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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環球資產管理
 您 的 環 球 投 資 夥 伴

Diversified Product Range 產品多元化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FG’s global network based in Hong Kong. At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the investment 
needs of different investors are well addressed to by offering various series of investment fun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turn/risk levels. They are 
Principal Prosperity Series, Principal Global Selection Fund Series,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Funds and Principal Life Style Fund.

信安環球投資（亞洲）有限公司建基於香港，是美國信安金融集團營運網絡的一個重要部份。公司深明投資者各有不同的投資需要，因此，我們提供多款各具特色及不同回報/風險
程度的投資基金系列，以供客戶選擇，包括「信安豐盛投資系列」、「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信安環球投資基金」及「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信安亞太高收入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 – 亞太區
透過投資於由亞太區的政府、政府機構、超國家機構、公司或其他發行人發行的高評級和高孳息的債券
（投資級債券和非投資級高孳息債券）和其他定息及浮息票據，尋求為投資者提供資本增長及高收益。

Seek to provide a return of capital growth and high level of income primarily through investment in 
a portfolio of high grade and high yield bonds (investment grade bonds and non-investment grade 
high yield bonds) and other fixed and floating rate instruments issued by governments, government 
agencies,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rporate or other issuers in Asia Pacific.

Bond Fund – Asia 
Pacific

Principal Asia Pacific
High Income Bond Fund

Principal Global Selection Fund Series 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
The Principal Global Selection Fund Series provide investors with a choice of Asia Pacific bond and/or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s), capturing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potential stable income from these investment horizons.

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為投資者提供亞太地區債券及/或新興市場股票基金之選擇，以尋求該等投資領域之增長機會及潛在穩定收入。

Fund Name 基金名稱 Fund Descriptor 基金種類 Investment Objective 投資目標

信安新興四喜動力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 新興市場 尋求為投資者提供長期增長，同時獲取富有吸引力的收益率。本基金尋求透過捕捉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大
中華區（合稱為 「BRIC」）潛在巨大經濟體的增長機會，獲取對該等經濟體的股票投資的組合回報。

Seek to provide investors with long-term growth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producing an attractive rate of 
income. This Fund seeks to capture the portfolio return of equity investments in BRIC economi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Greater China Region,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BRIC”) by capturing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of these potential giant economies.

Mixed Assets
Fund – Emerging
Markets

Principal BRIC 
Emerging Economies Fund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Funds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The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Funds leverage the global expertise of PGI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investment funds emphasizing medium-to-long term returns and 
capital growth. Each fund is denominated in US dollar and is domiciled in Ireland.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利用信安環球網絡的專業投資知識及經驗，為投資者提供一系列著重中長線回報及資本增值的投資基金。基金成立於愛爾蘭，及以美元結算。

美國股票增長基金 股票基金 – 美國 透過投資於註冊地或核心業務位於美國的公司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US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US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of 
companies domiciled or with their core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優先證券基金 債券基金 – 環球 - 優先證券 透過投資於美元結算的優先證券及債務證券組合，為投資者帶來收入與及資本保值相符的回報。

Preferred Securities Fund Bond Fund – Global -
Preferred Securities

Seek to provide a return consisting of income consistent with capital preservation by investing 
primarily in a portfolio of US dollar denominated preferred securities and debt securities.

日本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日本 透過投資於註冊地或核心業務位於日本的公司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Japanese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Japan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of 
companies domiciled or with their core business in Japan.

高收益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 – 環球 - 高息債券 透過投資於由公眾及私人機構所發行的美元結算高收益證券組合，例如固定息率公司債券，為投資者帶來
包含收入及長期資本增長的回報。

High Yield Fund Bond Fund – Global -
High Yield

Seek to provide a return consisting of income and, over the long term, capital growth by investing 
primarily in a portfolio of US dollar denominated high yield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環球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環球 透過投資於世界各地投資市場上的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Global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Global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selected 
from investment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an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Europe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of 
companies domiciled or with their core business in Europe (including Eastern Europe).

歐洲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歐洲 透過投資於註冊地或核心業務位於歐洲（包括東歐）的公司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Emerging Markets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of 
companies domiciled or with their core business in the world's emerging investment markets.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新興市場 透過投資於註冊地或核心業務位於世界新興投資市場的公司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Asian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Asia Seek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medium-to-long term by investing principally in equity securities of 
companies domiciled or with their core business in the Asian Region (excluding Japan).

