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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 

 

根據盧森堡法律設立的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百達(「本基金」)係被歸類為符合2009年7月13日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09/65/EC指令(經修訂)之可轉讓證券集合投

資計畫(「UCITS」)。 

百達的股份通常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董事會得決定將哪些類別股份上市。 

除強制額外資訊(定義如下)外，任何人士均未獲授權提供任何本公開說明書(「本公開說明書」)或本公開說明書所述

文件中所載的資料外之其他資料。英文文本是唯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版本，但本基金的登記機構另有具體規定時除

外。 

申購之受理需依本公開說明書、相關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以及本基金 近期之經查核年度或未經查核之半年度報告。

該文件得於本基金註冊辦公室免費索取。根據銷售國家的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包括但不限於(i)2014/65/EU金融工

具市場指令、(ii) (EU)600/2014金融工具市場條例及(iii)所有依照(i)及(ii)執行的歐盟及盧森堡規定與條例，以下稱為

「MIFID」)，當地的中介機構及分銷商可能有責任提供有關本基金及股份的額外資訊予投資人(「強制額外資訊」)。 

 

前言 

如您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如您擬申購百達股份，您應諮詢專業顧問。任何人士均未獲授權就本文件或其

所附報告內並未載明或提及或構成強制額外資訊的本基金股份(「股份」)，提供資料或作出陳述。本文件的分發，或

股份的發售、發行或銷售，並不構成本文件所載資料於本文件日期後任何特定日期仍屬正確的說明。在任何管轄地

收到本文件的人士，不可視之為構成申購基金的要約招攬，除非在該管轄地內對該等人士進行該要約係屬合法，且

該等人士無須遵守登記規定或其他法律條文。任何人士如欲購入股份，應負責確保遵守相關管轄地內有關購入股份

的法律，包括取得任何所需的政府核准或其他授權，及辦理在該管轄地必須辦理的其他手續。 

股份不曾亦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1933年法」)登記，或在美國任何州或任何其他政治部門根

據證券法而登記或獲認可。除某些可豁免於《1933年法》的登記條文及其他州的證券法的交易外，股份不可直接或

間接地在美國或向美國人士(定義見《1933年法》規例S)、代表美國人士或為美國人士的利益而募集、出售、轉讓或

交付。股份係基於其獲豁免於《1933年法》規例S之登記規定，而在美國境外募集。此外，股份基於其獲豁免於

1933年法規則506的登記要求，亦可在美國向《1933年法》規則501(a)所界定的認可投資人募集。本基金不曾亦不

會根據《1940年美國投資公司法》(「1940年法」)登記，因此得為本基金受益人的美國人士人數有限。本基金的公

司章程(「公司章程」)載明一些條款，旨在防止美國人士在某些情況下因持有股份而導致本基金違反美國法律，並讓

董事能在其認為必要或適當的情況下強制買回股份，以確保遵守美國法律。此外，任何有關向美國人士發行股份的

證明書或其他文件須附帶說明，表明該等股份不曾根據《1933年法》登記或獲認可，且本基金亦不曾根據《1940
年法》登記，並須述及若干轉讓和出售限制。 

潛在投資人應注意，投資於本基金涉及若干風險。本基金的投資涉及一般投資風險，且在某些情況中，可能會受到

政治發展及/或當地法律、稅務、外匯管制及匯率改變等不利的影響。投資於本基金可能承受若干投資風險，包括可

能損失投資本金。投資人應注意，股份價格可漲可跌。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3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內容  

 

公開說明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管理及行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一般條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法律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投資目標及本基金結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類別股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管理及行政架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股東權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發行股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發行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買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買回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轉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交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稀釋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計算資產淨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暫停計算資產淨值、申購、買回及轉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收益分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本基金的支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時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稅務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資料保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會計年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定期報告及刊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本基金及成分基金的期限、合併和解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可供查閱的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查詢及申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投資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風險考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附件 1: 固定收益成分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 

1. 百達-歐元高收益債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2. 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附件 2：股票成分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1. 百達-歐洲小型企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2. 百達-新興歐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3. 百達-數位科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 
4. 百達-生物科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 
5. 百達-精選品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6. 百達-水資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5 
7. 百達-亞洲股票(不含日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 
8. 百達-日本精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2 
9. 百達-健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4 
10. 百達-美國股票精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6 
11. 百達-保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8 
12. 百達-環保能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 
13. 百達-俄羅斯股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4 
14. 百達-林木資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7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4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15. 百達- 智慧城市(原名：百達-全球高息精選) (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9 
16. 百達-新興市場收益股票(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_________ 82 
17. 百達-全球防禦股票(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_____________ 85 
18. 百達-機器人科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8 
19. 百達-全球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1 

