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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Maples and Calder
香港
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五十三樓

有關台灣法律
Russin & Vecchi
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市
敦化北路二零五號
金融大樓九樓

有關香港及國際法律
的近律師行
香港
中環遮打道十八號
歷山大廈五樓

核數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18 Forum Lane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查詢詳情：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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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資料

經理人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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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俊祺先生
何民基先生

信託人、註冊處、執行人及總辦事處
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 

P.O. Box 484
Strathvale House, Ground Floor 
90 Nor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託管人、註冊處代理人及行政代理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一號

^  於2019年5月16日 前 的 狀 況

# 於2019年5月16日發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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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近期獎項及成就

公司獎項

二零一九年	 •	 亞洲資產管理2019	Best	of	the	Best	Awards
	 	 中國最佳外商獨資企業獎
  － 亞洲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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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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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標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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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標雜誌

二零一七年	 •	 指標雜誌2017年基金年獎(香港)
	 	 年度最佳基金經理	-	大中華股票(傑出表現獎)
	 	 拿督斯里謝清海及蘇俊祺先生(惠理聯席首席投資總監)
  － 指標雜誌

	 •	 AsiaHedge	Awards	2017
	 	 年度資產管理公司大獎
  － AsiaHedge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4年報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經理人報告

表現回顧

台灣股票市場經歷了一個動盪的財政年度。台灣證券交易所加權指數（「台灣加權指數」）及 MSCI 台灣
指數在季內分別上升1.3%和1.1% 。而本基金則在期內下跌3.7% 。  

然而，市場波動性也因全球宏觀事件顯著上升。在2019年第二季度初，受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向好和富
士康前董事長郭台銘競逐總統大選的帶動，市場持續攀升。不過，由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加
劇，悲觀的市場情緒在2019年5月份開始出現，導致當月錄得大幅拋售。直到本財政年度末期，貿易戰
在中美G20會談之前再次出現曙光，台灣股市在2019年6月份收復了大部分失地。台灣在2019年第二
季結束時錄得外資流入36億美元 1 ，而2019年第一季度為81億美元 1 。

貿易戰升級

在2019年5月，美國政府宣布對價值2,000億美元 2的中國商品徵收15%2的額外關稅，並考慮對所有
其他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包括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此外，美國已將華為列入黑名單，並限制其
接觸美國的零件和技術。因此，中國政府考慮減少稀土礦物的供應，並以不可靠實體清單作為反擊。儘
管如此，在G20峰會上，美國同意暫緩下一輪關稅並恢復貿易談判。雖然中美之間在華為事件上仍存在
爭議，但我們注意到主要的美國供應商已恢復向華為的貨運安排，這對科技行業整體影響正面。

產能轉移初顯效果

在2019年5月下旬，台灣政府表示對貿易談判維持謹慎的態度，因談判將繼續拖累台灣的供應鏈及全
球經濟前景。因此，台灣預計2019年的出口按年會下降1.2%3 ，並減低其對國內消費增長的預測。但與
此同時，鑒於供應鏈重組，台灣本地的投資增長強勁。相互抵消之下，台灣將 2019 年 GDP 增長預測
從2.3%3下調至2.2%3 。

台灣的出口數據展現出一線希望。雖然2019年第二季度出口按年下降2.6%4至819億美元 4 ，但在連續
七個月下滑之後， 2019年6月出口喜見按年增長0.5%4 ，顯示出供應鏈重組的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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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	(續)

投資組合評論及展望

台灣股票市場經歷了波動的財政年度，所持的消費板塊帶來貢獻。在非指數的持股中，一家集成電路設
計公司的股價表現受到中國面板供應增加和市場份額持續增長的驅動。該公司在2019年第一季的盈利
和利潤率因而均較預期好。從我們的內部研究發現，該公司市場份額增長強勁且估值低，所以在2019
年初時買入。復盛應用科技在本財政年度也為本基金帶來貢獻，該公司也是非指數股票並屬於非日常生
活消費品的板塊。該公司的股價經歷強勁的反彈，其銷售額回升至其增長軌道。復盛應用科技專門為高
爾夫球會所提供用品及器材，佔全球市場份額高達40%5 。著名高爾夫球手老虎活士近期於大師賽的勝
利帶動高爾夫球用品的需求上升，加上復盛多年來的生產優化，我們對該公司延續利潤率改善及盈利強
勢有信心。

我們提高了對科技和消費板塊的配置，並同時減持銀行板塊。雖然貿易戰為科技股帶來波動，我們將繼
續尋找那些具長期盈利能力的公司，並發掘因貿易緊張局勢而導致股價過度調整的機遇。另一方面，銀
行相關股份今年表現強勁，惟我們在銀行股的配置相對較低，因此在2019年第二季度取得較少收益。
在該季度，貿易爭端加劇，投資者轉向各種避險資產，令指數內的銀行板塊整體上升了6.5%6 。但我們
對該板塊維持保守態度，因為其現時估值已經相當昂貴，而美國的減息預期將對銀行基本面帶來負面影
響。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1.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灣）， 2019年7月5日

