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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經理人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經理人之董事
拿督斯里謝清海
蘇俊褀先生
何民基先生

信託人、過戶處、執行人及總辦事處
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託管人及過戶處代理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一號

法律顧問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Maples and Calder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有關香港法律：
的近律師行
香港
中環遮打道十八號
歷山大廈五樓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P.O. Box 493
SIX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查詢詳情：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投資者熱線 ： (852) 2143 0688
傳真 ： (852) 2565 7975
電郵  ： fis@vp.com.hk
網址  ： www.valuepartner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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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近期獎項及成就

公司獎項

二零一八年 ‧ I&M專業投資大獎2018
  離岸中國股票基金公司(10年)
  – 投資洞見與委託

 ‧ 傑出上市公司大獎2018
  惠理集團有限公司-傑出上市公司大獎(主板組別)
  – AM730 、亞洲公關有限公司及路訊通

 ‧ 2018年福布斯「亞太區最佳企業」
  惠理集團獲選為200家亞太區最佳上市企業之一
  (年度收益達五百萬美元至十億美元)
  – Forbes Asia

 ‧ 2018金翼獎
  惠理-最具成長港股通公司
  – 証券時報

 ‧ 上市公司卓越大獎2018
  上市公司卓越大獎(主板組別)
  – 信報財經新聞

 ‧ 2018《指標》年度基金大獎(香港)
  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金公司:同級最佳獎
  – 《指標》

 ‧ 2018《指標》年度基金大獎(香港)
  大中華股票基金公司:傑出表現獎
  – 《指標》

中華匯聚基金

二零一八年 ‧ 2018年離岸中資基金大獎
  最佳總回報-大中華股票(五年)-季軍
  –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及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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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

大中華股票市場經歷了過山車式的上半年，MSCI中國指數期內大漲13.0%。

2019年伊始，圍繞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氛圍改善了市場情緒，令市場自2018年的拋售強勁反彈。市場
在2019年初期對中美達成貿易協定的預期較高，因為雙方暗示談判進展順利，且在原定的3月1日最後
期限之後，仍繼續談判。中美隨後公佈了好於預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進一步助長市場樂觀情緒。

具體來看，中國眾多關鍵的第一季宏觀經濟指標都超出市場預期，包括社會融資總量強勁上揚及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在3月站上關鍵的50水平1。這些都初步顯示中國願意提供高度的寬鬆政策來刺激經濟增
長。

貿易戰升級

然而5月初貿易戰突然升級，嚴重地影響了投資者情緒。美國向價值2,000億美元2的中國進口貨物加徵
額外關稅的決定讓投資者感到失望，並逆轉了先前市場憧憬貿易協定即將達成的樂觀情緒。同時美國對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科技的審視進一步令市場下跌。

直到6月底中美元首在大阪舉行雙邊會晤之前，市場情緒才得以舒緩。兩國元首同意貿易戰休戰及繼續
貿易談判。但由於兩國皆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並表現得較不願意妥協，市場將可能因貿易協議的進程反
覆而持續波動。貿易威脅持續成為市場皆知的風險，並將在2019年餘下時間主導市場氣氛。

中國：刺激政策促增長

中國按年GDP增長在第二季放緩至27年來的最低記錄6.2%3。備受關注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在5月
再次下調至50水平以下，並在6月維持不變4。

鑒於充滿挑戰的宏觀環境，中國官員提及，包括更多財政手段和貨幣政策在內的政策支持有望持續。

儘管市場不確定性尤存，我們對大中華股市保持樂觀，因為一些已推出的刺激政策的效果，包括4月1
日起生效的增值稅下調，有望在下半年逐漸浮現，以抵消宏觀不利因素。此外，中國內地境內股票市場
的國際化進程，在今年上半年得到MSCI提高A股權重及富時羅素指數納入A股因子的背書，也對市場起
到潛在的支撐作用，有望吸引更多外資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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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續）

投資組合策略回顧

本基金在上半年上漲10.8%。僅供參考，MSCI中國指數同期錄得13.0%的升幅。 

我們的投資組合受惠於本年首四個月對中美貿易協定的樂觀預期。儘管5月波動性因貿易緊張局勢意外
的升級而增加，但我們聚焦於內需相關板塊的投資組合在外部貿易風險的背景下表現堅韌。我們持有的
中國A股消費股是上半年為投資組合帶來正面貢獻的板塊之一。另一方面，醫藥板塊整體均錄得良好的
效績，在期內也為投資組合帶來貢獻，當中，我們所持有的一家醫藥公司盈利穩健且擁有強勁的產品生
產線。

與此同時，本基金在期內因原材料和能源板塊的個別持股而拖累表現。

市場展望

鑒於貿易戰休戰和對全球寬鬆政策趨勢的預期，我們持續遵循由下而上的價值投資選股理念來挑選具
質素的公司。我們認為這策略在當前的大中華股市格外重要，因為由地緣政治事件引發的市場波動觸發
股價過度反應，在那些與全球貿易關連性較低的優質公司，卻創造了價值投資機遇。儘管MSCI中國指
數的12個月預測市盈率從2018年底的10.1倍5攀升至6月底的11.4倍6，市場的估值仍處於過去10年
平均的11.3倍7水平，並不特別昂貴。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1.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3月31日