附件 3：其餘成分基金及其他成分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4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5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公開說明書  

管理及行政 

 
註冊辦事處 

15, Avenue J.F. Kennedy, L-1855Luxembourg 
本基金董事會 

董事長 

Olivier Ginguené,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投資長 

董事 

Jérôme Wigny, 
Elvinger Hoss Prussen, Luxembourg 合夥人 

John Sample,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London 風險長 

Geneviève Lincourt,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產品管理部門主

管 

Tracey McDermott,  
Gemini Governance & Advisory Solutions S.à.r.l. Luxem-

bour獨立董事 

管理公司 

Pic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15,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管理公司董事會 

董事長 

Cédric Vermesse,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財務長 

董事 

Rolf Banz, 獨立董事 

Luca Di Patrizi,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中介機構部門主

管 

Nicolas Tschopp,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總顧問 

管理公司執行人 

Riadh Khodri,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Luxembourg 風

險管理部門主管 

Laurent Moser,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Luxembourg, 法

令遵循部門主管 

Benoît Beisbardt,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Luxembourg, 

Manco監督與服務部門主管 

Emmanuel Gutton,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Luxembourg, 法

務主管 

 

Suzanne Berg,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Manco監督主管 

存託銀行 

Pictet & Cie (Europe) S.A. 
15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過戶代理人、行政代理人及付款代理人 

FundPartner Solutions (Europe) S.A. 
15,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基金經理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60 Route des Acacias CH-1211 Geneva 73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Moor House, Level 11, 120 London Wall, 
London EC2Y 5ET, UK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Pte. Ltd 
10 Marina Boulevard #22-01 Tower 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Singapore 018983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9/F, Chater House, 8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Italian Branch 
Via della Moscova 3 
20121 Milan, Italy 
Iv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6300 Lamar Avenue 
Overland Park KS 66202, United States 
Crescent Capital Group LP 
11100 Santa Monica Boulevard Suite 2000, Los Ange-
les, CA 90025 
United States 
本基金查帳會計師 

Deloitte Audit S.à r.l. 20, Boulevard de Kockelscheuer, L-1821 Luxembourg 
法律顧問 

Elvinger, Hoss & Prussen, Société anonyme 
2, Place Winston Churchill, L-1340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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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 

除非另行訂明， 

- 銀行營業日界定為銀行在盧森堡開放從事業務

之日(「銀行營業日」)。就此目的，12月24日

不視為銀行營業日。 

- 平日則界定為一週之間除星期六或星期日之日

(「平日」)。為了資產淨值計算及公告及支付評

價日計算之目的，下述日期將不視為平日：12

月25日及26日、1月1日、以及復活節星期一。 

某些部門的投資政策和目標中提到的「德國投資稅法」，

引入了適用於投資非德國投資基金的德國投資者的具體

稅收制度。 

除非本公開說明書另行訂明，「輔助」一詞用於成分基

金之投資時，係指投資不超過成分基金之淨資產總額的

49%，而與成分基金之主要投資有所區別。 

本文件於發送時，必須夾附本基金 新的年報及上一份

半年報告(如刊印於年報發行後)，其發送始獲認可。這些

報告構成本文件之一部分。依據銷售國家適用法律及法

規規定(包含但不限於MIFID)，強制額外資訊可能提供予

投資人。 

法律地位 

百達(「本基金」)係一按照盧森堡法律登記成立的開放式

投資公司(SICAV)，其依據為有關集合投資計畫不時修訂

的2010年12月17日法(「2010年法」)第I部分條文。本

基金於1991年9月20日以百達傘型基金的名稱成立，存

續無設定期限，其公司章程業於1991年10月29日刊登

於盧森堡大公國的公報Mémorial C, 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公司章程 後於2018年12月17日以公