2. 資料來源：美國貿易代表處辦公室， 2019年5月10日

3. 資料來源：台灣行政院， 2019年5月24日

4. 資料來源：台灣財政部， 2019年7月8日

5. 資料來源：復盛應用科技， 2019年6月11日

6. 資料來源：彭博， 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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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現數據已扣除所有費用。所有數據僅供參考。

個別股份表現並不代表基金的表現。

本文提供之意見純屬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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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6月28日的5大股票持倉

股份名稱 行業組	
估值
(2020年預測) 備註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代號：6670 TT)

市值：8億美元

耐 用 消 費
品與服裝

價格：198.00新台幣
市盈率：11.8倍
市帳率：3.4倍
派息率： 6.0%

復盛應用科技是高爾夫球會所用品
的製造商，擁有數十年之鑄、鍛造
及碳纖成型的經驗與能力。著名高
爾夫球手老虎活士近期於大師賽的
贏仗令高爾夫球用品的需求增加，
預計在高爾夫球桿頭市場有40%佔
有率的復盛可從中獲益。經過他們
多年的生產優化，我們有信心他們
可以繼續收益上的強勢及增加利潤。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代號：2317 TT)

市值：346億美元

技 術 、 硬
件與設備

價格：77.40新台幣
市盈率：9.4倍
市帳率：0.8倍
派息率：4.7%

鴻海精密工業是一家在全球聘用近
100萬名員工的領先電子生產服務
商。鴻海為全球眾多巨擘企業（包括
蘋果、戴爾、惠普、索尼、諾基亞及
思科系統）設計及生產智能電話、電
腦、打印機、電視、遊戲機及網絡產
品。鴻海已於早前把設於內地沿海
地區的廠房搬遷至成本較低的內陸
地區，藉此增強在同業中的成本優
勢。我們預期，鴻海可望受惠於營
運效率改善及新商機，有望錄得持
續穩定的盈利增長。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08 TT)

市值：167億美元

技 術 、 硬
件與設備

價格：3,855.00新台幣
市盈率：16.0倍
市帳率：3.5倍
派息率：2.6%

大立光電主要業務為設計和製造電
子產品及手機的鏡頭。公司在高規
格智能手機鏡頭市場擁有領先地
位，享有超過50%市場份額。由於
相機功能對智能手機型號在市場上
的差異性愈來愈重要，我們預計智
能手機鏡頭的規格將繼續升級，而
製造這些高規格鏡頭的難度將大幅
增加。我們預計大立光電憑著其對
光學設計的深入認識和製造技術，
可在行業保持領先地位。我們預計
公司將在未來數年錄得強勁盈利增
長，主要因為規格升級提升平均銷
售價格，以及更多智能手機採用多
鏡頭令銷售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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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續）

截至2019年6月28日的5大股票持倉(續)

股份名稱 行業組	
估值
(2020年預測) 備註

信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2 TT)

市值：3億美元

技 術 、 硬
件與設備

價格：84.00新台幣
市盈率：12.0倍

信錦企業專門從事機械設計，為個
人電腦顯示器提供底座和軸承等產
品。該公司不斷優化生產，將產品組
合轉向更高端的產品。 因此在2019
年第一季，信錦的利潤按年增長了
26% 。我們特別欣賞信錦管理團隊
良好的執行力，而穩健的利潤率和
一貫的高派息政策更進一步添加他
們的優勢。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0 TT)

市值：2,000億美元

半 導 體 產
品與設備

價格：239.00新台幣
市盈率：16.9倍
市帳率：3.3倍
派息率：4.3%

台積電是一家國際級的獨立半導體
製造商，為集成電路設計公司提供
流程設計、晶圓製造及測試等綜合
服務。作為全球領先企業，該公司於
外判市場佔據超過50%的份額，並
持續在其技術及盈利能力方面遠勝
競爭對手。我們認為，台積電具備充
分條件繼續受惠於不斷增長的集成
電路製造外判市場，以及受益於物
聯網、人工智能晶片，以及其他新應
用範圍日益上升的需求。

附註： 截至2019年6月28日，上述投資佔惠理台灣基金的比重為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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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理台灣基金
每單位淨資產值	=	21.05美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成立至今回報表現
由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惠理台灣基金
台灣加權指數(美元)
MSCI 明晟台灣指數(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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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及信託人之責任聲明

經理人之責任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訂立之《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訂
立之信託契據（經修訂）之規定，經理人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須在截至各年度之會計期間編製能
夠真實及公平地反映惠理台灣基金（「本基金」）於該會計期間終止時之財務狀況之財務報表及截至該會
計期間終止時之交易。在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時，經理人須：

•  選擇及貫徹採用適當的會計政策；

•  作出審慎及合理的判斷及評估；及

•  根據本基金將繼續營運的基準（除非此假設不適用）編製財務報表。

經理人亦須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訂立之信託契據（經修訂）管理本基金，並採取合理之步驟，
防止及偵測欺詐及其他不當行為出現。

