠ












〚㆑ㄼ㏎䋫ᩊ$᷉㗠䊣㝪㻃᷎ᚸ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Ǆ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3

169

Ჟ丶ↀ⍢Աᾝࡨۥส䠁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00%
C 栆烉0.6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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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䳗䧵炼㫸⃫炸栆⇍
0.39%**
A炷㭷⸜㳦〗炼㫸⃫炸栆⇍
0.39%**
0.27%**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ᚸ䊋ᔰⰭ㠻՚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㖐⛐⮎䎦崭忶3ᾳ㚰㫸⃫戨埴⎴㤕㉮〗䘬䷥⚆⟙ˤ
㛔➢慹⮳㯪德忶㈽屯㕤⁝⊁嫱⇠⍲䎦慹侴⮎䎦℞䚖㧁ˤ⁝⊁嫱⇠⎗⊭㊔㓧⹄⁝⊁嫱⇠ˣ⭂〗⍲㴖〗ẩ㤕⁝⊁嫱⇠ˣ屐
⸋ⶪ⟜ⶍ℟⍲䫱⎴䎦慹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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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㚫⮯军⮹70%䘬屯䓊㶐ῤ㈽屯㕤ẍ㫸⃫妰₡䘬⁝⊁嫱⇠ˤ
㈽屯䳬⎰⸛⛯⬀临㛇⮯ᶵ崭忶12ᾳ㚰ˤ⯙㛔➢慹侴妨炻⁝⊁嫱⇠㕤岤屟㗪䘬∑检⸜㛇⮯ᶵ崭忶3⸜ˤ
㛔➢慹⎗⮯ᶵ崭忶5%䘬屯䓊㶐ῤ㈽屯㕤朆㈽屯䳂⇍⁝⊁嫱⇠炷朆㈽屯䳂⇍⭂佑䁢Ỷ㕤㧁㸾㘖䇦⍲よ嬥䘬BBB-ᾉ屠姽
䳂炻ㆾ䧮徒䘬Baa3ᾉ屠姽䳂ㆾᶨ攻䌚⚳晃娵⎗䘬姽䳂㨇㥳䴎Ḱ䘬⎴䫱姽䳂炸炻Ữᶵ㚫㈽屯㕤Ỷ㕤㧁㸾㘖䇦姽䳂㨇㥳䴎
Ḱ䘬B-䳂ᾉ屠姽䳂ㆾ⎴䫱姽䳂䘬嫱⇠炷ㆾ῀䁢㛒䌚姽䳂⁝⊁嫱⇠炷⌛㛒䌚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䫱ảỽ⚳晃姽䳂㨇㥳
䴎Ḱ姽䳂䘬⁝⊁嫱⇠炸炻⇯䡢⭂䁢⎴䫱䳂⇍嫱⇠炸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炷⊭㊔Ữᶵ旸㕤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Ḻ㎃
⍲墯暄㛇㪲䳸㥳ⶍ℟炸ˤ䚠斄埵䓇ⶍ℟⎗傥⊭㊔ᾉ屠ˣ⇑䌯⍲屐⸋䘬埵䓇ⶍ℟ˤ䃞侴炻㛔➢慹ᶵ㚫䁢㈽屯䚖䘬侴⺋㲃
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朆㫸⃫㈽屯㒔⮯惴ね䓐㕤冯㫸⃫ἄ⮵㰾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䔘⨗⭥㵗䗺᷍㋪㚽唻⧱㬽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
㻣᷍䑘ᚁ❍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㲩䑘ᚁ
՚❍ڶ㾱ᗤᕬ⨗䪁ご᷍⡟〚㆑㋪㚽㗪㬽䐹⫔ᆑ㬈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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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Ⲇ᷎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Ǆ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ᶵ怑䓐

䦥ᅲ䗮

⤜䪎䇤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0.25%
C 栆烉0.1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10%
C 嗱ᷛ䔏ⱁᩊ 0.05%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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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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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儈᭦⳺ࡨۥ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ゴ㚤⫔⭥ Invesco Canada Lt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25%^
1.25%^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25%^
A炷㫸⃫⮵㰾炸㭷㚰㳦〗炼㫸⃫栆⇍
1.25%^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25%^
A炷㭷㚰㳦〗炼⚢⭂㳦〗炼伶⃫炸栆⇍
1.25%^
A炷㭷⋲⸜㳦〗炼伶⃫炸栆⇍
2.25%^
B炷㭷⋲⸜㳦〗炼伶⃫炸栆⇍
1.00%^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00%^
C炷䳗䧵炼伶⃫炸栆⇍
1.00%^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䓙㕤娚偉ấ栆⇍㕤役㛇∃ㆸ䩳炻⚈㬌㊩临㓞屣㟡㒂枸妰⸜䌯⊾䷥屣䓐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ˤ娚㔠㒂⎗傥㭷⸜ἄ↢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㳦〗炷偉〗炷⤪㚱炸⮯㚫㭷㚰㊱⚢⭂偉〗䌯⎹㈽屯侭㳦Ẁˤ娚偉〗䌯⮯军
⮹㭷⋲⸜Ḱẍ慵妪ˤ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
㑍Ẁ娚偉ấ栆⇍䘬ℐ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炷忋⎴℞Ṿ攳㓗炸炻ẍ农娚偉ấ栆⇍
⎗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
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B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2,000 䲸⃫

1,200,000 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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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㬨㬓怯◂㠘ᷠ
㈑唹┉㤓ⷀ㬶䅇՚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檀㓞䙲⍲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ℐ䎫䘤埴䘬檀㓞䙲⁝⊁嫱⇠⍲䓙㕘冰ⶪ⟜⚳⭞䘤埴㨇㥳䘤埴
䘬⁝⊁嫱⇠炷⎗傥ᶲⶪㆾ㕤℞Ṿⶪ⟜屟岋炸ẍ忼农℞䚖㧁ˤ
⁝⇠嫱⇠⮯⊭㊔Ữᶵ旸㕤䓙㓧⹄ˣ⛘㕡䔞⯨ˣ℔ℙ㨇㥳ˣ⋲ᷣ㪲㨇㥳ˣ崭⚳⭞㨇㥳ˣ⚳晃℔ℙ㨇㥳⍲ẩ㤕䘤埴䘬⁝⊁
嫱⇠ẍ⍲⎗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ㅱ⿍⎗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德忶⁝⇠忂㴱嵛ᷕ⚳戨埴攻⁝⇠ⶪ⟜䘬ᷕ⚳⠫ℏ⁝⇠炻ょ㚱斄屯䓊㶐ῤ枰⮹㕤10%ˤ
㬌⢾炻㈽屯䴻䎮Ṏ⎗⮯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䳸㥳䤐㒂炻⊭㊔ᾉ䓐㍃戌䤐㒂ˣ⬀㫦㍃戌䤐㒂⍲䷥⚆⟙Ḻ㎃㍃戌䤐
㒂ˤ㈽屯䴻䎮⮯㚫⛐ᶵ⎗傥⮵䓙㓧⹄ˣ⛘㕡䔞⯨⍲℔ℙ㨇㥳䘤埴䘬⁝⊁嫱⇠ἄ↢䚜㍍㈽屯⍰ㆾ㚱㫈⏠⺽炷ἳ⤪➢㕤
⢾⚳屯慹㳩ℍ⍿⇘旸⇞炸䘬ね㱩ᶳ忳䓐㬌䫱䳸㥳䤐㒂ˤ㬌䫱䳸㥳䤐㒂⎗冒䓙廱嬻炻ᶼᶵ⼿忳䓐㥻㠧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ᶵ䫎⎰ᶲ徘夷⭂䘬℞Ṿ⎰屯㟤⎗廱嬻嫱⇠ˤ
⯙㛔➢慹侴妨炻㈽屯䴻䎮⮯㕘冰ⶪ⟜䓴⭂䁢(i)㈽屯䴻䎮夾ἄㆸ䅇⚳⭞䘬㫸䚇ㆸ⒉⚳ˣ(ii)劙⚳ˣ(iii)伶⚳ˣ(iv)≈㊧⣏ˣ
(v)㖍㛔ˣ(vi)㽛㳚ˣ(vii)䲸大嗕ˣ(viii)㋒⦩ˣ(ix)䐆⢓ˣ(x)楁㷗(xi)㕘≈✉ẍ⢾ℐ䎫⎬⚳䘬㚱ⶪ⟜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ᾉ屠姽䳂Ỷ㕤㈽屯䳂⇍炷㊱ᷣ天娵⎗ᾉ屠姽䳂㨇㥳炷⊭㊔Ữᶵ旸㕤㧁㸾㘖䇦ˣ
よ嬥⍲䧮徒炸ἄ姽䳂炸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䁢䓇䔹⓷炻娚旸⇞ᶵ怑䓐㕤⋲ᷣ㪲㨇㥳炷⌛朆㓧⹄ˣ℔ℙ㨇
㥳ㆾ⛘㕡䔞⯨炸䘤埴䘬嫱⇠⍲℞Ṿ栆✳䘬䃉枰思⽆ảỽ㚨Ỷᾉ屠姽䳂夷⭂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炻᷎䁢㈽屯䚖䘬侴ἧ䓐慹圵埵䓇ⶍ℟炷ょ᷎朆⺋㲃ἧ
䓐炸ˤ㛔➢慹忳䓐䘬埵䓇ⶍ℟⎗傥⊭㊔ᾉ屠ˣ⇑䌯ˣ屐⸋⍲㲊ⷭ炻ẍ⍲⎗傥䓐㕤⮎䎦⤥ᾱ⍲㶉ᾱ炻侴㔜橼侴妨᷎ᶵ
㚫⮶农㛔➢慹⭂⎹ 䨢ㆾ岋䨢ảỽ屯䓊栆⇍ˤ⎎⢾炻㟡㒂怑䓐䘬UCITS䚋䭉夷⭂炻㛔➢慹⮯ᶵ㚫㊩㚱䃉㉝㉤㶉ᾱˤ劍➢
慹䴻䎮娵䁢㝸枭㈽屯ㆾ⎗㷃庽➢慹嵴ⷭ炻㛔➢慹Ṏ⎗傥ἧ䓐偉䤐埵䓇ⶍ℟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
ᾱ炷⊭㊔ᷣ≽屐⸋炾⇑䌯炾ᾉ屠炾㲊ⷭ⍲偉䤐㊩ᾱ炸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嫱⇠炸㛒⽭䚠斄ˤ
㛔➢慹㊱㈧㑼㱽妰䬿䘬枸妰㥻㠧㯜⸛䁢℞屯䓊㶐ῤ䘬0军40%ˤ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ẍ慹圵埵䓇ⶍ℟䚠
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䘬⮵扟⍲⮵㰾⬱㌺炸Ỽ℞屯䓊㶐ῤ䘬㭼䌯堐䣢ˤ
㛔➢慹枸㛇㈽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㭼ἳ䁢5%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䁢
30%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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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ⷀ㬶䅇՚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ভ㾱㜄⡟〚㆑㼁励䗺◂⤜㼁励䐏䑘ڴ㆑㦻䁽㪛⹅㉀⧷Ӟ⭥噭卶 - ⡟〚㆑㰚ভ㾱⭥䑘ڴ㆑㦻䁽㪛⹅㉀⧷Ӟ᷉⟝㎉䑘ڴ

䕼ฦ᷐㏜㔫᷐㾦䗫᷐⤉ⴚゑ㠒⧷Ӟ᷊㜄⡟〚㆑⧷䇱䐏㼁励䑤㦐⧷Ӟ᷉ゕ՚ڶ䑤㦐᷊㸕⡹㼁励᷍ゕ㬚㼁励䑤㦐⧷Ӟ
᷉ゕ〚㆑㰚⧷՚ڶ䑤㦐᷊⭥֓䐖Ϭ᪐ᆑ㬈᷍⭌⡟〚㆑㦵㋪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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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䊣㝪㻃᷎Ⰹ㝪㻃᷎㗡䊋᷊嗱ن᷉᱙⳾
嗱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B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䇱䪇䁴丯㬼䗮䇤
炷⎒旸 B 栆偉ấ炸