亞洲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亞洲 透過投資於註冊地或核心業務位於亞洲區（不包括日本）的公司股本證券，為資本尋求中長線增長。

Fund Name 基金名稱 Fund Descriptor 基金種類 Investment Objective 投資目標

Principal Prosperity Series 信安豐盛投資系列
Fund Name 基金名稱 Fund Descriptor 基金種類 Investment Objective 投資目標

信安亞太高息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亞太 - 高息股 透過分散投資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上市證券，以取得高水平的經常性收益及資本增值，基金的投資重點將
集中於那些基本因素強勁，亦可望提供優越股息率的公司企業。

Seek to achieve high current income and capital appreciation by investing in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of 
listed secur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fund will focus on companies which demonstrate strong 
corporate fundamentals and offer the potential for superior dividend yields.

Equity Fund – Asia Pacific - 
High Dividend Equity

Principal Asia Pacific
High Dividend Equity Fun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investment consultants of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at
(852) 2117 8383.
如欲查詢更多資料或詳情，請聯絡信安環球投資（亞洲）有限公司的投資顧問，電話 (852) 2117 8383。

Note 備註:
Investment involves risks an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funds may go up or down.  Please 
refer to the offering documents of “Principal Prosperity Series”, “Principal Global Selection Fund Series”,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Funds” and “Principal Life Style Fund” for further details (including investment policy, risk factors, fees and charges and fund information). 
Investors are advised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 offering documents before investing.  This material has not been review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基金價格可升可跌。詳情請參閱「信安豐盛投資系列」、「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信安環球投資基金」及「信安豐
裕人生基金」的基金說明書，以便獲得進一步資料（包括投資政策、風險因素、費用、收費及基金資料）。投資者在投資前應閱讀及理解有關的基金說明書。本宣傳
品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本宣傳品之發行人：信安環球投資（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510號港運大廈11樓
電話：(852) 2117 8383 傳真：(852) 2801 5690
電郵：investors-asia@principal.com
信安網址：www.principal.com.hk

Issuer of this material: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11/F., Island Place Tower, 51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 (852) 2117 8383 Fax : (852) 2801 5690
Email : investors-asia@principal.com
Website : www.princip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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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Life Style Fund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The Principal Life Style Fund is a collection of equity and bond funds of the world's major investment markets at your choice.  Each fund choice is denominated in 
Hong Kong dollar and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Hong Kong.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為一系列集中於環球主要投資市場的股票及債券基金，為投資者提供不同的選擇。基金以港元結算，並受香港法律管限。

Fund Name 基金名稱 Fund Descriptor 基金種類 Investment Objective 投資目標

信安美國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美國 透過投資於美國股票市場，尋求長期的資本增長。
Principal US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US Seek to achieve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long term by investing in US equity markets.

信安國際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環球 透過投資於國際股票市場，尋求長期的資本增長。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Global Seek to achieve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long term by investing in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ets.

信安國際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 – 環球 透過投資於全球的債券市場，保持並盡量提高以國際購買力計算的實質資產價值。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Bond Fund

Bond Fund – Global Seek to protect and maximize real asset valu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power by investing 
mainly in the global bond markets.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香港 透過投資於香港股票市場，尋求長期的資本增值。

Principal Hong Kong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HK Seek to achieve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long term by investing mainly in Hong Kong equity markets.

Principal HK Dollar
Savings Fund

Money Market Fund –
HK Dollar

Seek to earn a competitive short-to-medium term rate of return by investing primarily in a portfolio 
of high quality Hong Kong dollar short-to-medium duration debt securities.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 – 港元 透過投資於包括高質量的短期至中期港元債務證券組合，賺取具競爭力的短期至中期回報率。

Principal China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China Seek to achieve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long term by investing mainly in China-related equities.

信安中國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中國 透過主要投資於與中國相關的股票，以獲得長期的資本增值。

Principal Asian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 Asia Seek to achieve capital growth over the long term by investing in Asian equity markets.