信託人之責任

信託人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須：

•  確保本基金由經理人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訂立之信託契據（經修訂）管理，而有關之投
資及借貸權亦遵守該守則之規定；

•  確保能維持充足之會計及其他紀錄；

•  保障本基金之產權及其所附有之權利；及

•  向單位持有人呈報截至各個年度會計期間有關經理人管理本基金之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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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信託人報告

我們謹此確認，我們認為經理人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在各重大方面均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三十日訂立之信託契據（經修訂）之規定，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管理惠理台灣基金。

代表
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

信託人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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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僅作為惠理台灣基金的信託人身份）

就審計財務報表作出的報告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各重大方面中肯地反映了惠理台灣基金（以下簡
稱貴基金）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交易及現金流量。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貴基金的財務報表包括：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報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及

•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
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

獨立性

根據國際會計師道德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道德守則），我們獨立於貴基
金，並已履行道德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其他信息

貴基金的信託人及經理人（管理層）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在一般資料、經理人報告、經理
人及信託人的責任聲明、信託人報告、投資組合、投資組合變動及表現記錄內的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
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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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僅作為惠理台灣基金的信託人身份）

其他信息（續）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
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
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
告。

管理層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管理層須負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擬備及中肯地列報財務報表，及對管理層認為為使財務報表的
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管理層負責評估貴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
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管理層有意將貴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
方案。

此外，管理層須確保財務報表已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訂立的信託契據（經修訂）及於二零一八
年五月十七日訂立的信託人退任及委任與修訂契約（統稱信託契據）以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頒布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簡稱證監會守則），附錄E所訂明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備。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
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國際審計準則》進行的
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
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
大。此外，我們需要評估貴基金的財務報表是否已根據信託契據及證監會守則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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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僅作為惠理台灣基金的信託人身份）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在根據《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
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
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
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發表意見。

•  評價管理層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管理層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
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貴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
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
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
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貴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
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管理層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
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14年報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僅作為惠理台灣基金的信託人身份）

其他事項

根據我們業務約定書的條款，本報告（包括意見）乃僅為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僅作為貴基
金的信託人身份）擬備，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除了我們已事先發出的明確書面同意外，我們
在提供本意見時，概不就任何其他目的或向獲展示或可能取得本報告的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
責任。

就信託契據及證監會守則的相關披露規定作出的報告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已根據信託契據及證監會守則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備。

PricewaterhouseCoopers
開曼群島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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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資產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d)    64,148,558  62,762,985 
出售投資之應收款項 5(f) 80,182 1,094,378
發行單位之應收款項  2,800 4,556
應收股息及利息 5(f) 281,434 449,57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 509
孖展按金  1,859 454,234
銀行結餘  5(f) 8,950,426 4,405,439

總資產  73,465,259 69,171,677

負債
購買投資之應付款項  6,212,175 1,479,381
贖回單位之應付款項  2,000 23,616
應付管理費 5(a) 62,205 68,429
應付表現費 5(b) – 1,308,1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f) 59,058 44,648

總負債  6,335,438 2,924,195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4 67,129,821 66,247,482

由下列人士簽署作實：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經理人 HSBC	Trustee	(Cayman)	Limited，信託人

第19頁至第36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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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收入	 	 	
股息  2,231,538  2,574,931 
銀行存款利息 5(f) 20,606  10,091 
已變現投資收益淨額  648,708  11,260,602 
未變現投資收益╱虧損變動  (2,706,595)  (2,896,145)
外匯虧損淨額  (36,173)  (68,054)

收入淨值總額  158,084 10,881,425
   
支出   
管理費 5(a) 756,779  825,613
表現費 5(b) – 1,308,121
信託費 5(c) 105,922  115,283 
交易成本 5(f) 569,166 473,870
保管費及銀行費用 5(f) 40,193 58,925
法律及專業費用  69,779 72,035
核數師酬金  47,800 40,350
其他經營開支  122,748 67,586

總經營開支  1,712,387 2,961,783
   
除稅前（虧損）╱溢利  (1,554,303) 7,919,642
   
股息收入之預扣稅 6(c) (460,194) (513,767)

年度（虧損）╱溢利  (2,014,497) 7,405,875

第19頁至第36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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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於七月一日之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66,247,482 62,037,248  

發行單位    12,583,605  2,116,018 
贖回單位    (9,686,769)  (5,311,659)

資本交易之增加╱（減少）淨額  2,896,836 (3,195,641)
  
年度（虧損）╱溢利  (2,014,497) 7,405,875

於六月三十日之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67,129,821 66,247,482

第19頁至第36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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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年度（虧損）╱溢利  (2,014,497) 7,405,875
已作出下列調整：  
 股息  (2,231,538)  (2,574,931)
 銀行存款利息  (20,606)  (10,091)
 股息收入之預扣稅  460,194  513,767 