䪎䇤〓䇱䪇䁴丯㬼
䗮䇤⡩㔫
4%
3%
2%
1%

岾⚆㛇攻
炷冒岤ℍ崟妰䫔 x ⸜炸
䫔ᶨ⸜
⭻ⱟ㛋
䫔ᶱ⸜
⭻㯥㛋
⭻㯥㛋㶋ヺ䲂

᪐

ㆾ㚱怆⺞扟ⓖ屣䓐⮯㊱(i)䎦埴ⶪῤ炷㊱岾⚆䔞㖍䘬㭷偉屯䓊㶐ῤ妰䬿炸烊ㆾ(ii)㒔岾
⚆ B 栆偉ấ䘬岤ℍㆸ㛔ℑ侭ᷕ䘬庫Ỷ㫦柵妰䬿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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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00%
B 栆烉1.00%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B 栆烉㚨⣂䁢 1.00%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B 嗱ᷛ䔏ⱁᩊ 0.20%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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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㭷⸜㳦〗炼䷥㓞ℍ炼㫸⃫栆⇍
1.59%+
A炷䳗䧵炼㷗⃫炸栆⇍
1.59%+
1.59%+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59%+
A炷㭷㚰㳦〗炼䷥㓞ℍ炼伶⃫炸栆⇍
1.59%+
A炷㭷㚰㳦〗炼1炼伶⃫炸栆⇍
1.04%+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 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㑍Ẁ娚偉ấ栆⇍䘬ℐ
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炻ẍ农娚偉ấ栆⇍⎗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
≈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
屯䓊㶐ῤ㕤䚠斄㳦〗㖍㛇⼴⌛㗪ᶳ旵ˤ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䇂Ⱙ՚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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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屯䚖㧁炻㗗德忶ᷣ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曰㳣惵伖䘬⌘⹎⁝⊁嫱⇠⌘⹎屐⸋ⶪ⟜ⶍ℟
炷⎗䓙⌘⹎ẩ㤕炷⭂佑夳ᶳ㔯炸㕤⌘⹎⠫ℏㆾ⠫⢾䘤埴炸炻ẍ岢⍾㓞ℍ⍲忼农攟㛇屯㛔⡆ῤˤ
㈽屯䴻䎮⮯⮳㯪德忶䳸⎰ẍᶳ⎬枭䘬㈽屯忼农㈽屯䚖㧁烉

 䓙⌘⹎㓧⹄ˣ⛘㕡㨇㥳炾℔ℙ㨇㥳䘤埴炾㑼ᾅ䘬⁝⊁嫱⇠烊
 䓙⌘⹎ẩ㤕䘤埴炾㑼ᾅ䘬㈽屯䳂⇍⁝⊁嫱⇠炷䴻⚳晃娵⎗ᾉ屠姽䳂㨇㥳姽䳂炸⍲朆㈽屯䳂⇍⁝⊁嫱⇠炷⊭㊔㛒姽䳂
⁝⊁嫱⇠炸烊⍲炾ㆾ

 䓙⌘⹎ẩ㤕䘤埴䘬⌘⹎屐⸋ⶪ⟜ⶍ℟ˤ
⌘⹎ẩ㤕㊯烉(i)℞姣Ⅎ彎ḳ嗽姕㕤⌘⹎䘬℔⎠烊(ii)㕤℞Ṿ⚳⭞ㆸ䩳ㆾỵ㕤℞Ṿ⚳⭞Ữ℞䳽⣏悐ấ㤕⊁⛐⌘⹎䴻䆇䘬℔
⎠烊ㆾ(iii)㍏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姕䩳姣Ⅎ彎ḳ嗽䘬℔⎠䘬偉䤐ˤ
㛔➢慹⎗⮯⎰ℙᶵ崭忶 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炾ㆾ䓙ℐ䎫⎬⛘䘤埴㨇㥳䘤埴᷎ẍả
ỽ屐⸋妰₡Ữᶵ䫎⎰ᶲ徘夷⭂䘬⁝⊁嫱⇠ˤ
ảỽ㗪῁㛔➢慹⛯ᶵ㚫⮯崭忶 30%䘬屯䓊㶐ῤ㈽屯㕤屐⸋ⶪ⟜ⶍ℟ˤ㛔➢慹ᶵ㚫㈽屯㕤偉㛔嫱⇠ˤ
㛔➢慹⎗⮯崭忶 35%䘬屯䓊㶐ῤ㈽屯㕤䓙⌘⹎㓧⹄䘤埴⍲炾ㆾ㑼ᾅ䘬⁝⊁嫱⇠炷ˬ⌘⹎ᷣ㪲⁝⊁嫱⇠˭炸ˤ
㛔➢慹⎗⮯ᶵ崭忶 1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㕤䪈䦳↲䘤ᷳ㖍炻⌘⹎ᷣ㪲⁝⊁䌚姽䁢㈽屯䳂⇍炷ẍ⚳晃娵⎗ᾉ屠姽䳂㨇㥳䘬姽䳂䁢㸾炸ˤ劍ℐ悐㬌䫱㨇㥳⛯⮯⌘⹎
⁝⊁↿ἄ朆㈽屯䳂⇍炻⇯㛔➢慹ᶵ㚫⮯崭忶ᶱ↮ᷳḴ䘬屯䓊㶐ῤ㈽屯㕤娚䫱⌘⹎ᷣ㪲⁝⊁嫱⇠ˤ
㛔➢慹⮯ㄹ啱㘗枮㈽屯䭉䎮Ṇ㳚㚱旸℔⎠⎹⌘⹎嫱⇠Ṍ㖻⥼⒉㚫炷ˬSEBI˭炸姣Ⅎ䁢⌘⹎⢾⚳㨇㥳㈽屯侭炷ˬFII˭炸
旬Ⱄ岔㇞䘬⛘ỵ侴㈽屯㕤⌘⹎⠫ℏ嫱⇠ˤSEBI 㕤 2014 ⸜ 1 㚰 7 㖍枺Ự 2014 ⸜ FPI炷⢾⚳䳬⎰㈽屯侭炸夷ἳ
炷ˬFPI 夷ἳ˭炸炻ẍ⍾ẋ⍲⺊昌ᷳ⇵䘬 FII 夷ἳˤ晾䃞⤪㬌炻FPI 夷ἳ夷⭂炻䎦㚱 FII ⍲旬Ⱄ岔㇞㚫塓夾ἄ FPI炻䚜军
FII炾旬Ⱄ岔㇞㟡㒂 FII 夷ἳ㓗Ẁ姣Ⅎ屣䘬㚱斄㛇攻⯮㺧䁢㬊炻᷎⎗两临思䄏 FPI 夷ἳ屟岋⌘⹎嫱⇠ㆾ忚埴Ṍ㖻ˤ⛐⇵
徘㛇攻⯮㺧㗪炻FII ⍲旬Ⱄ岔㇞劍㚱シ两临⮵⌘⹎嫱⇠ἄ㈽屯炻枰⎹ SEBI 㓗Ẁ廱㎃屣炻᷎㟡㒂 FPI 夷ἳ⍾⼿ FPI 姣Ⅎ⛘
ỵ炻ょ枰䫎⎰ FPI 夷ἳᶳ庱屯㟤㸾⇯ˤ揹㕤ᶲ徘ね㱩炻㟡㒂 FPI 夷ἳ炻㘗枮㈽屯䭉䎮Ṇ㳚㚱旸℔⎠⍲㛔➢慹⛯塓夾ἄ
FPIˤ劍㛔➢慹⚈ảỽ䎮䓙炷⊭㊔炷Ữᶵ旸㕤炸旬Ⱄ岔㇞⛘ỵ塓㑌扟⍰ㆾ⎗ὃ FII炾FPI ㈽屯⌘⹎⁝⊁䤐㒂䘬⎗䓐旸柵ᶵ
嵛炸侴䃉㱽德忶 FPI ⇞⹎侴㈽屯㕤⌘⹎⠫ℏ嫱⇠炻㈽屯䴻䎮㚫⮯㛔➢慹屯䓊㈽㓦㕤⛐⌘⹎⠫⢾Ṍ㖻ᶲⶪ䘬⌘⹎嫱
⇠ˤ
㈽屯䴻䎮⎗⮯㛔➢慹ᶵ崭忶 10%䘬屯䓊㶐ῤ㈽屯㕤屯䓊㉝㉤嫱⇠炾㉝㉤㑼ᾅ嫱⇠ˤ㈽屯䴻䎮⎗妪䩳⎰ℙᶵ崭忶 10%㛔
➢慹屯䓊㶐ῤ䘬岤⚆⍲⍵⎹岤⚆⋼嬘ˤ
㛔➢慹⎗⮯ᶵ崭忶 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 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 Baa3 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2

181

Ჟ丶ঠᓖࡨۥส䠁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䇂Ⱙ՚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㤊ន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䇂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䓵
㦜ᨥ⼇䇑唲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㵗䗺䇂Ⱙ⭥噭卶
(i)

䇱励 FII᷐FPI 䈾⭹㸜⭥噭卶

- ᩊ㑬㵗䗺䇂Ⱙ㈔ש՚ڶ䑤㦐᷍⡟〚㆑ಃⷚሟ FPI 䃯㏞咗ⳛ〚⫢〚㆑嗱ن㻣䈾᱄ᩊ㑬ㆴ⧷㡅䈾⭹㸜᷍⡟〚
㆑唻䔒㧕ⶪᒍミ䄵⧪ᩊ FPI 䃯㏞㻣⭥᱙ⳛ〚⫢〚㆑ᱚ᷍⟝㎉ (i) 䊻䇂Ⱙ㈔㶃⧪㑃〓䈾⧪㑃᷍ゑ (ii) 䔏㩺䇱
20 㘜㵗䗺䎀᷍Ϭ᪐㦯⼯䄜ӡ㦬㵗䗺䎀⧷䇱⡟〚㆑⧍䩿 49% ⭥⳾ᷜ㸊㲩㧕⡟〚㆑㚔㘜ᗤᕬ㵗䗺䎀⧷䇱⡟〚
㆑⧍䩿 49% ⭥⳾ٕ᷍䉴㘜ᗤᕬ㵗䗺䎀⡟㪎唻ⳛ〚⫢〚㆑᱄䊻⩀Ⰹ⡟〚㆑⭥㵗䗺䎀ኖ㚠ጓ᷍䐒ㅴ㵗䗺䎀
㜄㼁励㵗䗺䎀㉚䊻㋝䐏㑱᱄⪬㶃᷍䊻䰮Ⰹ㼁励㵗䗺䎀ጓ᷍䐜䇱つ⫃ᩊ۳ゐ䗺㆑ゑ䔘⨗㵗䗺㚠⭥ⱙ䈰㑃⭥౮妘
⭥㵗䗺䎀⤦䊻㋝䐏㑱᱄㧕㸕㚽ⴜ⼰㩰㭗ᒍミٕ᷍⡟〚㆑⭥ FPI ⭹㸜㋪⡜ SEBI ⧘丯᱄

- ⡟〚㆑⭥ FPI ⭹㸜䅁㋪䊻⨗㻣㑱㡅㰜㤊នጓ⡜ SEBI ⧘丯᷍㏞㧈㸕㚽ⴜ⼰⡟〚㆑ⷚሟ FPI 䃯㏞ⱙ⍡㬻⨗ FPI ⭹
㸜㰚䄡ሟ⭥㦯⼯ᒍミ᱃⡟〚㆑䪁ⳕ SEBI 〓䇂ⰩׇՅ䶚㾱᷉᱙䇂Ⱙ䂌㾱ᱚ᷊㰚⤜ጓ喤Ѳ⭥㦯⼯䪎䇤䃯ٕ᱃䃯
㏞᱃䐙㒏᱃㵉㸥ミ⭩᱃㈑唹㵗䗺㏎Ч䐿䇱㻿⹌㯟⭥ FII 䈾⭹㸜⡜䈾丯᱃⟳㩎⡅⤜䊺㬨 FPI 䃯㏞㻣⼰䗺ⷒ
㯟ⳉᚁۿ᷍䄵⢄ⷚሟ FPI 䐧Ⱙಇ䇂Ⱙ䔘⨗㵗䗺᱃䃯 FPI 㵗䗺⭥䇂Ⱙ䪎䇤ⳉ㔪᱃䃯ٕ᱃䃯㏞䇱䒤⭩᱄⡟〚㆑⭥
䈾⭹㸜㧕⡜⧘丯᷍ಇ⡟〚㆑ᕬ⧪⤜㏜䇑唲᷍䅓⡟〚㆑⤜㚽䊺㵗䗺咗䇂Ⱙ㈔ש՚ڶ䑤㦐᷍䅁᪐ⳉ䪀䐣㡅㚠ᖬ
ゑ㵗䗺⥀㔵᱄

- 䘟႕䈾⭹㸜㚬㜄 FII ⭥䈾⭹㸜㵍ጓレ䐚᷍ⱙ䘟႕㚬䊻䐏㣑ⷚሟ FII 䃯㏞㼓 SEBI 䈾ⱙ⍡❍㝧᱄䉴
FII 䈾⭹㸜䄜⭊䈾丯᷐㬈㾈᷍䘟႕⭥䈾⭹㸜䅁⡜⧘丯᷐㬈㾈᱄ᅲ䁵䐏᷍⡟〚㆑⭥䘟႕䈾⭹㸜
㚬㜄 FII᷉⡟〚㆑ⷚሟ FII 䃯㏞⍡㡅䈴㋪䈾ᩊ䘟႕᷊⭥䈾⭹㸜㵍ጓレ䐚᱄㦜ⱙ᷍㧕⡟〚㆑ⷚሟ FPI 䃯㏞
⋻㑃䈾ᩊ FPIٕ᷍⡟〚㆑⭥䈾⭹㸜ಃ⤜䊺㜄 FII᷉⡟〚㆑ⷚሟ FII 䃯㏞⍡㡅䈴㋪䈾ᩊ䘟႕᷊⭥䈾⭹
㸜㵍ጓレ䐚᱄