2. 資料來源：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019年5月10日

3.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7月15日

4.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6月30日

5. 資料來源：MSCI，2018年12月31日

6. 資料來源：MSCI，2019年6月28日

7. 資料來源：高盛，2019年6月29日

所有表現數據均取自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及彭博資訊（數據以美元及按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計算，股息
將再作投資），截至2019年6月28日。表現數據經已扣除所有費用。

本文提供之意見純屬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惠理」）之觀點，會因市場及其他情況而改變。以上資料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亦不應視作投資決策之依據。所有資料是搜集自被認為是可靠的來源，但惠理不保證資料的準確性。本文包含之部分陳述
可能被視為前瞻性陳述，此等陳述不保證任何將來表現，實際情況或發展可能與該等陳述有重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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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續）

於2019年6月28日之五大持股

股份名稱 行業組 
估值
(2018年預測) 備註

阿里巴巴
（股份代號：BABA US) 

市值：4,412億美元

零售 價格：169.45美元 
市盈率：20.0倍 
市帳率：4.0倍 
派息率：0.0%

馬雲於1999年在中國創立的阿里
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
司。阿里巴巴的線上商務平台淘寶
和天貓為公司帶來大部分收入，並
有望借助領先地位、先進科技和由
線下向線上遷移的市場行銷預算而
繼續錄得強健增長。公司的雲計算
服務（阿里雲）和金融科技業務（螞
蟻金服）為未來增長潛力打下基礎。

石藥集團
(股份代號：1093 HK) 

市值：101億美元

醫藥 價格：14.60港元
市盈率：14.5倍 
市帳率：3.4倍 
派息率：2.2%

石藥集團是中國一間領先的生物製
藥公司，亦同時是全球最大的維生
素C及咖啡因供應商。該集團擁有卓
越的研發能力，其主打的腫瘤藥品
也持續錄得強勁的增長。石藥集團
也善於用利用並購加強本身的研發
團隊以及產品管道，並擁有較同行
強的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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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續）

於2019年6月28日之五大持股（續）

股份名稱 行業組 
估值
(2018年預測) 備註

保利地產
（股份代號：600048 
CH) 

市值：221億美元

房地產 價格：12.76人民幣
市盈率：5.7倍 
市帳率：1.0倍 
派息率：5.2%

保利地產是中國的大型房地產國有
企業，主要業務包括商業及住宅物
業的發展、設計、施工和銷售。保利
在徵地方面比較有優勢。在未來幾
年，更大的規模及更好的執行力將
為保利地產帶來更多的市場佔有率。

天津中新藥業集團
(股份代號：600329 
CH) 

市值：16億美元

醫藥 價格：14.29人民幣
市盈率：12.8倍 
市帳率：1.7倍

天津中新藥業集團以中藥創新統
領經營發展思路，注重自主創新研
發，生產經營涉及中藥材，中成藥，
生物醫藥，化學原料及製劑，營養保
健品等眾多領域。中新藥業營銷網
絡覆蓋全國，眾多優質產品遠銷世
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

騰訊控股
(股份代號：700 HK)

市值：4,298億美元

媒體及
娛樂

價格：352.60 港元
市盈率：26.2 倍
市帳率：5.7倍
派息率：0.4%

騰訊的主要業務包括網上遊戲、高
級短訊服務、互聯網增值服務、廣告
及電子商業服務，是中國互聯網龍
頭企業，用戶遍及中國、美國、歐洲
及世界各地。

附注： 截至2019年6月28日，上述投資佔中華匯聚基金的比重為34.9%。股價以2019年6月28日的收市價為基礎。

 個別股份表現／股息率並非基金整體表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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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續）

中華匯聚基金－於2019年6月30日之資產淨值

類別 每單位資產淨值 

A類別 181.33美元

A類別 澳元對沖 11.74澳元

A類別 加元對沖 12.51加元

A類別 紐元對沖 13.16紐元

Z類別 15.18美元

成立至今回報表現
由2000年7月14日至2019年6 月30日

# 自基金成立起至2000年12月31日以MSCI明晟中國指數(總回報)計算，其後以MSCI明晟中國指數(淨總回報)計
 算。所有指數值僅供參考。

+1,713.3%

+259.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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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500%

2,000%

2000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72015 2019

MSCI明晟中國指數（總回報）#

中華匯聚基金（A類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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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0.06.2019 31.12.2018
  美元 美元

資產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26,785,367 215,152,425
利息、股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626,936 1,073
應收單位持有人款項  49,065 45,107
應收經紀款項  8,311,389 12,236,858
現金及現金等價  2,786,942 10,390,847

總資產  238,559,699 237,826,310
   
負債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4,690,368 19,788,089
銀行透支  9,359,724 1,714,820
應付單位持有人款項  786,945 905,432
應付經紀款項  13,976,759 10,619,383
應付管理費  197,200 222,342
應付信託費  23,678 26,69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2,890 89,597