  (3,806,447) 5,334,620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增加  (1,385,573) (3,485,322)
孖展按金減少╱（增加）  452,375 (16,077)
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509 671
出售投資之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014,196  (1,094,378)
購買投資之應付款項增加  4,732,794  1,291,561 
應付管理費、應付表現費及應計費用以及其他應付款項之減少 (1,299,935)  (361,093)

經營業務所（用於）╱收取之現金  (292,081) 1,669,982
  
已收股息  2,399,257 2,302,559
已收銀行存款利息  21,029  8,854 
已付股息之預扣稅  (460,194)  (513,767)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668,011 3,467,62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行單位所得款項  12,585,361  2,184,557 
贖回單位之付款  (9,708,385)  (5,293,043)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876,976 (3,108,4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4,544,987 359,142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05,439 4,046,29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  8,950,426 4,405,439

第19頁至第36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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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惠理台灣基金（「本基金」）是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訂立之信託契據（經修訂）成立之開放式單
位信託基金。本基金根據開曼群島互惠基金法（經修訂）而註冊，受開曼群島法例規管，並由開曼群島
金融管理局監管。此外，本基金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並須遵照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訂立之《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該守則」）。

本基金之投資目標為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的股票及股票掛鈎證券以實現長期資本增值在(a)台灣證
券交易所；(b)證劵櫃檯買賣中心；或(c)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但其主要業務或大部分資產，或其
大部分收入均來自台灣。該等公司包括在台灣以外註冊成立及╱或報價之公司。本基金之投資活動由惠
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經理人」）管理。

在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之前， Bank of Bermuda (Cayman) Limited為本基金的信託人。根據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十七日訂立的信託人退任及委任與修訂契約， HSBC Trustree (Cayman) Limited（「信託
人」）已獲委任替代Bank of Bermuda (Cayman) Limited擔任信託人，自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起生效。

本基金之總辦事處為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另有所指外，該等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有呈列
年度。

(a)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並就重估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使用會計估計。當中亦要求於應用本基金之會計政策時作
出判斷。

除另有注明外，本財務報表所提述之資產，均指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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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a)	 編製基準（續）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生效的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闡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計量及解除確認。有關闡述取
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多項分類及計量模式並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報告期初生效。

債務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由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點進行確定。倘業務模式
的目的是持有金融資產以作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該金融資產下的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利息的支
付，此金融資產工具則按攤銷成本計量。倘業務模式的目的是持有金融資產以作收取及出售「純屬本金
及利息之支付」合約現金流量，此金融資產工具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方式計量。所有其他債
務工具必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方式確認。於初次確認時，任何實體可以不可撤回地指定金融資產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之方式計量,但前提是有關指定可消除或大幅減少計量或確認方面的不一致性。衍生及股
本工具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方式計量，倘股本工具並非持作買賣,則以不可撤銷期權按公平值計入其
他綜合收益之方式計量。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亦引用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本基金一如既往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未對附註2（b）所列財務工具的分類和計量有所改
動。本基金投資組合繼續歸類為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持有作收取之用的其他金融資產繼續按攤銷
成本列賬。採納應用新減值模式並未產生重大影響。

概無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報告期生效的其他準則、詮釋或對現行準則之修訂對本基金之財務
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本基金未曾採納尚未生效的準則

多項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以及詮釋與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之後開始之報告期生效，於編制該等財務報
表時尚未應用。採納此等準則並無對本基金之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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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i)	 分類

資產

本基金的投資分類以本基金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點為基準。對金融資產組合
進行管理，並在公平值的基礎上對其表現進行評估。本基金主要側重於公平值信息並利用此等信息評估
資產表現和做出決定。本基金未曾選擇不可撤銷地指定任何上市股票按公平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因此，本基金將其投資組合歸類為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或負債。

本基金的政策要求經理人和信託人以公平值為基礎評估關於金融資產和負債方面的信息以及其他相關
金融信息。

(ii)	 確認╱解除確認

正規之投資買賣乃於交易日—本基金承諾購買或出售該投資之日期確認。當自投資收取現金流量之權
利已屆滿或本基金已將所有權之所有風險及回報大部分轉移時，該等投資解除確認。

(iii)	 計量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初步按公平值確認。交易成本於綜合收益表列作開支。於初步確認
後，所有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均按公平值計量。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損益，於其產生之年度內在綜合收益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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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續）

(iv)	 公平值估計

公平值是指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進行規範化交易時，出售資產所收取價格或轉移負債所支付價格。

於活躍市場上交易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如公開交易衍生工具及交易證券）之公平值以報告日收市時之市
場報價為基準。活躍市場即資產或負債的交易頻率和數額足以持續提供定價資料之市場。

在場外交收而未在活躍市場交易的衍生產品的公平值乃通過經紀報價或估值技術而確立。

(v)	 公平值等級間之轉撥

公平值等級間之轉撥被視為於報告期初已發生。

(c)	 收入

股息收入於收取股息之權利確定時確認。

利息收入按實際利息法以時間比例基準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d)	 支出

支出按累計基準計算。

(e)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乃收購透過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或負債產生之成本。當中包括支付予代理、顧問、
經紀及交易商之費用及佣金。交易成本一旦產生，立即於綜合收益表確認為開支。