- 㧕⡟〚㆑⤜⍡䓝䄵 FPI 㪎⳾䈾᷍䇷〓㡅 FPI 䈾⭹㸜䅓㦯⼯㏎䇪ⱙ⡜⧘丯᷍⡟〚㆑ಇ䇂Ⱙ䑤㦐䔘⨗䩮䄜⤞㵗
䗺䇷〓⧷䇱ゑ⨗㬼䇱㵗䗺⭥㚽㑇㗪㬽⤜㏜䇑唲᱄⡟〚㆑唻ಃ㡅䄵䘟႕᷐FPI 㪎⳾䘰㧌⭥㰚⧷㦌⤠䇂Ⱙ
䑤㦐䒤᱄䉴唸䒤〓唻䄵䐹⫔䍼䒭䩮㾱᷍䄵䐣⡟〚㆑㋪㚽㗪㬽噡䑙᷐䐹⫔㱾ᆑ᱄

- 䊺䎀᷍㧕〚㆑䈾⧪㑃ङコ㸕㚽ㆴ⧷ FPI 䃯㏞㻣㋪ಇ䇂Ⱙ䔘⨗㵗䗺⭥⼰䗺ⷒ㯟ⳉᚁۿٕ᷍㬈㦆䉴唸䋫㋪⭹㸜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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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㚽ಇ⡟〚㆑䊻䐹⍡㡅⼰䗺ⷒ㯟ⳉᚁ⭹ۿ㸜䐏㣑䩮䄜⤞㵗䗺䇂Ⱙ䑤㦐⭥㚽㑇ᕬ⧪⤜㏜䇑唲᱄
(ii)

FPI ⭥䇂Ⱙ㵗䗺嗟Ⱙ

- 㚠㣑᷍FPI 㵗䗺䇂Ⱙ㈔ש՚ڶ䑤㦐唻㬽䕼ฦ㻿嗟䃯㻿᷍䉴㻿嗟㋪⤜ጓ㾿䆧᱄䅓⪬᷍⡟〚㆑〓թ咗㋪㦂⭤ FPI
嗟Ⱙጓ⤦㚽ઓ㵗䗺咗㈔ש՚ڶ䑤㦐᱄㚽ⴒ㦂⭤ FPI 㵗䗺嗟Ⱙ᪐ⳉ喢䆬᷍䅓⪬⡟〚㆑㋪㚽䇱ጓ⧷䇱⫔㑠䇂Ⱙ㈔㶃
Ϭ⳨䄵䇂Ⱙ⟳⡩䆬֓⭥㵗䗺唸㚠᱄

- 䊺䎀᷍䇂Ⱙ䂌㾱ゑ SEBI ㋪⤜ጓಇ㵗䗺䎟ⶏ՚ڶ䑤㦐ゑ㡔ᔪ՚ڶ䑤㦐౮㬊嗟㶃㻿䐧᱄䇱励㻿䐧〓᷉㜆㏞ⱙ
䁵᷊㈷㻿㵗䗺ㄼ㏎䐏㵗䗺⹁☁᷍䄵䐣Ⳣ⫬ध匁䪀䐣⡟〚㆑㚠ᖬ⭥㚽㑇᱄
(iii)

䇂Ⱙ⯱ڶ噭卶

- 㰚䇱 FPI ㉚唻㈮㏜㻃㬶㧌㌶ぜ喢㋼⯱᱄咗䍣⧭㋐❍䐏㦶᷍ⷚሟ䇂Ⱙ◵⭹⯱ⳉڶ㔪᷍㏜㻃㬶㧌喢㋼⯱⯱㔫䄜⟄ᩊ
5%᷉䅓䪎䇤ゴ䗮ゑㅭ䈞⭹Ⳟ⯱唸⭩ⱙ㳂ⷀ᷊䐢 20%᷉䅓䪎䇤ゴ䗮ゑㅭ䈞⭹Ⳟ⯱唸⭩ⱙ㳂ⷀ᷊᷍䃶⽖՚
⹅ڶ㉀⭥㾵䘝ⱙⰉ᱄㲩 FPI 䅓䦥䒭䑤㦐ⱙ䄵䗺⡟䋗䐖㾯㬞◂㪛㬶㧌ٕ᷍㹄唻䐈喢㋼⯱᷍FPI 㿉䐒ㅴ㼓䇂Ⱙ⯱
ڶᗤ励㌶ぜ䗺⡟䋗䐖⯱᱄咗䍣⧭㋐❍䐏㦶᷍䃶⽖⧷䇱䑤㦐㠻刈凭Ⱝ⭩ⱁ唸䅓㯹᷍䗺⡟䋗䐖⯱⯱㔫ㆊ⽖㒄䐢 30%
᷉䅓䪎䇤ゴ䗮ゑㅭ䈞ゴ⯱⭩ⱙ㳂ⷀ᷊᱄⪬⭩⯱㔫㋪⤜ጓⷝⶥ᱄䇱励Ⳟ㘇ಃ㈮⡟〚㆑ⱙᩊ㏜㻃㬶㧌喢㋼⯱
䄵ゑ䗺⡟䋗䐖⯱䔘⨗㦌㘇ᇽՅ᷉⟝㎉䄲䒤ゑ㸕䒤䋗䐖᷊᱄䇪咗⡟〚㆑䄵⟳㩎⡅ SICAV 㾯㬞⧪㑃᷍⡟〚㆑
⤜⍡㼎ᒍご㏜䅇᱄ⶦ⤜⡄䑤䇱⯱ⳉڶ㔪ゑ䃯㏞⤜䊻㦶䲂䔘⨗㉀䓘㯾㾈䇤⭥㾿ⶥ〓㾿䆧᱄⯱ⳉڶ㔪ゑ䃯㏞
㧈䇱㦯⼯ⶥ䒤᷍㉚㋪㚽ಈ䐣㏜㻃㬶㧌喢㋼⯱ゑ䗺⡟䋗䐖⯱㎼䆬⤜䔄〓䩿ⱁ᷍〓㒏⡟〚㆑㵗䗺⭥㬶㧌ゑ᷐〓֓
䐖㻣ㅖ᷍⡟〚㆑⭥䗺◂ᠲ䐖〓䊻㡅䲂䔘⨗䌜䎜᱄㚠㣑 FPI ㈮䇂Ⱙ⯱ⳉڶ㔪ⱙ䁵㚬⡜䃶ᩊ FII᷍㰚⍡⯱⫞ڶ䈗㜄
FII 㼁㵍᱄
(iv)

㵗䗺䇂Ⱙ՚ڶ㬱ৗ⭥噭卶

- 㲩⪯な㬱ৗ⤜』䠴᷍⡟〚㆑㋪㚽唻⧷䇱՚ڶ䑤㦐䐢⭞㠻㦶᱄㲩ㅴ⍡ኖ㑠㼁◵⭥䚩⿹䄋㤔᷍⡟〚㆑〓唻䄵䐹⫔䍼
䒭䒤㡅㵗䗺䄵ᣮ䔄䉴⭩䄋㤔᷍⡟〚㆑䗪䘖䉴⭩䑤㦐ጓ㋪㚽㗪㬽ᆑ㬈᱄

 㵗䗺䇂Ⱙ䑘ᚁ՚ڶ䑤㦐⭥噭卶
⡟〚㆑㋪㵗䗺咗䇂Ⱙ䑘ᚁ՚ڶ䑤㦐᱄䉴⭩䑤㦐䄜⟄ᷛ

- 㜄䣿ⷀ䉖な՚ڶ䑤㦐㼁⡩㉀䇱䣿ⷀ䪁ご噭卶᱄
- 㜄䣿ⷀ䉖な՚ڶ䑤㦐㼁⡩㶚㶚䣿ᩊ⤉ڴ᷍䅓⪬᷍㜄䣿ⷀ䉖な՚ڶ䑤㦐㼁⡩᷍⤜㏜ㄼᦛ㬣ミಇ䇂Ⱙ䑘ᚁ՚ڶ䑤㦐
֓ⷒ⭥䇑唲㋪㚽䣿࣡䐹᱄

- 㶚㶚䣿䄸㬽⭞㲹Ⰹ䑘ᚁ❍㾱ᗤᕬ᷉㏞㧈䇂Ⱙ᷊䊻ㄼᦛ᱃㬱ৗ᱃䎟䐯ゑ⟰Ⳟ㘇⭥㬣❍䍚䇑唲᷍㏞㧈ㄼᦛ㯆㵬
䇱㋪㚽ಇ䑘ᚁ❍㾱ᗤᕬ⭥䕵䎟ᯏនゑ᷐〓䑘ᚁ❍㾱ᗤᕬ⭥㔥㾱՚⧱ڶማ⭥㚽㑇ゑ᷐〓䉴䑘ᚁ❍㾱ᗤᕬ⭹ۿ᷉䊻
⪬㤊នゕ䇂Ⱙ᷊㰚❍㾱䉴⭩ⷀ㬶䅇՚ڶ䑤㦐⭥㬱ৗ֓䐖ᕬ⧪⤜㏜䇑唲᱄
㩰㭗ⷘ唸䇂Ⱙ䑘ᚁ՚ڶ䑤㦐⭥㲹㩌㉚䇱㋪㚽ಇ⡟〚㆑ゑ᷐〓㵗䗺䎀⭥㏜䅇ᕬ⧪⤜㏜䇑唲᱄

 㶃۳䐧噭卶
- ⟳⡩㚠㣑Ϭ⳨㋪䓵䇪חᅲ⭥䕼ฦ᷍唻㬽䇂Ⱙ䎟ⶏ㰚㬊ゴ⭥㶃۳䐧䎟⥀㰚䃯㻿᱄䄜⭊⟳⡩۳㔫䅓㶃۳䐧〓䕼
ฦחᅲ䐧ⱙ⨗㦯⼯⤜㏜䒤ڴ᷍㉚㋪㚽ಈ䐣⡟〚㆑䗺◂䗩䐖᷍㌿ⱙಇ⡟〚㆑⭥䗺◂ᠲ䐖䋍⧪⤜㏜䇑唲᱄

- 䇂Ⱙ䎟ⶏ㰚㬊ゴ⭥㶃۳䐧䎟⥀㋪䈉䒤ⷝ᷍〓ಇ⡟〚㆑ゑ㡅㵗䗺䎀䋍⧪⤜㏜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
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
䲂ゕጓ㻣ㅖ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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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
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25%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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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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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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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䇃便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㭷⬋㳦〗炼劙挲炸栆⇍
C炷㭷⬋㳦〗炼劙挲炸栆⇍

**

0.83%**
0.60%**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䇃ङⷀ䘝՚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天䚖㧁炻㗗德忶ᶨ枭䓙劙⚳⍲⚳晃⭂〗⍲屐⸋ⶪ⟜嫱⇠䳬ㆸ䘬䭉䎮㈽屯䳬⎰炻䁢㈽屯侭㍸ὃ劙挲㓞ℍˤ
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岒䳈忼㈽屯䳂⇍䘬劙挲⁝⇠⍲屐⸋ⶪ⟜ⶍ℟ˤ⭂〗嫱⇠⍲屐⸋ⶪ⟜
ⶍ℟Ỽ䘬㈽屯㭼ἳ⮯夾᷶ね㱩侴㚱㓡嬲ˤ㈽屯䳬⎰Ṏ⎗⊭㊔᷎朆ẍ劙挲妰₡䘬嫱⇠炻ょ娚䫱嫱⇠⎗ẍ⮵㰾㈨ⶏ䌚
⼿⛐劙挲妰₡㕡朊䘬ᾅ晄ˤ㛔➢慹᷎⎗㈽屯㕤⎗㎃偉⁝⇠炻Ỽ㭼ἳ㚨檀䁢㛔➢慹屯䓊㶐ῤ䘬20%ˤ
㛔➢慹⎗⮯崭忶35%䘬㛔➢慹屯䓊㶐ῤ㈽屯㕤劙⚳㓧⹄䘤埴⍲炾ㆾ㑼ᾅ䘬⁝⊁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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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慹⎗⮯ᶵ崭忶30%䘬㶐屯䓊㈽屯㕤䎦慹⍲屐⸋ⶪ⟜ⶍ℟ˤ
㛔➢慹⎗⮯⮹㕤3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㛔➢慹⎗ᶵ㗪↢ⓖ⇑䌯㛇屐ẍ㷃⮹⍫冯⁝⇠ⶪ⟜ㆾ㕤⁝⇠ⶪ⟜ᶳ嵴㗪䁢㛔➢慹岢⍾㓞䙲ˤ
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
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䇡㍎՚㦐⭥噭卶 - ⡟〚㆑⍡䓝㵗䗺咗䇡㍎՚㦐᱄䇡㍎՚㦐᷉Ϭ᪐⭞㠻㦶⭥՚㦐᷊㋪㚽䊻㧕ⶪ㬱ន㻣⧱ማ嗟㶃
⭥㒘㵉㾵噭卶᱄䉴⭩㵗䗺唸㚠咗㬽ਜ਼㬱ৗ┉㈔㻣⭥㒘㵉㾵㋪㚽䇱㻿Ϭಇ⨗㬼֓ⷒ䋍⧪䕴㘇䇑唲᷍㌿ⱙಇ⡟〚㆑⭥⢎
䋍⧪䕴㘇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䇃便՚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ⷀ咗㠞
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䇃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
䓵㦜ᨥ⼇⭥䇑唲᱄