信安亞洲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 亞洲 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市場，尋求獲取長期的資本增值。

Principal Fund Family

 信安 基金系列
Principal Fund Family

 信安 基金系列



Client Focus 顧客為先

‧ 服務全面周詳，網羅精選債券、地產及股票投資方案
‧ 穩握資產分配、貨幣管理、平穩增長及其他結構投資策略的專業知識
‧ 因應機構投資者的目標，訂立最適合的投資方案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信安環球投資 

信安環球投資為美國信安金融集團內負責資產管理的分支公司，處理集團內之所有投資活動。公司為各客戶提供各類型的資產管理服務，
專業的知識和精神深受客戶所認同，管理資產的價值高達2,353億美元*。

數據截至2011年3月31日

Global Reach 環球網絡

‧ 深入的獨立研究，目光高瞻遠矚
‧ 全球超過1,100名僱員*，包括超過430名投資專家*
‧ 分析工具及環球研究平台領先同儕，利用穩健的資訊優勢管理投資組合

The 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

美國信安金融集團（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號：PFG）是著名的環球金融服務領導機構，為《財富》雜誌500大公司之一，全球擁有1,640
萬名*企業、個人及機構客戶。集團在世界各地1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及服務，所管理的資產達3,274億
美元*。

The Principal®– 

 信安 一步步致富

Important Notes 重要提示：

1. 「信安豐盛投資系列」、「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信安環球投資基金」及「信安豐裕人生基金」各包含多項投資於新
興市場或已發展市場的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及/或基金的子基金（「子基金」）。有關投資涉及市場、信貸、流動
性、貨幣、監管及其他附帶風險，因而可引致基金的價值極度波動。

2. 由於投資於新興市場較波動不定、缺乏流動性及受額外監管風險所影響，有關投資一般附帶較高風險。因此，該等主要
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子基金可視為一種投機性的投資，並附帶重大風險。

3. 個別子基金因投資於高孳息債務證券而涉及與信貸、對手及流動性有關的重大風險。當子基金所持的任何債務證券被評
為低於投資級別或發生對手違約事故時，投資者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4. 個別子基金可能集中投資於一個或數個特選市場，因此其風險程度較多元化組合的基金為高。

5. 子基金可能投資於金融期貨、期權或結構性投資產品。該等投資可涉及額外風險包括市場、對手或違約風險，因而使子
基金蒙受虧損。

6. 投資於子基金可能涉及高程度的風險，因而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於子基金的投資期間可能蒙受重大損失。閣下
應在投資前考慮個人的投資目標。如有任何疑問，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理財顧問的意見。

7. 此項投資乃閣下之決定，但閣下不應投資於任何子基金除非向閣下推銷的中介人已向閣下說明有關的子基金適合閣下並
已說明該子基金如何符合閣下的投資目標。

8. 您不應只依賴本宣傳品作出投資決定。您必須參閱「信安豐盛投資系列」、「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信安環球投資基
金」及「信安豐裕人生基金」的基金說明書以便獲得進一步資料（包括投資政策、風險因素、費用、收費及基金資料）。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of PGI*
信安環球投資的管理資產分類*

Our research process is focused on four 
critical drivers of stock performance
我們的研究過程集中於四項推動股票表現的因素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 US$124.4 billion

定息債券：1,244 億美元
Equity : US$74.4 billion

股票：744 億美元

Real Estate : US$36.4 billion

房地產投資：364 億美元

Equity 

股票 -  我們相信優秀的選股及有規律的風險管理是持續表現出色的主要因素。

Improving Business Fundamentals 業務基礎有改善
 提早認識到轉變
 盈利 / 邊際利潤趨勢

Sustainability 業務基礎持續性良好
 財務特性
 競爭優勢

Rising Investor Expectations 投資者期望上升
 盈利估值調整

 市場確認

Attractive Relative Valuation 估值吸引
 現金流的折現

 經濟價值及風險

A bottom-up industry based approach 由下而上的行業挑選

Fixed Income

定息債券 - 我們致力透過主動的管理策略，從多方面爭取額外回報，以達致持續的出色表現。

Alpha
Generators

資訊管理
行業楷模
背後測試
研究夥伴

行業專長
企業分析
管理層交流
專業審查

環球研究平台

研究分析員

Th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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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dent 

 審慎 投資哲學

Fundamental Research 基礎研究

本宣傳品之發行人：信安環球投資（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510號港運大廈11樓

電話：  傳真：

電郵：

信安網址：

Issuer of this material: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Note 備註:
Investment involves risks an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funds may go up or down. Investors are advised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 offering documents before investing. This material has not been review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基金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在投資前應閱讀及理解有關的基金說明書。本宣傳品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投資級別證券策略 結構性債券策略 政府證券策略 新興市場策略 資產重組策略 高收益證券策略

Specialized Sector Based Research 專門行業研究

基本分析量化分析

Relative Value Analysis 相對價值分析

經濟分析

Alpha Selection (Alpha 揀選)

期限結構 地區 / 國家行業輪替

Model Portfolios 模擬組合

Opportunistic Risk Allocation 機會性的風險分佈

累計風險 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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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貨幣、監管及其他附帶風險，因而可引致基金的價值極度波動。