(f)	 抵銷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及負債於有法定強制執行權以抵銷已確認金額及於擬按淨值基準結算或同時將資產變現及償
付負債時予以抵銷，而有關淨額於財務狀況表內呈報。法定強制執行權不得取決於未來事件，而須在一
般業務過程中及在本基金或交易對方違約、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情況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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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抵押品

本基金提供的現金抵押品於財務狀況表中列作孖展按金，且並非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一部分。

(h)	 外幣換算

財務報表以美元呈報，美元為本基金之功能及呈報貨幣。

本基金的認購及贖回主要以美元交易，故本基金採用美元為本基金之功能貨幣。此外，計量表現及向基
金單位持有人匯報，以及費用及支出結算均以美元進行。

外幣交易均按交易當日之現行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因上述交易結算及按年終匯率兌換以外幣列值之
資產及負債而產生之匯兌損益均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i)	 稅項

本基金現時須就投資收益及資本收益向若干國家繳納預扣稅項。有關收入以未扣除預扣稅項之總額計
入綜合收益表內。

(j)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銀行活期存款及於三個月或更短時間內到期之其他短期高流動性投
資。

(k)	 可贖回單位

每單位資產淨值每個交易日計算。單位的發行及贖回價格之計算乃參考相關交易日收盤時的每單位資
產淨值。

本基金之單位可按單位持有人之選擇而贖回，並在財務狀況表中歸類為權益，代表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
淨值（或「資產淨值」或「淨資產」或「NAV」）。單位可享有股息，及獲派付根據本基金於贖回日之資產
淨值計算之比例份額。

(l)	 就財務報表作出的報告

載於財務狀況表中的資產及負債乃根據流通量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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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

本基金之業務須承受各種財務風險，如：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價格風險及利率風險）、信貸及交
易對方風險及流通量風險。

該等風險及本基金管理該等風險之政策討論如下：

(a)	 市場風險

(i)	 外匯風險

本基金可能持有以美元（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之資產，故可能承受外匯風險。經理會定期監察本基
金整體貨幣倉盤。

下表包括以外幣持有之貨幣及非貨幣資產及負債，連同匯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百分比及其對資產淨值之
估計影響。

	 總外幣淨值風險
	 非貨幣	 貨幣	 	 對資產淨值之
	 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百分比變動	 估計影響
 美元等值 美元等值 % 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港元* 591,651 164,714 +/-0 –
台幣 63,155,264 1,237,061 +/-5 +/-3,219,616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港元* – 262 +/-0 –
台幣  62,762,985  3,928,939 +/-5 +/-3,334,596

* 港元現於窄幅範圍內與功能貨幣美元掛鈎，故此不會承受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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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a)	 市場風險（續）

(ii)	 價格風險

經理人主要透過分散投資組合，及在解釋備忘錄註明之特定限制內慎選證券及其他金融工具以管控價
格風險。經理人會每日監察本基金在市場之整體持倉狀況。

於報告日，本基金之整體市場風險如下:

	 資產淨值百份比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市股票
台灣  94.08  94.74
香港  0.88 –
美國  0.60 –

  95.56 94.74

下表顯示按行業劃分之股票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 %
   
資訊科技  65.69 56.58
金融  9.02 12.91
非必要消費品  8.98 3.45
工業  6.70 9.99
必要消費品  3.86 3.16
房地產  2.14 –
物料  2.08 5.94
能源  0.90 1.03
通訊服務  0.63 –
電訊服務  – 6.94

  100.00 100.00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基金並無持有任何一個證券超過資產淨值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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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a)	 市場風險（續）

(ii)	 價格風險（續）

下表概述本基金上市股票組合對股票價格變動之敏感度分析。分析乃假設台灣加權指數上升╱下跌而
所有其他可變因素保持不變，且假設本基金上市股票組合之公平值依循指數之過往相關性變動。本基金
與任何市場指數概無直接關係。該指數只作為指引及表現之比較。經理人管理價格風險時並無參考任何
市場指數。

	 百分比變動	 對資產淨值之估計影響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 % 美元 美元

台灣加權指數 +/-30  +/-30 +/-18,708,952  +/-18,833,545

(iii)	 利率風險

本基金絕大部分金融資產及負債並不附息。因此，市場上現行利率波動不會使本基金承受重大風險。

銀行結餘及孖展按金因其回報按現時銀行同業借貸利率計算而承受利率風險；然而，有關利率風險並
不視為重大，故並無主動管理利率風險。因此，無須進行敏感度分析。

(b)	 信貸及交易對方風險

本基金透過使用經理人認為聲譽良好之經紀交易商、銀行及受監管之交易所進行其大多數證券交易及
合同承諾活動，以減低其信貸風險。所有交易涉及之款項皆由經批准及信譽良好之經紀交收結算╱支
付。由於已出售證券僅在經紀收取費用時交付，故此拖欠風險甚微。在購買證券時，僅會在經紀收取證
券時支付款項。倘其中一方未能履行責任，則買賣將告失效。