-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2

187

Ჟ丶㤡഻儈䌚ࡨۥส䠁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㧈⼯ᷠ
 〚㆑ㄼ㏎䋫ᩊ$᷉㗠ゟ㝪㻃᷎䇃便᷊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䇃便᱄
⳾嗱ن䩿㶚⢎⭥ኖሟ䄵䇃便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 : 0.625%
C 栆烉0.4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27%
C 嗱ᷛ䔏ⱁᩊ 0.2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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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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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唹㗡䊋ᔰⰭ㠻՚㦐〚㆑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ⶒ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䳗䧵炼伶⃫炸栆⇍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0.39%**
0.27%**

㊩临㓞屣㔠㒂ᷫ㟡㒂枸妰⸜䌯⊾䷥屣䓐炷ᶵ⊭㊔㈽屯䳬⎰Ṍ㖻屣䓐炸 Ộ䬿炻᷎ẍ㕤⎴㛇⸛⛯屯䓊㶐ῤ䘬䘦↮䌯堐
䣢炻⎴㗪Ṏ⊭㊔姕⭂䘬㊩临㓞屣ㆾ䆇忳㓗↢䘬ảỽ惴ねᶲ旸炻娛ね庱㕤墄䶐-楁㷗㈽屯侭墄⃭屯㕁ˤ䭉䎮℔⎠⎗ᶵ
㗪⮵㊩临㓞屣ㆾ䆇忳㓗↢姕⭂惴ねᶲ旸ˤ⛐䫎⎰㈽屯侭㚨Ἓ⇑䙲ね㱩ᶳ炻䭉䎮℔⎠⎗ℐ㪲惴ね㰢⭂姕⭂ㆾ㑌扟ảỽ
惴ねᶲ旸炻ẍ䡢ᾅ⎬➢慹䘬㊩临㓞屣ṵ℟䪞䇕≃ˤᶲ旸⎗傥㭷⸜ἄ↢婧㔜炻侴῀劍ảỽ⮎晃屣䓐崭忦ᶲ旸㯜⸛炻ⶖ
柵⮯䓙䭉䎮℔⎠㈧㑼ˤ㊩临㓞屣㔠㒂⎗傥㭷⸜ἄ↢婧㔜ˤ

㻃䎟⥀: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㗡䊋ᔰⰭ㠻՚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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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㖐⛐⮎䎦崭忶3ᾳ㚰伶⃫ΐ㔎戨埴⎴㤕㉮〗䘬䷥⚆⟙ˤ
㛔➢慹⮳㯪德忶㈽屯㕤⁝⊁嫱⇠⍲䎦慹侴⮎䎦℞䚖㧁ˤ⁝⊁嫱⇠⎗⊭㊔㓧⹄⁝⊁嫱⇠ˣ⭂〗⍲㴖〗ẩ㤕⁝⊁嫱⇠ˣ屯
䓊㉝㉤嫱⇠ˣ屐⸋ⶪ⟜ⶍ℟⍲䫱⎴䎦慹ˤ
㛔➢慹㚫⮯军⮹70%䘬屯䓊㶐ῤ㈽屯㕤ẍ伶⃫妰₡䘬⁝⊁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屯䓊㉝㉤嫱⇠ˤ娚䫱⁝⇠㕤岤屟㗪㚨⮹㑩㚱AAA䳂䘬ᾉ屠姽䳂ˤ
㈽屯䳬⎰⸛⛯⬀临㛇⮯ᶵ崭忶12ᾳ㚰ˤ⯙㛔➢慹侴妨炻⁝⊁嫱⇠㕤岤屟㗪䘬∑检⸜㛇⮯ᶵ崭忶3⸜ˤ
㛔➢慹⎗⮯ᶵ崭忶5%䘬屯䓊㶐ῤ㈽屯㕤朆㈽屯䳂⇍⁝⊁嫱⇠炷朆㈽屯䳂⇍⭂佑䁢Ỷ㕤㧁㸾㘖䇦⍲よ嬥䘬BBB-ᾉ屠姽
䳂炻ㆾ䧮徒䘬Baa3ᾉ屠姽䳂ㆾᶨ攻䌚⚳晃娵⎗䘬姽䳂㨇㥳䴎Ḱ䘬⎴䫱姽䳂炸炻Ữᶵ㚫㈽屯㕤Ỷ㕤㧁㸾㘖䇦姽䳂㨇㥳䴎
ḰB-䳂ᾉ屠姽䳂ㆾ⎴䫱姽䳂䘬嫱⇠炷ㆾ῀䁢㛒䌚姽䳂⁝⊁嫱⇠炷⌛㛒䌚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䫱ảỽ⚳晃姽䳂㨇㥳䴎
Ḱ姽䳂䘬⁝⊁嫱⇠炸炻⇯䡢⭂䁢⎴䫱䳂⇍嫱⇠炸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Ḻ
㎃⍲墯暄㛇㪲䳸㥳ⶍ℟炸ˤ䚠斄埵䓇ⶍ℟⎗傥⊭㊔ᾉ屠ˣ⇑䌯⍲屐⸋䘬埵䓇ⶍ℟ˤ䃞侴炻㛔➢慹ᶵ㚫䁢㈽屯䚖䘬侴⺋
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朆伶⃫㈽屯㒔⮯惴ね䓐㕤冯伶⃫ἄ⮵㰾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
〚㆑〚⡟䕼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㵗䗺咗䗺◂⭷䁛䑤㦐⭥噭卶 - ⡟〚㆑㋪ಃ㡅⤜⧍䩿 20%⭥䗺◂ᠲ䐖㵗䗺咗䗺◂⭷䁛䑤㦐᷍⪬⭩䑤㦐㋪㚽ⷀⰩ⤜㒘
㵉᷍㣳㦾䄸⨗䐹⫔֓ⷒ⤉ڴ᱄㜄㡅㰜՚ڶ䑤㦐㼁⡩᷍⪬⭩⹅㉀⧱㬽ⷝ⫔⭥㾦䇤᱃㒘㵉㾵ゑ㏜㔫噭卶᱄⪬⭩䑤㦐㶚
㶚⧱㬽䁴㠻ゑ喢噭卶᷍䄵ゑ㸕㚽㔥㾱㜄㼁励䗺◂㼁励⭥㌏䖀㦯⭥噭卶᷍㋪㚽ಇ䑤㦐⭥⿹ᕬ⧪⤜㏜䇑唲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䄵㗡䊋䆬䐖⭥՚ڶ䑤㦐〓⹅㉀ ᷍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 ⡟〚㆑֓䐖㋪㚽ⷝ䄸㬽䇑唲㗡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ڴ㾵᱃⯱ڶ᱃ⳉ㔪〓⟰㬣ミ䄵ゑ䓵
㦜ᨥ⼇⭥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䔘⨗⭥㵗䗺᷍㋪㚽唻⧱㬽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
㻣᷍䑘ᚁ❍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㲩䑘ᚁ
՚❍ڶ㾱ᗤᕬ⨗䪁ご᷍⡟〚㆑㋪㚽㗪㬽䐹⫔ᆑ㬈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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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㖾ݳᾥ⸝ᵏࡨۥส䠁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㧈⼯ᷠ
 〚㆑ㄼ㏎䋫ᩊ$᷉㎼Ⲇ᷎㗡䊋᷊嗱ن᷉᱙⳾嗱نᱚ᷊᷍䔘ᩊ











⡟〚㆑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㸜
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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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ᶵ怑䓐

䦥ᅲ䗮

⤜䪎䇤

䚩⿹䗮

⤜䪎䇤

3

Ჟ丶㖾ݳᾥ⸝ᵏࡨۥ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0.25%
C 栆烉0.1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10%
C 嗱ᷛ䔏ⱁᩊ 0.05%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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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㖾഻儈᭦⳺ࡨۥ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㗡ङ⭥ Invesco Advisers, Inc.᷉⤠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58%+
A炷㫸⃫⮵㰾炸㭷⸜㳦〗炼㫸⃫栆⇍
1.58%+
1.58%+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58%+
A炷㭷㚰⚢⭂㳦〗炼伶⃫炸栆⇍
1.58%+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03%+
C炷䳗䧵炼伶⃫炸栆⇍
1.03%+
C炷㭷⸜㳦〗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㳦〗炷偉〗炷⤪㚱炸⮯㚫㭷㚰㊱⚢⭂偉〗䌯⎹㈽屯侭㳦Ẁˤ娚偉〗䌯⮯军
⮹㭷⋲⸜Ḱẍ慵妪ˤ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
㑍Ẁ娚偉ấ栆⇍䘬ℐ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炷忋⎴℞Ṿ攳㓗炸炻ẍ农娚偉ấ栆⇍
⎗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
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㗡ङⷀ㬶䅇՚㦐〚㆑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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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檀㓞䙲⍲忼农攟㛇屯㛔⡆ῤˤ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伶⚳䘤埴㨇㥳
䘤埴䘬朆㈽屯䳂⇍⁝⊁嫱⇠炷⊭㊔⎗廱㎃⁝⇠⍲㛒䌚姽䳂⁝⊁嫱⇠炸ˤ娚䫱伶⚳䘤埴㨇㥳⊭㊔(i)姣Ⅎ彎ḳ嗽姕㕤伶⚳
⍰ㆾ⛐伶⚳姣Ⅎㆸ䩳ㆾ䳬ㆸ䘬℔⎠⍲℞Ṿ⮎橼炻ㆾ(ii)姣Ⅎ彎ḳ嗽姕㕤伶⚳⠫⢾Ữ℞䳽⣏悐ấ㤕⊁⛐伶⚳䴻䆇䘬℔⎠⍲
℞Ṿ⮎橼炻ㆾ(iii)㍏偉℔⎠炻侴℞㊩㪲䙲䳽⣏悐ấ㈽屯㕤⛐伶⚳姕䩳姣Ⅎ彎ḳ嗽⍰ㆾ⛐伶⚳姣Ⅎㆸ䩳ㆾ䳬ㆸ䘬℔⎠ˤ
㈽屯䴻䎮㒔惴ね⮯朆伶⃫㈽屯枭䚖冯伶⃫ἄ⮵㰾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ᶵ䫎⎰ᶲ徘夷⭂䘬⁝⊁嫱⇠ㆾ⃒⃰偉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ᾉ䓐姽䳂㛒忼㈽屯䳂⇍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屯䴻䎮晾ᶵ㒔㈽屯㕤偉㛔嫱⇠炻ょ㚱⎗傥⚈䁢ẩ㤕埴≽ㆾ℞Ṿ廱㎃侴㊩㚱娚䫱嫱⇠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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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䑘䄋㵗䗺咗㗡ङ❍㾱ᗤᕬ㰚❍㾱⭥՚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᱄

- ⡟〚㆑⭥֓䐖〓䣿䄸㬽⭞䇑唲㗡ङ㬱ৗ⭥⤜㏜⭥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㒘㵉㾵᱃⯱ڶ᱃ⳉ㔪〓⟰㬣ミゑ
䓵㦜ᨥ⼇䇑唲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㧈⼯ᷠ
 〚㆑ㄼ㏎䋫ᩊA᷉㗠䊣Ⰹ㝪㻃᷎㗡䊋᷊嗱ن᷉᱙⳾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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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ᱚ᷊᷍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
䪎⭥⫛⢎㸜嗱ن᱄
〚㆑⧪㑃㦶㠻ᷛ2012㛋6䊣27㦶᱄
⳾嗱⧪ن㑃㦶㠻ᷛ2012㛋6䊣27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
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
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3

Ჟ丶㖾഻儈᭦⳺ࡨۥส䠁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25%
C 栆烉0.75%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3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4

197

Ჟ丶㖾഻儈᭦⳺ࡨۥส䠁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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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㠘䗺㑰ⶦ䄋
Ჟ丶ӎ⍢ᒣ㺑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㼄ⶼ⭥㈑唹㵗䗺㏎䇱㻿⹌㯟᷉⤠ש㸐㦯᷊