證書修訂。本公司章程業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登

記，並得供閱覽及取得副本。 

本基金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登記，編號為B 

38034。 

本基金的資本在任何時候須與淨資產價值相等，且不得

低於1,250,000歐元的 低資本額。 

投資目標及本基金結構 

本基金之設計，旨在透過單一結構下之一系列專門產品

(「成分基金」)，將投資全球市場及不同投資技巧的機會

提供予投資人。 

各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由董事會決定。風險得透過分散

投資於多種類型的可轉讓證券而獲得廣泛分散。可轉讓

證券的選擇，除受下文「投資限制」一節的限制條款規

限外，將不受限於地域、經濟領域或可轉讓證券的類型。 

指標運用 

指標規範 

依據(EU)2016/1011 有關指數作為金融工具及金融契約

之指標或用以衡量投資基金績效之規範(「指標規範」)，

若指標係由 ESMA 依據指標規範列出的管理機構及指標

名冊(「名冊」)中之任一管理機構提供者，則受監督實體

(例如UCITS管理公司)得於歐盟內使用指標規範所定義之

指標。 

針對本基金採用之指標，其指標管理機構位於歐盟且受

惠於指標規範之過渡條款者，其可能不會列於名冊中。

該等歐盟內的指標管理機構應依據指標規範以管理機構

身份申請授權或註冊並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納入名冊

中。 

針對本基金採用之指標，其指標管理機構位於第三國且

受惠於指標規範可接受之過渡安排者，其亦可能不會列

於名冊中。 

截至本公開說明書之日，唯一列於名冊中之相關指標管

理機構為 MSCI 指標之管理機構 MSCI Limited，Libor 指

標的管理機構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 和

S&P Dow Jones Indices 指標的管理機構 S&P DJI Neth-

erlands B.V.。 

此外，管理公司制定針對指標作出重大變更或不再提供

情況下所採取之行動。計畫的紙本可於管理公司的註冊

辦公室供免費索取。 

指示性指標 

有關主動管理的成分基金(亦即其投資目標並非複製指數

表現)，其基金經理於選擇投資標的時，可能會考量特定

指標(指示性指標)，但並非預定追蹤或複製該指標。成分

基金的投資組合可能因此與該指標的投資組合有所差異，

成分基金的收益亦可能與指標表現有明顯偏差。 

指示性指標亦可作為可衡量成分基金的績效的參考點。 

若基金經理公司採用指示性指標，其將於相關成分基金

之附件載明之。 

指示性指標可能隨時間有所變動，若有，本公開說明書

將於下次製成時作更新，同時股東亦會於年報及半年報

得知相關資訊。 

匯集資產 

為達到有效管理的目的，如各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允許，

管理公司董事會得決定共同管理若干百達成分基金的部

分或全部資產。在此情況下，來自不同成分基金的資產

會採用上述技巧共同管理。受共同管理的資產將稱為

「匯集資產」。這些匯集資產只用於內部管理的目的，

並不構成獨立的法律實體，而投資人也無法直接取得該

等資產。每個共同管理的成分基金都分配本身的資產予

匯集資產。 

當成分基金的資產採用此技巧進行管理時， 初歸屬於

受共同管理的成分基金的資產，將按照各成分基金 初

在匯集資產中所佔比重而定。其後資產的組成則根據各

成分基金的提取及存入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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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攤制度適用於每一匯集資產所作的投資。代表受共