27 年報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b)	 信貸及交易對方風險（續）

下表顯示於報告日期之主要交易對方風險。信貸評級由穆迪發出。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交易對方  
銀行結餘  
 Aa2  8,950,426 –
 Aa3  – 4,405,439
孖展按金  
 A1   1,859 454,234
出售投資之應收款項  
 Aa2  80,182 –
 Aa3  – 1,094,378
存放於託管人的投資  
 Aa2  64,148,558 –
 Aa3  – 62,762,985
發行單位之應收款項  
 無評級*  2,800 4,556

* 本基金使用違約概率、違約風險敞口和違約損失風險計量信貸風險和逾期信貸損失。管理層在確定任何預期的信
貸損失時，都會考慮歷史分析和前瞻性信息。截止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其他
應收款項、經紀應付款項、現金和短期存款都為信貸評級為Aa3或以上的交易對方持有，且將於一週內結清。管
理層認為違約概率近乎為零，因其交易對方完全能夠在短期內履行其合約義務。因此，根據12個月的預期信貸損
失，無需確認損失準備金，因為任何此類減值對本基金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報告日期最大信貸風險為財務狀況表中所示的金融資產賬面值（上市股票除外）。

(c)	 流通量風險

本基金每日均進行單位贖回。經理人可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之委託契據（經修訂）限定任
何交易日之贖回單位總數不超過已發行單位總數之10% 。

下表分析本基金之金融負債，並以報告日期至合約到期日之剩餘期限作為基準。表中披露之數額為合約
下未折現之現金流量。由於折現之影響並不重大，故12個月內到期之結餘相等於其賬面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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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c)	 流通量風險	（續）

	 少於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購買投資之應付款項  6,212,175  1,479,381 
贖回單位之應付款項  2,000  23,616 
應付管理費  62,205  68,429 
應付表現費  –  1,308,1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9,058  44,648 

  6,335,438 2,924,195

每當存在主扣除安排，則須作出披露，而不論是否已經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實
際抵銷之任何餘額。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基金須遵守一項與一名衍生工具交易對方之主扣除協議（二零一八年：一
項）。該項安排給予本基金及交易對方法定強制執行權抵銷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

本基金及其交易對方已經選擇按總額基準結清所有交易；然而，各方均有選擇權在另一方違約之情況
下按淨額基準結清所有公開義務。根據主扣除協議之條款，違約情況包括一方未能支付到期款項、在給
予未履約通知後未履約情況未予補救的一方未有履行協議規定之任何義務（付款除外）或破產。

下表呈列本基金於報告日期符合資格作出抵銷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淨額倘本基金選擇強制執行主扣除協
議及類似協議。將予抵銷之金融限於同一交易對方內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絕對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金融資產  
孖展按金  1,859 454,234

金融負債	 	 – –
  
淨額  1,859 454,234

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均按總額基準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的現金
抵押品總額為1,859美元（二零一八年：454,23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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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c)	 流通量風險	（續）

資本管理

本基金的資本代表歸屬於單位持有人的淨資產，受日常認購及贖回可贖回之單位影響。本基金的資本管
理目標是為單位持有人帶來收益和長期資本增值。

為了維繫資本結構，經理人執行以下措施：

− 監控流動資產的認購和贖回活動；

− 為了保護單位持有人的利益，在特殊情況下，經理人可能會限制於任何贖回日內可贖回的單位
數目不可超過已發行單位總數的10%；及

− 按照解釋備忘錄監控基金投資指引和限制。

本基金所投資市場之流通量可能相對不足，該等市場之流通量可能隨著時間之變遷而大幅波動。本基金
資產投資於流通量相對不足之證券，可能限制本基金按本身所期望價格及時間出售其投資之能力。流通
量不足之風險亦可從場外交易產生。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經理人認為該等流通量不
足之投資金額與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相比相對微不足道，而本基金絕大部分之資產可於七日或更
短時間內變現，以產生現金流，控制流通量風險。

以下呈報持有10%以上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投資者名單：

投資者	 	 	 資產淨值百份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投資者一   32.69
投資者二   28.22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投資者一   29.71
投資者二   23.07
投資者三*   15.20

*  投資者三乃經理人之董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5(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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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d)	 公平值估計

下表分析本基金於報告日期在公平值等級內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按類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上市股票 64,148,558 – – 64,148,55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上市股票 62,762,985 – – 62,762,985

投資項目價值按照於活躍市場之市場報價計算，因而分類為第一級，該等投資包括活躍上市股票。本基
金概無為上述工具調整報價。

第二類金融工具屬於那些在市場上交易並不活躍，估值乃按市場報價或經紀報價，或那些並無活躍市
場，按可觀察輸入值計量的估值模型進行估值。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基金並無持
有任何第二級投資。

分類為第三級的投資公平值估值存在重大的不可觀察輸入值，因其交投量並不頻密。於二零一九年及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基金並無持有任何第三級投資。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等級間並無轉撥。