〚⡟䕼ฦ:

㗡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66%+
A炷≈⃫⮵㰾炸㭷㚰㳦〗炼1炼≈⃫栆⇍
1.66%+
1.66%+
A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66%+
A炷䲸⃫⮵㰾炸㭷㚰㳦〗炼1炼䲸⃫栆⇍
1.66%+
A炷䳗䧵炼伶⃫炸栆⇍
1.66%+
A炷㭷㚰㳦〗炼㷗⃫炸栆⇍
1.66%+
A炷㭷㚰㳦〗炼伶⃫炸栆⇍
1.66%+
A炷㭷㚰㳦〗炼1炼伶⃫炸栆⇍
1.66%+
A炷㭷⬋㳦〗炼㷗⃫炸栆⇍
1.66%+
A炷㭷⬋㳦〗炼伶⃫炸栆⇍
1.11%+
C炷㫸⃫⮵㰾炸䳗䧵炼㫸⃫栆⇍
1.11%+
C炷䳗䧵炼伶⃫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㦌㛋⧷㍎㬶䗮ᷛ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

C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1

199

Ჟ丶ӎ⍢ᒣ㺑ส䠁
㈑唹Ч䐿㠞⽃〚㆑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天䚖㧁炻㗗德忶㈽屯㕤Ṇ⣒⋨炷ᶵ⊭㊔㖍㛔炸偉䤐⍲⁝⊁嫱⇠ẍ岢⍾㓞ℍˤ㛔➢慹᷎ẍ㍸ὃ攟㛇屯㛔⡆ῤ
䁢䚖㧁ˤ㛔➢慹⮯ᷣ天炷㛔➢慹㚨⮹70%䘬屯䓊㶐ῤ炸㈽屯㕤ᶨ枭⣂⃫⊾Ṇ⣒⋨炷ᶵ⊭㊔㖍㛔炸偉䤐⍲⁝⊁嫱⇠䳬⎰ˤ
偉䤐冯⁝⊁嫱⇠ᷳ攻䘬↮惵㭼ἳ⎗㊱㈽屯䴻䎮惴ね㰢⭂⍲⚈ㅱⶪ㱩侴㓡嬲ˤṆ⣒⋨炷ᶵ⊭㊔㖍㛔炸ᶲⶪ⛘䓊㈽屯ᾉ
妿➢慹炷ˬREIT˭炸Ṏ⛐㬌䭬䔯ᷳℏˤ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冯䫱⎴䎦慹ˣ屐⸋ⶪ⟜ⶍ℟ˣ
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䘤埴䘬偉䤐ˣ偉䤐䚠斄嫱⇠⍲⁝⊁嫱⇠ˤ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
ㆾ㚱⎗廱㎃⁝⇠ˤ㛔➢慹⛐⚳⭞↮惵ᶲ㍉⍾曰㳣䘬㕡憅炻㵝味Ṇ⣒⋨炷⊭㊔⌘⹎㫉⣏映⍲⣏㲳㳚炻Ữᶵ⊭㊔㖍㛔炸䘬
㈽屯ˤ
㛔➢慹⎗⮯ᶵ崭忶1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䘬⚳⭞䘤埴ㆾ㑼ᾅ䘬嫱⇠ˤ
㛔➢慹⎗⮯ᶵ崭忶6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嫱
⇠炸⍲炾ㆾᾉ䓐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
屠姽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㰾⍲㚱㓰䌯㈽屯䳬⎰䭉䎮䚖䘬侴忳䓐埵䓇ⶍ℟炻⊭㊔炷Ữᶵ旸㕤炸㛇屐ˣ怈㛇⎰䲬ˣᶵṌ㓞怈㛇⎰䲬ˣ
Ḻ㎃⍲墯暄㛇㪲䳸㥳ⶍ℟ˤ娚䫱埵䓇ⶍ℟᷎⎗⯙埵䓇ⶍ℟ℵ妪䩳埵䓇ⶍ℟炷⌛怈㛇Ḻ㎃ˣḺ㎃㛇㪲炸ˤ䃞侴炻㛔➢慹
ᶵ㚫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炷⌛妪䩳慹圵埵䓇ⶍ℟ẍ忼农㈽屯䚖㧁炸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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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丶ӎ⍢ᒣ㺑ส䠁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Ч㲌ۿ᷉⤜⟝㎉㦶⡟᷊㠒ゑ՚ڶ䑤㦐᷍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
噭卶⧭Ⱙ᷍⡟〚㆑〓⨗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
䪎䇤咗⡟〚㆑᱄

 㵗䗺咗 REIT ⭥噭卶
- ⡟〚㆑⤜䐒ㅴ㵗䗺咗Ⳡ⭹◂᷍ⱙ䊻㡅䐒ㅴ㵗䗺咗 REIT ⭥⹁छש᷍咗⡟〚㆑㘇⭥㦯⼯㻃䎟⥀〓㻃㝪
㸕⡹⫛⢎㼁励 REIT ⭥㻃䎟⥀〓㻃㝪᱄㼁励 REIT ⤜䄜Ⰹ⍡ CSSF ゑ᷐〓㼄ⶼ䑤㦐ゑ㠻䕼㬣⥍⟰ڶ㸐
᷉᱙䑤⟰ᱚ᷊䋫㋪᱄

- 䌩㒕䅃᷍⡟〚㆑㚬ⷚሟ䑤⟰㸜㾦䆻ゑ⿆〚㆑㬹ٕ᷉ⱙ⳨䑤⟰⭥Ⳡ⭹◂㵗䗺㾦䆻〚㆑㬹ٕ᷊ⱙ⍡䋫㋪᱄
CSSF ゑ᷐〓䑤⟰䋫㋪Ϭ⤜➖㬟䎞㬞⼬䓝〓㵧㭾᱄

 㾣㜅㬱ৗ噭卶 - ⡟〚㆑䅓㵗䗺㾣㜅㬱ৗ㋪㚽㪇ゑⷝⷀ噭卶ゑ䄜⟄㜄㵗䗺咗䣿⧪㭍㬱ৗ᪐励⭥㲹ن㋝䅓㯹᷍㏞㧈䇑
唲㼁励㬱ৗ⭥㒘㵉㾵噭卶᱃䕼ฦ噭卶᷐䐧᱃䎟䐯ゑㄼᦛ⭥⤜⩀Ⰹ䅓㯹᱃䎟⥀᱃ⳉ㔪〓⟰㬣ミゑ⯱ڶ噭卶᱃ヺ㰄
噭卶᱃䆻噭卶䄵ゑⷀⰩ⤉⭥ڴ㋪㚽㾵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㔫㵗䗺ヮ⼰
㏎〓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ಇ㬷᷐㾦䇤噭
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噡䑙ⷀ咗⡟〚
㆑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ڴ䗺◂㞅䐤噭卶 - 㵗䗺ㄼ㏎ሎ䇱ⳛ⭥䓤㤊ᚁ᷍㋪咗䗺◂嗱⹁نछ⤜〓ש㵍⭥䗺◂嗱ن䐏刈䩮㾱呁』㞅䐤᱄㈮⤜
㵍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䩮㾱㵗䗺㞅䐤〓ಇ⡟〚㆑⢎䋍⧪䐹⫔䇑唲᱄⡟〚㆑〓䅓⭮㞅㡅䲂乼⭤
噡䑙⿹⭥㬱ৗⱙ伆㬈ᔰ㉀㹝䅞㑇⭥㵗䗺ᗤ᷍䅁㋪㚽䅓⧍㞅㡅䲂乼⭤噡䑙㻣⮙⭥㬱ৗⱙ㗪㬽֓䐖ᆑ㬈᱄䅓⪬᷍㵗
䗺咗ⷘ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㼁励噭卶䐏刈⭥励㓴㾵ಃ却ጓ刈ⱙⶂڴ᱄䩡㋪㚽ಈ䐣⡟〚㆑⭥噭卶
㦂㼓⨗䩭㠻㾵䒤ڴ᱄⪬㶃᷍㵗䗺⭥Ⰹ㠻㞅䐤〓䌜䎜〓䣿䩽䇤呐㞅䐤⥀㔵⭥〚㆑◂㪛ⷝⷀ⭥ㅜ䄸⧪⡟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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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㧈⼯ᷠ












〚㆑ㄼ㏎䋫ᩊ$᷉㗠ゟ㝪㻃᷎㗡䊋᷊嗱ن᷉᱙⳾嗱نᱚ᷊᷍
䔘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㗡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㗡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
㰄ጓ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
䊺㵗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
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25%
C 栆烉0.8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35%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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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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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㠘䗺㑰ⶦ䄋
Ჟ丶⌋ↀ⍢᭦⳺ㆆ⮕ส䠁
㈑唹⟳㩎⡅〚㆑㻖㑱 6,&$9 〚㆑

㼄ⶼ㵗䗺䎀䓃䅃
❍㾱ᗤᕬᷛ Ჟ丶ᣅ䋷㇑⨶ӎ⍢ᴹ䲀ޜਨ

2019 㛋  䊣  㦶

⡟ⶦ䄋㳂⹊䇱励⡟◂㠘⭥䐹䄋䗺㑰᱄
⡟ⶦ䄋ᩊ䍣⧭⭥䄜⤠⳾᷍Ϭ။㜄䍣⧭䄜҄刧䒙᱄
䌩㹑လ⡟ⶦ䄋ⱙ㵗䗺咗⡟◂㠘᱄

䗺㑰䄜䅼
〚㆑ㄼ㏎᷐㏎⹌㯟:

Invesco Management S.A.

㵗䗺ㄼ㏎:

䈰咗䇃ङ⭥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ש㸐㦯᷊

〚⡟䕼ฦ:

ᚸ䊋

⡄㦬᷉⫇ᗤᕬ᷊: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ㅜ䄸嗍㗽⧭Ⱙ:

㗠㦶

䕵䎟㛋Ⱙレヺ㦶:

2 䊣䔏䲂䄜㳍

㦌㛋⧷㍎㬶䗮ᷛ

A炷㽛⃫⮵㰾炸㭷㚰㳦〗炼1炼㽛⃫栆⇍
1.61%+
1.61%+
A炷≈⃫⮵㰾炸㭷㚰㳦〗炼1炼≈⃫栆⇍
1.61%+
A炷㷗⃫⮵㰾炸㭷㚰㳦〗炼1炼㷗⃫栆⇍
1.61%+
A炷䲸⃫⮵㰾炸㭷㚰㳦〗炼1炼䲸⃫栆⇍
1.61%+
A炷伶⃫⮵㰾炸䳗䧵炼伶⃫栆⇍
1.61%+
A炷伶⃫⮵㰾炸㭷㚰㳦〗炼1炼伶⃫栆⇍
1.61%+
A炷䳗䧵炼㫸⃫炸栆⇍
1.61%+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61%+
A炷㭷㚰㳦〗炼1炼㫸⃫炸栆⇍
1.61%+
A炷㭷⬋㳦〗炼㫸⃫炸栆⇍
1.61%+
A炷㭷⬋㳦〗炼䷥㓞ℍ炼㫸⃫炸栆⇍
1.06%+
C炷䳗䧵炼㫸⃫炸栆⇍
+
㊩临㓞屣㔠㒂ᷫ㟡㒂㇒军 2018 ⸜ 8 㚰 31 㖍㬊㛇攻⸜䌯⊾屣䓐昌ẍ⎴㛇⸛⛯屯䓊㶐ῤ妰䬿ˤ娚㔠㒂⎗傥㭷⸜ἄ↢
婧㔜炻᷎ᶵ⊭㊔䳬⎰Ṍ㖻屣䓐ˤ
㻃䎟⥀:

㶐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䳗䧵炷偉〗炷⤪㚱炸⮯㚫ℵ㈽屯㕤㛔➢慹炸
䷥㓞ℍ↮㳦炷偉〗炷⤪㚱炸⮯㚫⎹㈽屯侭㳦Ẁ炸#
㭷㚰㳦〗炼1炷偉〗炷⤪㚱炸⮯㚫㭷㚰⎹㈽屯侭㳦ẀˤSICAV ⎗惴ね(a)⽆䷥㓞ℍ
㑍Ẁ悐ấ偉〗炻(b)⽆屯㛔㑍Ẁ悐ấ偉〗炻⍲(c)⯙⮵㰾㭷㚰㳦〗炼1 偉ấ栆⇍侴
妨炷⤪怑䓐炸炻㳦Ẁ偉ấ栆⇍妰₡屐⸋冯㛔➢慹➢㛔屐⸋攻䘬⇑䌯ⶖ嶅ˤ㛔➢
慹ㆾ㚫⽆屯㛔⍲炾ㆾ⮎晃ᶲ⽆屯㛔㑍Ẁ偉〗炻ㆾ㚫Ẍ㬌栆偉ấ䘬㭷偉屯䓊㶐ῤ
㕤㭷㚰㳦〗㖍㛇⼴⌛㗪ᶳ旵炸
# SICAV ⎗惴ね⽆䷥㓞ℍ㑍Ẁ偉〗炻᷎⽆娚偉ấ栆⇍䘬屯㛔㑍Ẁ娚偉ấ栆⇍䘬ℐ
悐ㆾ悐ấ屣䓐⍲攳㓗炻ẍ农娚偉ấ栆⇍⎗䓐ἄ㳦Ẁ偉〗䘬⎗↮㳦㓞ℍ㚱⡆
≈ˤ⚈㬌炻娚偉ấ栆⇍ㆾ㚫⮎晃ᶲ⽆屯㛔㑍Ẁ偉〗炻᷎⎗傥Ẍ㬌栆偉ấ䘬㭷偉
屯䓊㶐ῤ㕤䚠斄㳦〗㖍㛇⼴⌛㗪ᶳ旵ˤ

㚨Ỷ㈽屯柵炾㚨Ỷ娵岤柵烉
偉ấ栆⇍
A
椾㫉炷䓛婳堐㟤↿
ảỽṌ㖻屐⸋炸

204

1,500 伶⃫
1,000 㫸⃫
1,000 劙挲
10,000 㷗⃫
120,000 㖍⚻
1,500 㽛⃫
1,500 ≈⃫

C
1,000,000 伶⃫
800,000 㫸⃫
600,000 劙挲
8,000,000 㷗⃫
80,000,000 㖍⚻
1,000,000 㽛⃫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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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䲸⃫

1,200,000 䲸⃫

-

-

⡟〚㆑㬨㬓怯◂㠘ᷠ
㈑唹ⳛᚸ䐿㬶䅇⥀㔵〚㆑ ᷉᱙⡟〚㆑ᱚ᷊㚬䄵⿆〚㆑㾯㬞ヮ⧪⭥〚㆑᷍咗⟳㩎⡅䈾᷍㬽⟳㩎⡅⟰◵㈷ CSSF ⟰
᱄

㚠ᖬゑ㵗䗺⥀㔵
㛔➢慹䘬䚖㧁㗗岢⍾檀㓞䙲⍲忼农攟㛇屯㛔⡆ῤˤ
㛔➢慹⮳㯪德忶ᷣ天炷军⮹䁢㛔➢慹屯䓊㶐ῤ䘬70%炸㈽屯㕤㫸㳚嫱⇠炷⁝⊁⍲偉㛔嫱⇠炸⮎䎦℞䚖㧁炻军⮹50%䘬屯
䓊㶐ῤ⮯㈽屯㕤⁝⊁嫱⇠炷⌛㫸㳚⍲朆㫸㳚⁝⊁嫱⇠炸ˤ
㛔➢慹⎗⮯⎰ℙ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䎦慹ˣ䫱⎴䎦慹ˣ屐⸋ⶪ⟜ⶍ℟ˣảỽᶵ䫎⎰ᶲ徘夷⭂䘬℔⎠ㆾ℞Ṿ⮎橼
䘤埴䘬偉䤐⍲偉䤐䚠斄嫱⇠炻ㆾᶾ䓴⎬⛘䘤埴㨇㥳䘬⎗廱嬻嫱⇠ˤ
㫸㳚嫱⇠ㅱ䎮妋䁢䓙㫸㳚㓧⹄ㆾ℔⎠䘤埴ㆾảỽẍ㫸⃫妰ῤ䘬嫱⇠ˤ㫸㳚℔⎠㗗姣Ⅎ彎ḳ嗽姕㕤㫸㳚⚳⭞炻ㆾ䳽⣏悐
ấ㤕⊁⛐㫸㳚䴻䆇炻ㆾ㊩㪲䙲䳽⣏悐ấ㈽屯㕤⛐㫸㳚⚳⭞姕䩳姣Ⅎ彎ḳ嗽䘬℔⎠ˤ
㛔➢慹⎗⮯ᶵ崭忶30%䘬屯䓊㶐ῤ㈽屯㕤ㆾ㚱⎗廱㎃⁝⇠ˤ
㛔➢慹⎗⮯ᶵ崭忶20%䘬屯䓊㶐ῤ㈽屯㕤忽䲬ㆾ塓夾䁢⬀⛐檀忽䲬桐晒炷䓙SICAV慸⭂炸䘬嫱⇠ˤ
㛔➢慹⎗⮯ᶵ崭忶100%䘬屯䓊㶐ῤ㈽屯㕤㛒姽䳂炷㛒䴻ảỽ⚳晃姽䳂㨇㥳炷ἳ⤪䧮徒ˣ㧁㸾㘖䇦⍲よ嬥炸姽䳂䘬⁝⊁
嫱⇠炸ㆾ姽䳂㛒忼㈽屯䳂⇍炷㛒忼㈽屯䳂⇍䘬⭂佑䁢㧁㸾㘖䇦⍲よ嬥䴎ḰBBB-ẍᶳ炻ㆾ䧮徒䴎ḰBaa3ẍᶳ䘬ᾉ屠姽
䳂炻ㆾ䓙⚳晃娵⎗姽䳂㨇㥳䴎Ḱ⎴䫱姽䳂炸䘬⁝⊁嫱⇠ˤ
㛔➢慹⎗䁢㚱㓰䌯㈽屯䳬⎰䭉䎮⍲⮵㰾䚖䘬⍲䁢㈽屯䚖䘬侴⺋㲃忳䓐慹圵埵䓇ⶍ℟ˤ㛔➢慹ἧ䓐䘬埵䓇ⶍ℟⎗傥⊭
㊔ᾉ屠ˣ⇑䌯ˣ偉䤐⍲屐⸋炻ẍ⍲⎗傥䓐㕤⮎䎦⤥ᾱ⍲㶉ᾱ炻侴䷥橼侴妨᷎ᶵ㚫Ẍ➢慹⭂⎹ 䨢ㆾ岋䨢ảỽ屯䓊栆
⇍ˤ⎎⢾炻㟡㒂怑䓐䘬UCITS䚋䭉夷⭂炻➢慹⮯ᶵ㚫㊩㚱䃉㉝㉤㶉ᾱˤ㛔➢慹⮎㕥䘬⤥㶉ᷣ≽慹圵埵䓇ⶍ℟㊩ᾱ炷⊭
㊔ᷣ≽屐⸋炾⇑䌯炾ᾉ屠⍲偉䤐㊩ᾱ炸冯㛔➢慹㊩䚠斄嫱⇠㊩ᾱ炷⌛⁝⊁⍲偉㛔嫱⇠炸㛒⽭䚠斄ˤ㛔➢慹㍉䓐㈧㑼
㱽妰䬿䘬枸㛇㥻㠧㯜⸛⮯ᶵ㚫崭忶㛔➢慹屯䓊㶐ῤ䘬0%军300%ˤ
㛔➢慹㍉䓐㈧㑼㱽妰䬿䘬㥻㠧㯜⸛ẍ慹圵埵䓇ⶍ℟䚠斄屯䓊䫱⎴㊩ᾱ䘬ⶪῤ炷妰⍲⎗傥䘬⮵扟⍲⮵㰾⬱㌺炸Ỽ℞屯䓊
㶐ῤ䘬㭼䌯堐䣢ˤ
㛔➢慹枸㛇㈽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㭼ἳ䁢0%炻⍲㕤㬋ⷠね㱩ᶳ炻㛔➢慹㈽屯㕤䷥⚆⟙㌱㛇䘬屯䓊㶐ῤ㚨檀㭼ἳ
䁢30%ˤ

䇱㚥㾊䑘䄋噭卶ᷠ
㵗䗺㪇ゑ噭卶᱄䌩݃刧䍣⧭䄵⣕ㆃ䉵㤊᷉⟝㎉噭卶䅓㯹᷊᱄

 䄜⟄㵗䗺噭卶 - ⡟〚㆑⤜㚽⡄䑤㋪䪀䐣㡅㵗䗺㚠ᖬ᱄⡟〚㆑㰚㵗䗺⭥⹅㉀⭥֓䐖〓䅓㻣㸥㦯⼯䑘䄋噭卶䅓㯹ⱙ㻣
⮙᷍䅓⪬刘㻣咗⡟〚㆑⭥㵗䗺㋪㚽㗪㬽ᆑ㬈᱄⡟〚㆑⤜⡄䑤㚽ઓ㵬䪡⡟㆑᱄

 䕼ฦ۳ח噭卶
- ⡟〚㆑⭥䗺◂㋪㚽㵗䗺咗Ϭ⳨䄵⡟〚㆑〚⡟䕼ฦ䆬֓⭥䑤㦐᱄⪬㶃᷍⳾嗱⭥ن䐙Ⰹ䕼ฦ㸕⡹ᩊ⡟〚㆑〚⡟䕼
ฦ᱄⡟〚㆑⭥䗺◂ᠲ䐖㋪㚽䅓䉴⭩䕼ฦ㜄〚⡟䕼ฦ䐏刈⭥۳㔫⤉〓ڴ۳㔫䐧䒤ⱙڴ㬽⭞⤜㏜䇑唲᱄

- ㈮ಇក⳾嗱ⱙن䁵᷍䇱励Ⳟ㘇Ϭ⤜⡄䑤⳾䆬֓䕼ฦ⭥噭卶⧱ማ㚽ઓ䄜䐒㜄⡟〚㆑⭥〚⡟䕼ฦ〓⡟〚㆑䗺◂
䆬֓⭥䄜Ɐ〓ⱁⱯ䕼ฦ㶋㦌ಇក᱄㵗䗺䎀Ϭ䌩䓃䅃᷍㲩㧕䉴⥀㔵⧪⹇౮㬊᷍䇱励嗱⳾نᏝ㰚⍡⭤⭥㏜䅇〓
䅓⳾嗱ن䕼ฦח⡟〚㆑〚⡟䕼ฦ⭥֓䐖㻣ㅖⱙ⫔⫔ᡑ㩺᱄㧕㵗䗺䎀䄋㤔䐈䚩⿹㌏唸⭥䕼ฦϬ⳨⳾䆬֓
䕼ฦٕ᷍䉴Ɐ䕼ฦ⳾ח䆬֓䕼ฦ⭥噭卶⧱ማಃ⤜⍡ಇក᱄

 ⤉ڴ噭卶 - 㵗䗺䎀䌩䓃䅃᷍⡟〚㆑㵗䗺ヮ⼰⭥⤉〓ڴಈ䐣⡟〚㆑⭥䗺◂ᠲ䐖⫔ⴚ⤉ڴ᷍㋪㚽ಇ⡟〚㆑⭥㗠䗺◂
ᠲ䐖ᕬ⧪⤜㏜䇑唲᷍㵗䗺䎀〓䅓ⱙ㗪㬽ᆑ㬈᱄

 㠒噭卶 - 㰚⧷⡟䑤㦐⭥֓䐖ゑ㰚⭤㬶㧌㉚㋪㪞㋪⮙᷍⡟〚㆑㸕⡹㋪㬶⿹䔏⨖㵗㧌䉴⭩䑤㦐⭥㌏嗟᱄⡟䑤㦐⭥

֓ⷒゑ㰚䘮㦂㬶㧌〓䅓ᩊ㧕ⶪ㬣ミ᷉⟝㎉❍㾱ᗤᕬ⭥ᔪ⼮ڶᔪ㊤᱃䄜⟄䎟䐯᱃ㄼᦛゑ㬱ৗᯏន᱃ۿ䈓〓㦌㤓ㄼᦛ
⟶ڴ䄵ゑ۳㔫ゑ㏜㔫⤉ڴ᷊ⱙ㻣⮙᱄䅓⪬᷍⡟〚㆑ゑ᷐〓㵗䗺䎀㏜䅇〓䅓ⱙ㗪㬽⤜㏜䇑唲᱄

 㾦䇤噭卶
- 㵗䗺咗՚㦐᱃՚〓ڶ㡅㰜Ⰹ㻃䑤㦐᷉⟝㎉㡔ᔪゑ䑘ᚁ՚㦐᷊唻⧱ማ❍㾱ᗤᕬ⤜䐈䉴⭩䑤㦐⭥㏜㻃ゑ⡟㆑⭥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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卶᱄❍㾱ᗤᕬ⭥䕵䎟ᯏន㧕⨗㛇䦥᷍䑤㦐䘝㯹ゕ㻣ㅖ᷍䉴䑤㦐⭥֓ⷒ⤉ڴ䅁ゴڂ᱄