2. 由於投資於新興市場較波動不定、缺乏流動性及受額外監管風險所影響，有關投資一般附帶較高風險。因此，該等主要
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子基金可視為一種投機性的投資，並附帶重大風險。

3. 個別子基金因投資於高孳息債務證券而涉及與信貸、對手及流動性有關的重大風險。當子基金所持的任何債務證券被評
為低於投資級別或發生對手違約事故時，投資者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4. 個別子基金可能集中投資於一個或數個特選市場，因此其風險程度較多元化組合的基金為高。

5. 子基金可能投資於金融期貨、期權或結構性投資產品。該等投資可涉及額外風險包括市場、對手或違約風險，因而使子
基金蒙受虧損。

6. 投資於子基金可能涉及高程度的風險，因而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於子基金的投資期間可能蒙受重大損失。閣下
應在投資前考慮個人的投資目標。如有任何疑問，閣下應徵詢獨立專業理財顧問的意見。

7. 此項投資乃閣下之決定，但閣下不應投資於任何子基金除非向閣下推銷的中介人已向閣下說明有關的子基金適合閣下並
已說明該子基金如何符合閣下的投資目標。

8. 您不應只依賴本宣傳品作出投資決定。您必須參閱「信安豐盛投資系列」、「信安環球精選基金系列」、「信安環球投資基
金」及「信安豐裕人生基金」的基金說明書以便獲得進一步資料（包括投資政策、風險因素、費用、收費及基金資料）。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of PGI*
信安環球投資的管理資產分類*

Our research process is focused on four 
critical drivers of stock performance
我們的研究過程集中於四項推動股票表現的因素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 US$124.4 billion

定息債券：1,244 億美元
Equity : US$74.4 billion

股票：744 億美元

Real Estate : US$36.4 billion

房地產投資：364 億美元

Equity 

股票 -  我們相信優秀的選股及有規律的風險管理是持續表現出色的主要因素。

Improving Business Fundamentals 業務基礎有改善
 提早認識到轉變
 盈利 / 邊際利潤趨勢

Sustainability 業務基礎持續性良好
 財務特性
 競爭優勢

Rising Investor Expectations 投資者期望上升
 盈利估值調整

 市場確認

Attractive Relative Valuation 估值吸引
 現金流的折現

 經濟價值及風險

A bottom-up industry based approach 由下而上的行業挑選

Fixed Income

定息債券 - 我們致力透過主動的管理策略，從多方面爭取額外回報，以達致持續的出色表現。

Alpha
Generators

資訊管理
行業楷模
背後測試
研究夥伴

行業專長
企業分析
管理層交流
專業審查

環球研究平台

研究分析員

The Principal®– 

 信安 一步步致富
Prudent 

 審慎 投資哲學

Fundamental Research 基礎研究

本宣傳品之發行人：信安環球投資（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510號港運大廈11樓

電話：  傳真：

電郵：

信安網址：

Issuer of this material: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Asia) Limited

Note 備註:
Investment involves risks an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funds may go up or down. Investors are advised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 offering documents before investing. This material has not been review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基金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在投資前應閱讀及理解有關的基金說明書。本宣傳品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投資級別證券策略 結構性債券策略 政府證券策略 新興市場策略 資產重組策略 高收益證券策略

Specialized Sector Based Research 專門行業研究

基本分析量化分析

Relative Value Analysis 相對價值分析

經濟分析

Alpha Selection (Alpha 揀選)

期限結構 地區 / 國家行業輪替

Model Portfolios 模擬組合

Opportunistic Risk Allocation 機會性的風險分佈

累計風險 分散風險



Client Focus 顧客為先

‧ 服務全面周詳，網羅精選債券、地產及股票投資方案
‧ 穩握資產分配、貨幣管理、平穩增長及其他結構投資策略的專業知識
‧ 因應機構投資者的目標，訂立最適合的投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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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環球投資為美國信安金融集團內負責資產管理的分支公司，處理集團內之所有投資活動。公司為各客戶提供各類型的資產管理服務，
專業的知識和精神深受客戶所認同，管理資產的價值高達2,353億美元*。

數據截至2011年3月31日

Global Reach 環球網絡

‧ 深入的獨立研究，目光高瞻遠矚
‧ 全球超過1,100名僱員*，包括超過430名投資專家*
‧ 分析工具及環球研究平台領先同儕，利用穩健的資訊優勢管理投資組合

The 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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