其他資產及負債按攤銷成本列賬，其賬面值與公平值合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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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可贖回單位

本基金之單位可按單位持有人之選擇而贖回，為已發行單位中級別最低，並分類為權益。

本基金根據單位持有人之選擇權，按本基金發行或贖回當日之每單位資產淨值發行或贖回基金單位。

本基金每單位資產淨值乃將資產淨值除以已發行單位總數計算。

所有已發行單位均已繳足且無面值。每個單位具有一票表決權。單位可享有股息，及獲派付根據本基金
於贖回日之資產淨值計算之比例份額。

本基金的資本以該等單位代表。本基金的資本於財務狀況表列為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本基金儘量
將所獲認購進行恰當投資，同時維持足夠的流動資金以應付贖回，並透過持有流動資產增加流動資金。

於年內已發行單位數目變動如下：

	 單位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於七月一日  3,029,769 3,185,317
發行單位  630,965  101,603 
贖回單位  (471,635)  (257,151)

於六月三十日  3,189,099 3,029,769

每單位資產淨值  21.05美元 21.8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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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之關連人士之交易

下列乃重大關聯方交易╱本基金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之關連人士於年內訂立之交易之概要。信託人
及經理人之關連人士乃該守則內所界定之關連人士。所有該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
款訂立。

(a)	 管理費

經理人有權收取管理費，以本基金資產淨值按每年1.25%計算。管理費乃每日計算及累計，並於每月底
支付。

(b)	 表現費

經理人有權收取表現費，此費用乃按年度內已發行單位平均數乘以每年六月三十日（「表現費估值日」）
之每單位資產淨值（未扣除任何表現費撥備及任何就該表現期間已宣派或支付之任何分派）超出(i)首次
發售價10.00美元及(ii)於上一次支付經理人表現費之表現期間之表現費估值日（除所有費用，包括表現
費，並計及於表現費估值日本基金所收到之認購及贖回指示及就該先前表現期間已宣派或支付之任何
分派）每單位資產淨值（以較高者為準）數額之15%計算。表現費乃每日計算及累計，並於每財務年度底
支付。

(c)	 信託費

信託人有權按下列基準收取浮動信託費：(i)以本基金資產淨值之首4億美元按每年0.17%計算；(ii)以
本基金資產淨值其後之4億美元按每年0.15%計算；及(iii)其後金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按每年0.13%計
算（惟每月最低須為5,000美元）。浮動信託費乃按每日計算及累計，並於每月底支付。信託人亦有權每
年收取固定信託費3,000美元，並於每月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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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之關連人士之交易	（續）

(d)	 經理人及其關聯方╱關連人士於本基金之持有量

經理人及其關聯方╱關連人士持有本基金之單位如下：

	 於七月一日	 認購單位	 贖回單位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拿督斯里謝清海* 460,507.01 – 301,862.01 158,645.00
	 	 	 	
二零一八年	 	 	 	
拿督斯里謝清海* 460,507.01 – – 460,507.01
惠理多元資產基金** 125,612.90 – 125,612.90 –

* 拿督斯里謝清海乃經理人之董事。
** 惠理多元資產基金由經理人管理。

該基金允許經理人及其關聯方╱關連人士認購與贖回該基金之單位。所有該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
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此外，經理人可決定豁免部分服務費用。

(e)	 認購費

經理人有權就發行單位收取認購費（佔發行價不多於5%）。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經理人
未就發行單位收取認購費（二零一八年：524美元）。 認購費並未於本基金之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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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之關連人士之交易	（續）

(f)	 與信託人及其關聯方的其他交易及結餘

除了附註5(c)所披露的信託費105,922美元（二零一八年：115,283美元）外，本基金與信託人及其關聯
方有以下額外交易。所有該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銀行存款利息  3,565 3,334
保管費及銀行費用  39,721  31,986
交易成本  62,775  21,598

本基金向受託人關聯方支付傭金以購買或出售投資。截止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交易總額和
平均傭金比率分別為20,452,806美元和0.31% 。截止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上述交易佔本基
金總購買或出售投資額的10.32% 。

除了附註5(c)所披露的應付信託費9,195美元（二零一八年：10,808美元）外，本基金與信託人及其關
聯方有以下額外結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 美元
  
銀行結餘  8,950,426 4,405,439
出售投資之應收款項  80,182 1,094,378
應收利息  728 1,242
應付交易成本  3,6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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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6	 稅項

(a)	 開曼群島

本基金已取得開曼群島總督會同行政局承諾，根據開曼群島信託法（二零零一年經修訂）第81節，自二
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起為期50年，有關其後就收入、資本資產、收益或增值徵收任何稅實施之開曼群
島法律概不適用於本基金。

(b)	 香港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14 、 26或26A條，出售本基金之投資所獲得之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及變現收益可
豁免繳付利得稅，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其他司法權區