- 咗䘰㧌◵ጓ㵗䗺な⭥ن䑤㦐䇱㋪㚽⡜ㅖな᱄⡜ㅖな噭卶䅓ጓⱙ◱᱄⡟〚㆑⭥㵗䗺䎟⥀Ϭ᪐㉀妘䃯Ⰹ⡟〚㆑⡹
唻䊻䄜⭊䉴⭩䑤㦐⡜ㅖな䐢⭮咗㵗䗺なنጓ⨗䉴⭩䑤㦐᱄⪬㶃᷍㵗䗺ㄼ㏎ゑ᷐〓ⶒ㵗䗺ㄼ㏎᷉㧈䪎䇤᷊㋪㚽
᪐ⳉ⨗㬼⡜ㅖな⭥՚⹅ڶ㉀᱄㵗䗺咗㸕䪀㵗䗺なن䑤㦐唻⧱ማ䣿ⷀ䪁ご噭卶᷍⡟〚㆑ゑ᷐〓㵗䗺䎀㏜䅇㋪㚽䅓
⪬㗪㬽⤜㏜䇑唲 ᱄

 ㏜㔫噭卶 - 㧕⡟〚㆑㵗䗺咗՚㦐〓Ⰹ㻃䑤㦐᷍㡅֓䐖〓䅓㏜㔫䒤ⱙڴ㻣⮙᷍⡟〚㆑䗺◂ᠲ䐖〓䅓ⱙ㗪㬽⤜㏜䇑

唲᱄䄜⟄ⱙ䁵᷍㏜㔫㻣⮙ጓ᷍՚ڶ䑤㦐⭥֓ⷒ㩰㪞᷍㏜㔫㩰㪞ጓٕ㻣⮙᱄䣿凭㠻⭥՚ڶ䑤㦐㵉⧄ಇ㏜㔫䒤ڴ䣿
ᩊ㘕ⶱ᱄

 㒘㵉㾵噭卶 - ⡟〚㆑㋪㚽䅓㡅㵗䗺䑤㦐⭥㬱ৗ㒘㵉㾵㻣⮙ⱙ㬽⭞⤜㏜䇑唲᷍⡟〚㆑⤠⳾䑤㦐㋪㚽䒤⧪⤜㒘㵉᷍㒏⡟
〚㆑厚䄵ゑጓ➕⹌㠞֓ⷒ⨗㬼䑤㦐᱄

 㾦䗫䉖な噭卶 - 䉖なᗤᕬㄐ䈉⭥㾦䗫䉖な⫇䊻㻿䐧᷍⤜㚽ጓ㋭⡄䑤䉴䑤㦐ゑ᷐〓❍㾱ᗤᕬ⭥㾦䒖᱄
 ゐ䐱噭卶 - 䇪咗⡟〚㆑ಃ䑘䄋㵗䗺咗ᚸ䐿ⷀ㬶䅇՚ڶ䑤㦐ゑ㠒᷍䉴Ɐゐ䐱㤊ន㋪㚽㪇ゑ䣿䄜⟄ᩊⷀ⭥噭卶⧭Ⱙ᷍

⡟〚㆑〓⨗ⷀ咗㠞㉚⭥⤉ⴚ᱄㵗䗺咗㉀Յ䣿ⳛ㵗䗺ヮ⼰⭥〚㆑㵉⧄㋪⍡㼎⭥㩃噭卶㏜䅇〓⤜䪎䇤咗⡟〚
㆑᱄

 ᚸ䊋ۿ㸄ᗤ噭卶 - ⡟〚㆑〓䊻ᚸ䊋〓ۿᚸ䊋Ⳟ㘇⫇䊻䐹⫔㵗䗺噭卶⧱ማ᱄兂咗ᚸ䊋ۿ㧕ⶪङコ⧷㍎⫇䊻䑘ᚁ՚ڶ

噭卶卼ဏ᷍⡟〚㆑䊻⭥שۿ㵗䗺〓㘇ಇ䣿ⷀ⭥⤉ڴ᱃㒘㵉㾵᱃䕼ฦゑ䪁ご噭卶᱄䄜⭊⨗㦯⼯⤜㏜㬣᷉㏞㧈䑘
ᚁ㾦䇤䉖な㻣䌜〓ᚸ㗬⧪ङ㵬⨗ᚸ䊋〓ۿ䇑唲ᚸ䊋ۿ㬱ৗ⭥㡅㰜⤜㏜⭥ㄼᦛ᱃䎟䐯᱃䎟⥀᱃㶃۳᱃⯱ڶ᱃ⳉ㔪〓
⟰㬣ミ᷊᷍〓ಇ⡟〚㆑⭥֓䐖䋍⧪䕴㘇䇑唲᱄

 〓䇱㋪䦥ᅲ՚㦐噭卶
- 〓䇱㋪䦥ᅲ՚㦐㬨䄜Ɐ䇪㆑㦻ᗤᕬ❍㾱⭥՚ڶ䑤㦐᷍咗❍㪛喢Ⰹ䆝❍㬣ミጓ㋪䦥ᅲᩊ㠒〓⡜ຫ䐧㠓ᡑ⡟㆑᱄
䆝❍㬣ミ䄜⟄㜄❍㾱ᗤᕬ⭥䕵ڶᯏនᅍ䵿᱄咗㬱ន㬽ਜ਼ጓ᷍❍㾱ᗤᕬ⭥㒘㵉㾵ⶦន㋪噡䑙ྛ⿐᷍〓唻䄵䐹⫔
䍼䒭⤦㚽ઓ⨗㬼〓䇱㋪䦥ᅲ՚㦐᱄

- 㜄㵗䗺咗ㄚ՚⹅ڶ㉀᷐㋪䦥ᅲ՚㦐ゑ᷉䊻㧕ⶪ㤊ន㻣᷊㠒㼁⡩᷍〓䇱㋪䦥ᅲ՚㦐㋪จ䣿ⷀ噭卶᷍䅓ᩊ㠒
㻃㋪䄵䓤㤊䐈᷍䅁㋪却ጓ〚咗㦯⼯㏎䇪ⱙ㦂㼜᱄

- 〓䇱㋪䦥ᅲ՚㦐䅁㋪⧱ማⱁ唸㡅㰜噭卶᷍⟝㎉᷉⭌⤜㻿咗᷊䆝❍㯏㠞噭卶᱃䗺⡟ソᕬ㛇䦥噭卶᱃䚩⿹䁴㠻噭
卶᱃㸕䐋᷐⤜⩀Ⰹ噭卶ゑ䐖噭卶᱄

 㵗䗺㋪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噭卶 - ㋪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ᩊ՚」⼰⹅㉀᷍䄜⟄

㦾䈴⧷䇱㦬咗䐙Ⰹ㸕Ҏ㦶㠻䦥ᅲᩊ❍՚⹌㯟⭥⳾᱄䅓⪬᷍㋪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㬽㠒䔀ھ
䇑唲᷍㜄⤜㋪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䣿ᩊ⤉ڴ᱄咗㋪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
⭥ڶ㵗䗺唻⧱ማ㜄㼁㧕⤜㋪䦥ᅲ䑤㦐᷐⤜㋪䦥ᅲ՚㦐᷐⤜㋪䦥ᅲ՚ڶ㵗䗺㼁励⭥嗱㯧㏜㔫噭卶᱃㾦䇤噭卶᱃㒘㵉㾵
噭卶ゑ㳂䋈䪡㌏噭卶᱄

 㵗䗺咗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噭卶 - ⡟〚㆑㋪㵗䗺咗㪇ゑ䐹⫔噭卶⭥ⷀ㬶䅇՚㦐᷐⳨㵗䗺な

ن՚㦐ゑ㸕⍡䉖な՚㦐᱄䄵❍㾱ᗤᕬ䐈⡟㆑ゑ㏜㻃⭥㚽㑇⽃㑠᷍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
䃶ᩊヿ⫔⤠⳾㵗ᗤ㾵䘝᱄ⷀ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㾱ᗤᕬ㋪㚽⫇䊻ⷀⰩᕱᑶ᱃㒘㵉㾵䣿
⭮ゑ⤉ڴ㾵䣿ⷀ᷍ⱙ㣳㸕⡹㋪㬚䇤䣿ㄚ⭥㦻䗺Ⳟⳉ᱄ㄼᦛ㯆㵬〓ಇ❍㾱ᗤᕬ⭥䕵ڶᯏន䄵ゑ䇪䉴౮妘❍㾱⭥ⷀ
㬶䅇՚㦐᷐⳨㵗䗺なن՚㦐ゑ㸕䉖な՚㦐⭥㬱䐖䋍⧪⤜㏜䇑唲᱄㜄䣿ⷀ䉖な՚㦐㼁⡩᷍ⷀ㬶䅇՚㦐᷐⳨㵗䗺なن՚
㦐ゑ㸕䉖な՚㦐䄜⟄⧱ማ䣿⫔⭥⡟㆑ゑ㏜㻃ᆑ㬈噭卶᱄䅓⪬᷍⡟〚㆑ゑ᷐〓㵗䗺䎀㏜䅇〓㗪㬽⤜㏜䇑唲᱄

 㵗䗺咗䇡㍎՚㦐⭥噭卶 - ⡟〚㆑⍡䓝㵗䗺咗䇡㍎՚㦐᱄䇡㍎՚㦐᷉Ϭ᪐⭞㠻㦶⭥՚㦐᷊㋪㚽䊻㧕ⶪ㬱ន㻣⧱ማ嗟㶃

⭥㒘㵉㾵噭卶᱄䉴⭩㵗䗺唸㚠咗㬽ਜ਼㬱ৗ┉㈔㻣⭥㒘㵉㾵㋪㚽䇱㻿Ϭಇ⨗㬼֓ⷒ䋍⧪䕴㘇䇑唲᷍㌿ⱙಇ⡟〚㆑⭥⢎
䋍⧪䕴㘇䇑唲᱄

 䑘ᚁ՚ڶ噭卶 - ⡟〚㆑ಇ䇪䎟ⶏ❍㾱〓ማ⡄⭥䑤㦐䔘⨗⭥㵗䗺᷍㋪㚽唻⧱㬽䎟䐯᱃㪈ゑㄼᦛ噭卶᱄䊻⤜㏜⭥㤊ន

㻣᷍䑘ᚁ❍㾱ᗤᕬ㸕⡹㚽ઓ〓嗫䅃咗⭞㠻ጓֵ䪡⡟㆑ゑ᷐〓㏜㻃᷍䇷〓㋪㚽䄋㤔⡟〚㆑݃㜄䐹ヮ䉴⭩՚ڶ᱄㲩䑘ᚁ
՚❍ڶ㾱ᗤᕬ⨗䪁ご᷍⡟〚㆑㋪㚽㗪㬽䐹⫔ᆑ㬈᱄

 ᩊ䇱㾈㔫㵗䗺ヮ⼰㏎ゑಇក㚠⭥ゑᩊ㵗䗺㚠⭥ⱙ㵗䗺㆑㦻䁽㪛⹅㉀⭥噭卶 - ⡟〚㆑⭥㵗䗺唸㚠㋪⟝⼍ᩊ䪀䐣䇱㾈

㔫㵗䗺ヮ⼰㏎〓䅃थಇក〓ᡑ䤑㡅㵗䗺⭥䎜妘噭卶ⱙ䩽䇤⭥㆑㦻䁽㪛⹅㉀᱄㜄㆑㦻䁽㪛⹅㉀㼁励⭥噭卶⟝㎉ㅜ䄸
ಇ㬷᷐㾦䇤噭卶᱃㒘㵉㾵噭卶᱃䐖噭卶᱃⤉ڴ噭卶ゑৗ㶃ㅜ䄸噭卶᱄㆑㦻䁽㪛⹅㉀⭥ᕱᑶ䊋㯹᷐⧪⳾㋪ಈ䐣ᆑ㬈
噡䑙ⷀ咗⡟〚㆑㵗䗺咗㆑㦻䁽㪛⹅㉀⭥㆑嗟᱄㪇䔄㆑㦻䁽㪛⹅㉀〓ಈ䐣⡟〚㆑唻⧱ማ㗪㬽䐹⫔ᆑ㬈⭥ⷀⰩ噭卶᱄
⨞㩰㸥㰚⩀Ⰹ⭥噭卶㶃᷍⡟〚㆑㋪ᩊ㵗䗺㚠⭥ⱙ䩽䇤䁽㪛⹅㉀Ϭ㋪㚽⧱ማ嗟㶃ᕱᑶ噭卶᷍〓ಈ䐣⡟〚㆑䗺◂ᠲ䐖
⫔ⴚ⤉ڴゑ᷐〓咗㵗䗺ㄼ㏎㸕㚽⧪⹇喢ᡚ㬱ৗ䒤ڴጓಈ䐣ᔰ⫔ᆑ㬈᷍⡟〚㆑⭥噭卶㦂㼓〓䅓ⱙ㳂ⷀ᱄