總負債  29,127,564 33,366,359
   
單位持有人應佔之資產淨值  209,432,135 204,459,951
   
每單位資產淨值   
 －已發行 1,132,718個(31.12.2018: 1,231,864個)   
  A類別單位  181.33美元  163.64美元
 －已發行281,047個(31.12.2018: 270,544個)   
  A類別 澳元對沖 單位   11.74澳元 10.63澳元
 －已發行117,714個(31.12.2018: 46,890個)   
  A類別 加元對沖 單位  12.51加元 11.39加元
 －已發行32,384個 (31.12.2018: 21,671個)   
  A類別 紐元對沖 單位  13.16紐元 12.01紐元
 －已發行20,488個(31.12.2018: 20,488個)   
  Z類別 單位    15.18美元 13.6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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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淨值
 持有量 公平值 百分比
  美元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票

中國   
國藥集團一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A股（深港通） 796,917 4,854,311 2.32
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4,974,956 4,165,659 1.99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1,830,707 6,347,532 3.03
分眾傳媒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A股（深港通） 8,417,168 6,484,079 3.10
福建七匹狼實業有限公司A股（深港通） 6,592,025 6,201,232 2.96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2,740,467 7,299,026 3.49
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23,000 3,295,714 1.57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B股 713,663 2,500,675 1.19
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A股（深港通） 855,046 6,457,265 3.08
保利發展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7,244,131 13,460,575 6.43
蘇州金螳螂裝飾股份有限公司A股（深港通） 7,047,662 10,581,089 5.05
天津中新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A股（滬港通） 6,019,499 12,526,196 5.98
雲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深港通） 895,963 6,099,557 2.91

中國總額  90,272,910 43.10
   
香港－ H股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股 21,587,000 11,805,164 5.64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股 7,719,000 6,653,160 3.18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H股 2,150,000 4,339,568 2.07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H股 1,791,000 4,413,189 2.11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股 417,000 2,080,153 0.99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H股 6,746,000 3,974,258 1.9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股 10,907,000 7,962,181 3.80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H股 726,400 2,558,352 1.22 

  43,786,025 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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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匯聚基金
智者之選基金之子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半年度報告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淨值
 持有量 公平值 百分比
  美元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續）

上市股票（續）

香港－紅籌股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13,970,000 3,417,288 1.63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668,000 3,173,966 1.52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9,056,000 14,613,654 6.98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3,213,000 6,378,143 3.04  

  27,583,051 13.17

香港－其他    
北京同仁堂中藥有限公司 4,586,000 8,234,437 3.93 
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4,197,000 6,557,686 3.13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3,046,000 – –
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31,200 3,180,123 1.52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382,700 17,281,945 8.25   
 
  35,254,191 16.83

香港總額  106,623,267 50.91

美國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ADR 89,642 15,189,837 7.25
iQIYI Inc ADR 172,638 3,564,975 1.70
TAL Education Group ADR 172,790 6,583,299 3.15  
  
美國總額  25,338,111 12.10
   
上市股票總額  222,234,288 106.11



12

中華匯聚基金
智者之選基金之子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半年度報告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淨值
 持有量 公平值 百分比
  美元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續）

非上市股票
   
香港    
宜進利(集團)有限公司 1,912,000 – –
   
參與式票據   
CICC Financial Trading Ltd (人福醫藥(集團)股份公司A股)
 參與票據 11/02/2020 2,014,400 3,080,018 1.47
CICC Financial Trading Ltd (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
 參與票據 01/04/2021 10,010 1,434,353 0.69

  4,514,371 2.16
   
衍生資產   
外幣遠期合約  36,708 0.02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總額  226,785,367 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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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匯聚基金
智者之選基金之子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半年度報告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淨值
 持有量 公平值 百分比
  美元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沽空之上市股票
   
香港－其他    
達利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1,253,000) (832,857) (0.40)
恒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43,500) (1,055,829) (0.50)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540,400) (1,512,233) (0.72)
藥明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143,500) (1,289,233) (0.62) 
   
沽空之上市股票總額  (4,690,152) (2.24)

衍生負債   
外幣遠期合約  (216) (0.00)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總額  (4,690,368) (2.24)
   
投資總值  222,094,999 106.05
   
投資總值 ，按成本  229,20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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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匯聚基金
智者之選基金之子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半年度報告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持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產淨值百分比
  30.06.2019 31.12.2018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票   
中國  43.10 42.87
香港  50.91 44.82
新加坡  – 0.25
美國  12.10 11.73
  106.11 99.67
非上市股票  
香港  – –
  
投資基金  
上市投資基金  – 1.06
非上市投資基金  – 0.72
  
參與式票據  2.16 3.82
  
衍生資產  
外幣遠期合約  0.02 –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總額  108.29 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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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匯聚基金
智者之選基金之子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半年度報告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持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產淨值百分比
  30.06.2019 31.12.2018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沽空之上市股票   
香港－其他  (2.24) (9.21)
美國  – (0.46)
  (2.24) (9.67)  

衍生負債   
外幣遠期合約  (0.00) (0.01)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總額  (2.24) (9.68)
  
投資總值  106.05 9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