於年內，某些已收取之若干股息收入須繳付海外預扣稅。

7	 分派

由於本年度內並無作出分派，故並無編製分派報表。

8	 軟佣金安排

經理人及╱或任何與其有聯繫之公司及其委託者可代表客戶與進行經紀交易之經紀訂立非金錢利益╱
佣金安排。經理人可（在適用規則及規例許可下）向經紀及進行投資交易之中間人（「經紀」）獲取且有權
保留對本基金具明顯利益之若干研究產品及服務（稱為非金錢利益）。向經紀收取非金錢利益的條件是
交易之執行符合最佳執行原則，且該經紀佣金比率並不高於一般提供全面服務的經紀所收取的佣金比
率。

上述非金錢利益可能包括研究及顧問服務；經濟及政治分析；投資組合分析，包括估值及衡量業績表
現的分析；市場分析、數據及報價服務以及與上述物品及服務有關的軟件；結算及代管服務，以及與投
資有關的刊物。為免生疑，非金錢利益不可包括旅遊、住宿、娛樂、一般行政所需的物品或服務、一般
辦公室設備或處所、會籍費用、僱員薪酬或直接金錢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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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8	 軟佣金安排（續）

經理人將考慮視作與釐定經紀會否提供最佳執行有關之多項判斷因素。一般而言，轉交經紀的投資指示
取決於相關經紀所提供之服務範疇及整體質素。於判斷服務質素時考慮之主要因素為經紀的執行表現
及能力。其他考慮因素包括所提供之研究及投資建議之質素及數量、潛在被投資公司數目及佣金費率。
從經紀收取之非金錢利益不應影響經紀間之指示分配方式。經理人已實行若干政策及程序，以確保經紀
根據非金錢利益佣金安排執行之交易符合最佳執行原則。經理人利用其收取之非金錢利益促進投資管
理流程，而有關利益有助經理人向客戶履行整體責任，且可能用於為經理人獲授權行使投資決定之任何
或所有客戶賬戶提供服務。經理人一般不會分配╱歸納非金錢利益至個別客戶賬戶，因所得物品及服務
可能對整體所有客戶有利，包括無助取得非金錢利益的客戶賬戶。

9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由信託人及經理人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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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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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998,304 1,089,282 1.62
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2,000 574,568 0.86
泰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13,000 1,256,732 1.87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81,000 1,639,378 2.44
長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266 434,430 0.65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14,000 1,267,702 1.89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4,000 875,433 1.30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35,000 1,205,483 1.80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913,880 2,008,307 2.99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 167,221 0.25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 340,672 0.51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7,000 774,933 1.15
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4,000 1,740,646 2.59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61,000 574,313 0.86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62,000 1,338,057 1.99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18,000 914,721 1.36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2,000 2,313,846 3.45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4,000 996,275 1.48
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 944,491 1.41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316,000 730,400 1.09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5,000 2,686,025 4.00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99,000 1,372,463 2.04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6,000 884,243 1.32
川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1,583,110 2.36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488,943 3.71
巨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17,000 512,080 0.76
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000 904,284 1.35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000 1,185,977 1.77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25,000 1,221,955 1.82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84,000 1,682,345 2.51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3,000 1,343,707 2.00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5,000 561,150 0.84
振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4,000 291,507 0.4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58,000 562,643 0.84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7,000 815,595 1.21



38年報20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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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續）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504,000 982,716 1.46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19,000 71,456 0.11
信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71,000 2,090,713 3.11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90,000 616,909 0.92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1,000 377,932 0.56
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26,584 0.04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857,000 6,612,099 9.85
台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5,000 1,667,931 2.48
德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9,000 741,873 1.10
健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6,000 2,045,389 3.05
瓦城泰統集團 14,000 146,431 0.22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2,000 1,676,134 2.50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46,000 646,612 0.96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95,000 1,321,513 1.97
華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53,000 616,499 0.92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5,838 1,998,752 2.98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1,000 313,922 0.47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98,000 1,918,882 2.86

  63,155,264 94.08

香港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531,000 591,651 0.88

美國    
iQIYI Inc ADR 19,450 401,643 0.60

投資總值，淨值  64,148,558 95.56
   
投資總值，按成本（包括交易成本）  61,58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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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投資組合變動（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資產淨值百份比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市股票  
台灣  94.08 94.74
香港  0.88 –
美國  0.60 –

投資總值  95.56 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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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惠理台灣基金
(開曼群島單位信託基金)

表現紀錄（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資產淨值（按最後交易價）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資產淨值 67,129,821 66,247,482 62,037,248
每單位資產淨值 21.05 21.87 19.48

自成立以來之表現紀錄
	 	 每單位最高	 每單位最低
	 	 發行價格	 贖回價格
  美元 美元

二零一九年  22.01 18.90
二零一八年  22.60 19.36
二零一七年  19.78 15.65
二零一六年  16.10 12.97
二零一五年  17.21 14.92
二零一四年  16.99 13.16
二零一三年  14.02 11.36
二零一二年  13.73 10.25
二零一一年  13.46 9.89
二零一零年  10.69 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