 ভ㾱㜄⡟〚㆑㼁励䗺◂⤜㼁励䐏䑘ڴ㆑㦻䁽㪛⹅㉀⧷Ӟ⭥噭卶 - ⡟〚㆑㰚ভ㾱⭥䑘ڴ㆑㦻䁽㪛⹅㉀⧷Ӟ᷉⟝㎉䑘ڴ

䕼ฦ᷐㏜㔫᷐㾦䗫⼮㠒⧷Ӟ᷊㜄⡟〚㆑⧷䇱䐏㼁励䑤㦐⧷Ӟ᷉ゕ՚ڶゑ⡟䑤㦐᷊㸕⡹㼁励᷍ゕ㬚㼁励䑤㦐⧷Ӟ
᷉ゕ՚ڶゑ⡟䑤㦐᷊⭥֓䐖Ϭ᪐ᆑ㬈᷍⭌⡟〚㆑㦵㋪㚽㗪㬽䐹⫔〓㦌⟱ᆑ㬈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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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ⷀᕱᑶ噭卶 - ⡟〚㆑⭥ᕱᑶ⧷Ӟᠲ䐖䇱㋪㚽⧍䩿㡅䗺◂ᠲ䐖⭥ 100%᷍䅓ⱙ⧱㬽ⷝⷀ⭥ᕱᑶ噭卶᱄䩡䩮䄜⤞⳦⫔
⡟〚㆑⭥㦯⼯㼁励䗺◂֓䐖䒤⭥ڴᤴ䊻䕴㘇䇑唲᷍Ϭಈ䐣⡟〚㆑⭥֓ⷒ⨗⫔ⴚ⤉ڴ᷍Ϭ㋪㚽䅞䐣䐹⫔ᆑ㬈᱄

 䗺⡟ᇽ㻃ゑ᷐〓䗮䇤ゑ刀䐈⭥㼁励噭卶
- 䗺⡟ゑ᷐〓౮卩㩰䗺⡟ᇽ㻃ゕ䓵㵗䗺䎀⭥䊎䇱㵗䗺〓䓵䉴ⷱ䊎䇱㵗䗺။Ѹ㦯⼯䗺⡟䋗䐖䔘⤠⳾㵬⿹
〓㳂㌏᱄㦯⼯䇱励㝪〓㒏䉴嗱⳾⭥㗠䗺◂ᠲ䐖咗㗠䊣㝪㻃㦶㠻䲂ゕጓ㻣ㅖ᱄

- ㈮䕼ฦ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ⱙن䁵᷍䊻䰮Ⰹಃ䈉䐈⭥㝪ጓ᷍⡟〚㆑〓㋝ಇក㗠䊣㝪㻃 ᷎ 1 ⳾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㰚จҎ⭥⿹᱄㵗䗺䎀။㒕䅃㼁ಇ㏜㔫⭥⤜㘘㎫䅓㯹᷍䩡ಃ䇑唲
ಇក㗠䊣㝪㻃᷎ 1 ⳾嗱⿹⭥ن ᱄䇪咗ಇក㗠䊣㝪㻃 ᷎ 1 ⳾嗱ن䆬֓䕼ฦ㜄⡟〚㆑〚⡟䕼ฦ刈⭥㏜㔫⥏
㉁⤉ڴ᷍ 㜄㡅㰜⳾嗱ن㼁⡩᷍ 㗠䊣㝪㻃᷎ 1 ಇក⳾嗱⭥ن䗺◂ᠲ䐖〓⤉ڴ᷍䅁䇱㋪㚽噡䑙⤜㵍 ᷍〓
ಈ䐣䗺⡟ᇽ⭥㝪㻃㆑嗟䇱㰚䋗ゴ ᷍䅓ⱙ㜄㡅㰜⳨ಇក⳾嗱ن㼁⡩⭥䗺⡟㼲㬔ⷝ࣡䐹᱄䉴⳾嗱ن
⭥㵗䗺䎀〓䅓ⱙ㬽⭞⤜㏜䇑唲᱄

 ڴ䗺◂㞅䐤噭卶 - 㵗䗺ㄼ㏎ሎ䇱ⳛ⭥䓤㤊ᚁ᷍㋪咗䗺◂嗱⹁نछ⤜〓ש㵍⭥䗺◂嗱ن䐏刈䩮㾱呁』㞅䐤᱄㈮⤜

㵍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䩮㾱㵗䗺㞅䐤〓ಇ⡟〚㆑⢎䋍⧪䐹⫔䇑唲᱄⡟〚㆑〓䅓⭮㞅㡅䲂乼⭤
噡䑙⿹⭥㬱ৗⱙ伆㬈ᔰ㉀㹝䅞㑇⭥㵗䗺ᗤ᷍䅁㋪㚽䅓⧍㞅㡅䲂乼⭤噡䑙㻣⮙⭥㬱ৗⱙ㗪㬽֓䐖ᆑ㬈᱄䅓⪬᷍㵗
䗺咗ⷘ䗺◂嗱ن᷉〓㵍䄜䗺◂嗱⤜⭥ن㵍⤠᷊㼁励噭卶䐏刈⭥励㓴㾵ಃ却ጓ刈ⱙⶂڴ᱄䩡㋪㚽ಈ䐣⡟〚㆑⭥噭卶
㦂㼓⨗䩭㠻㾵䒤ڴ᱄⪬㶃᷍㵗䗺⭥Ⰹ㠻㞅䐤〓䌜䎜〓䣿䩽䇤呐㞅䐤⥀㔵⭥〚㆑◂㪛ⷝⷀ⭥ㅜ䄸⧪⡟᱄

⡟〚㆑⢎㧈⼯ᷠ
 〚㆑ㄼ㏎䋫ᩊ$᷉㗠ゟ㝪㻃᷎ᚸ䊋᷊嗱ن᷉᱙⳾嗱نᱚ᷊᷍䔘











ᩊ⡟〚㆑㳂⹊䈉㼄ⶼ⹌⠫⭥ㅚ恄〚㆑嗱ن᷍ᩊ䔏⼰䪎⭥⫛⢎
㸜嗱ن᱄
〚㆑⧪㑃㦶㠻ᷛ㛋䊣㦶᱄
⳾嗱⧪ن㑃㦶㠻ᷛ㛋䊣㦶᱄
⡟〚㆑⭥〚⡟䕼ฦᩊᚸ䊋᱄
⳾嗱ن䩿㶚⢎⭥ኖሟ䄵ᚸ䊋䆬㰄᱄
⢎ኖሟ䆬㰄ጓ䄲㋼⨞⧷㍎㬶䗮᷍Ϭ⟝㎉㊣㬶㧌䊺㵗䗺᱄䆬㰄ጓ
Ϭ᪐⟝㎉㰚噡㬟⭥㦯⼯䋫䘰䗮᷐䚩⿹䗮᱄
䩿㶚⢎Ϭ⤜喢䃶㸕Ҏ⢎᱄
㵗䗺䎀㸕⡹㋪㦂⿹㦌ኖ㵗䗺㆑嗟᱄
⢎⭥䆬㰄䄵㗠ӡ፲㛋㛋⭸⭥䗺◂ᠲ䐖ᩊ᷉◵䐱⟝㎉㻃䊺㵗
䗺᷊᱄
䔔थ⭥ኖ䓷噡㬟⳾嗱֓⭥ن䐖咗㰚㬟፲㛋⭥㪞ⴚ〓⮙ⴚ᱄
㧈㸕䇱噡㬟㚔㛋Ⱙ⭥⢎᷍ゕ䉴㛋Ⱙ㸕䇱䔄ઓኖሟ䆬㰄⢎᱄

㬨ⴒ䇱㦯⼯⡄䑤ᷠ
⡟〚㆑Ϭ᪐㦯⼯⡄䑤᱄刘㻣㸕⡹㋪㦂⿹㦌⤠㵗䗺㆑嗟᱄

㵗䗺⡟〚㆑㪇ゑ㚥㾊䗮䇤ゑ㬶䗮ᷠ
刘㻣〓唻㌶⭥㬶䗮
刘㻣䗪䘖⡟〚㆑⳾ጓ〓唻㌶䄵㻣䗮䇤᱄
䗮䇤

㆑嗟

䋫䘰䗮᷐㬸⪯䋫䘰䗮

A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C 栆烉ᶵ崭忶㈽屯䷥柵䘬 5.00%ˤ

䦥ᅲ䗮

䔏ⱁᩊ䦥ᅲ⳾֓䐖⭥ 1.00%᱄

䚩⿹䗮

⤜䪎䇤

4

207

Ჟ丶⌋ↀ⍢᭦⳺ㆆ⮕ส䠁
⡟〚㆑⧷㍎㌶⭥䗮䇤
䄵㻣刀䐈ಃ⡟〚㆑䐱㋼⨞᷍刘㻣⭥㵗䗺⿹ಃ䅓ⱙᡑ㩺᱄


㗠㛋㬶䗮㔫᷉Ѹ⡟〚㆑֓䐖➺⡩᷊

䭉䎮屣*

A 栆烉1.25%
C 栆烉0.80%

⡄䗮᷐⫇ᗤᕬ䗮䇤

㚨⣂䁢 0.0075%

ᔪ㊤⢎䗮

⤜䪎䇤

㾱䎟䗮

⤜䪎䇤

丯䗮

A 栆烉ᶵ怑䓐
C 栆烉ᶵ怑䓐

ⴟ⫛ڶ㏎㦬䗮䇤

A 嗱ᷛ䔏ⱁᩊ 0.40%
C 嗱ᷛ䔏ⱁᩊ 0.30%

*娚枭㓞屣⎗塓婧檀炻ょ枰䴻嫱⇠⍲㛇屐ḳ⊁䚋⮇⥼⒉㚫 炷ˬ 嫱䚋㚫 ˭炸 ḳ⃰㈡Ⅾ炻 ᷎⎹㈽屯侭ḳ⃰䘤↢ᶵ⮹㕤ᶱ
ᾳ㚰䘬忂䞍 ˤ

㡅㰜䗮䇤
刘㻣䗪䘖⡟〚㆑⳾ጓ〓唻㌶㡅㰜䗮䇤᱄

㡅㰜䗺㑰
 䩿㦆 12 ӡ䊣㻃⭥⧪⳾᷉ゕ(i)㋪㝪㬶㧌ᠲ嗟᷍ゑ(ii)䗺⡟ᇽ⭥㼁ಇ㌏嗟᷊㋪㼓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
㏎Ч䐿䇱㻿⹌㯟⥊䉤᷍Ϭ䤅咗 www.invesco.com.hk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ㄼ㼄ⶼㄼ丯㩭デ⫛⢎㈑唹㵗䗺㏎Ч䐿䇱㻿⹌㯟咗㼄ⶼጓ刈㻣㹈㹆ጓ᷉ゕ⡟〚㆑⭥ㅜ䄸ㅹ㰄ጓ刈᷊〓䐏㣑㬶⭞刘
㻣㶋Յ⭥䋫䘰ゑ䚩⿹䄋㤔䲂᷍刘㻣䄜⟄➕⡟〚㆑㻣䄜⪯䰮Ⰹ⭥䗺◂ᠲ䐖䘰䗪ゑ䚩⿹⳾᱄㳂ㅜ䋫䘰〓䚩⿹䐙㒏㣑᷍
䌩㼓刘㻣⭥ㄼ丯㩭⥊䉤㡅⤠שㅹ㰄ጓ刈᷉〓䣿⡟〚㆑⭥ㅜ䄸ㅹ㰄ጓ刈ᩊ䋈᷊᱄

 ⡟〚㆑咗㗠ӡ᱙ᬪᔪ㦶ᱚ᷉Ⰹ㐙䃫䍣⧭᷊䆬㰄䗺◂ᠲ䐖᷍Ϭ咗㗠ӡ㼄ⶼᬪᔪ㦶᷉ゕ㼄ⶼ䶚㾱刀凵ㄼᬪ䄜⟄䶚㾱ᔪڶ
⭥㦶䓴᷊䊻 www.invesco.com.hk ㋐䤅⳾֓ⷒ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㡅㰜㼓㼄ⶼ㵗䗺䎀㳂⧫❍㬼⭥⳾嗱⭥ن䩿㶚⢎ኖሟ᱄⪬ㆸ䍟㸕ㄼ䑤⟰
刧᱄

 㵗䗺䎀㋪咗 www.invesco.com.hk 㦂⭤䇱励⡟◂㠘⭥㡅㰜䗺㑰᱄⪬ㆸ䍟㸕ㄼ䑤⟰刧᱄
䐹䄋㳂㬟
刘㻣㧈䇱㦯⼯䄪߷᷍။䲈䉤಄ᔪ䅃䃫᱄
䑤⟰ಇ⡟ⶦ䄋⭥ש㦾Ϭ⤜⧱ማ㦯⼯䖀㦯᷍ಇ㡅⩀㾵〓㶋䎜㾵䅁⤜䔘⨗㦯⼯勱㭗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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