同管理成分基金而作出的額外投資，會按照各成分基金

的應得權益分配給各成分基金，售出的資產亦會同樣地

從有關的成分基金資產中扣除。 

涉及各成分基金運作中的銀行交易(股息、利息、非合約

費用及支出)將在匯集資產內入帳，並於交易記錄之日按

比例重新歸入各成分基金帳下(責任準備金、銀行收入及/

或支出記錄)。另一方面，合約費用(保管費、行政及管理

費等)將分別直接計入各成分基金帳下。 

歸屬於每一成分基金的資產及負債，於任何時刻都可供

識別。 

匯集資產的方式須符合各相關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 

成分基金 

構成每一成分基金的淨資產以股份表示，股份可屬於不

同類別。所有成分基金共同構成本基金。如發行類別股

份，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中將揭露相關資料。 

在符合股東利益之下，管理公司可決定透過由管理公司

完全控制的公司，間接投資於本基金一個或以上成分基

金的部分或全部資產。該等公司本於有關成分基金之利

益，當股東請求買回成分基金股份之時，於該子公司設

立國為其自身或股東進行管理、顧問或分銷活動。 

在本公開說明書目的下，凡述及「投資」及「資產」可

指直接作出的投資及持有的資產，或間接地透過上述公

司作出的投資及持有的資產。 

如使用子公司，有關資料將在相關成分基金的附件內說

明。 

董事會獲授權設立新的成分基金。到目前為止可供申購

的成分基金名單列明於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並說明其投

資政策及主要特性。 

此名單構成本公開說明書之一部分，在設立新的成分基

金時，該名單將予以更新。 

就各成分基金而言，董事會亦得決定設立兩個或以上類

別，其資產一般按有關成分基金股份的特定投資政策進

行投資。但各類別股份在特定的申購及/或買回費用結構、

特定的匯率避險政策、特定的配息政策及/或特定的管理

或顧問費，或適用於各類別的其他特性方面可能不同。

如有需要，將於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中說明有關資料。 

本基金的股份通常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董事會可

決定哪些類別股份上市。 

類別股份 

現有類別股份的名單載明於本公開說明書。董事會可決

定隨時設立額外類別股份。 

於本公開說明書日期發行或計劃中的類別，以及任何補

充資料，均詳述於本公開說明書附件。投資人宜聯絡其

代理人索取 新的已發行類別股份名單。 

成分基金內的股份可分為「P」股、「I」股、「IS」股、

「J」股、「JS」股、「S」股、「Z」股、「MG」股、

「E」股及「R」股。 

「P」股得銷售予所有投資人而無限制，且沒有 低投資

額限制。 

就「P」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3%。 

「I」股得銷售予(i)依規管要求不收受並保留第三人支付

之獎勵金之金融中介機構(在歐盟，此將包括獨立提供投

資組合全權管理或投資顧問之金融中介機構)、(ii) 依據

與其客戶之各別費用協議，不收受並保留第三人支付之

獎勵金之金融中介機構、(iii)以其自有帳戶投資之機構投

資人。就在歐盟國家中成立或設立之投資人，機構投資

人係指2014/65/EU指令附錄II第一部分對金融工具市場

指令(MiFID II指令)所指之專業客戶本身。 

除管理公司另行決定者外，「I」股受有 低首次申購額

的限制，該數額詳載於每一成分基金之附件。 

就「I」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必要時，若干指數型成分基金得設立「IS」股，俾於反

稀釋措施之適用上，與「I」股有所區別，有關說明見

「計算資產淨值」一節。 

「IS」股與「I」股受相同條件規範。 

「J」股是專門提供予2010年法第174條定義之機構投資

人(「機構投資人」)，且欲以 低首次投資金額進行投資

之機構投資人。該數額載於各成分基金之附件，且將該

類別及其相類別(避險、以其他貨幣發行或配息者)納入計

算。若係申購該等類別以外之類別，將不被計入 低首

次申購額之計算。但董事會保留權利酌情接受數額低於

規定首次投資額的申購。 

就「J」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必要時，若干指數型成分基金得設立「JS」股，俾於反

稀釋措施之適用上，與「J」股有所區別，有關說明見

「計算資產淨值」一節。 

「JS」股與「J」股受相同條件規範。 

「S」股(「員工」)僅提供予百達集團的員工。申購和買

回「S」股無須支付中介機構費用。董事會可能收取 高

2%的中介機構轉換費。 

「Z」股僅供已與百達集團中之實體訂立特定報酬協議的

機構投資人。 

就「Z」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MG」股僅提供予經成分基金之基金經理明示核准之股

東。 

就「MG」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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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股專門提供予2010年法第174條定義之機構投資

人並依董事之裁量而獲准成為合格投資者，且希望以

低首次投資金額進行投資之機構投資人。該數額載於每

成分基金之附件，且將該類別及其相關類別(避險、以其

他貨幣發行或配息者)納入計算。若係申購該等類別以外

之類別，將不被計入 低首次申購額之計算。但董事會

保留權利酌情接受數額低於規定首次投資額的申購。「E」

股可於首次成分基金發行日後，由董事全權決定之特定

期限內申購。 

就「E」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R」股並不受限於任何 低投資額。其擬銷售予業經管

理公司或分銷商核准之金融中介機構或平台，且與其客

戶間之費用協議係完全按所收受及保有之佣金者。 

就「R」股而言，中介機構的申購手續費不會超過5%，

而買回手續費不會超過1%。 

股份可分為累積股份及配息股份。「dy」配息股份有資

格按年度股東大會決定獲得股息分配，反之，累積股份

的相應數額則會投資於有關類別的股份而不作分配。 

董事會亦可決定發行「dm」股份，該股份為每月發放股

利，該股利通常於每個月的二十號(若該日並非銀行營業

日，則於其次日)發放，並且通常於除息日後之四個銀行

營業日，以該類別之貨幣支付予登記於股東名簿上之相

關類別股份之股東。除管理公司另行決定者外，本類別

股份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董事會亦可決定發行「ds」股份，該股份為每半年發放

股利，該股利通常係於二月及八月的二十號(若該日並非

銀行營業日，則於其次日)發放，並且通常於除息日後之

四個銀行營業日，以該類別之貨幣支付予登記於股東名

簿上之相關類別股份之股東。除管理公司另行決定者外，

本類別股份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每一成分基金得以該成分基金的參考貨幣以外的其他貨

幣發行股份。此等股份可予避險(依下文定義)或不予避險。 

避險股份： 
避險股份類別可以使用不同的貨幣對沖方法發行： 

「H」股主要在盡量減少各成份基金參考貨幣與相關避險

股份類別貨幣(淨資產價值避險)之間貨幣變動的影響。 

除無法實施或不具成本效益的貨幣之外(投資組合避險)，

「H1」股主要在盡量減少投資組合持股與相關避險股份

類別貨幣之間貨幣變動的影響。 

「H2 BRL」股主要提供投資人藉由投資組合部位對巴西

雷亞爾之避險提供對巴西雷亞爾之貨幣曝險，惟對不可

行或不符合成本效益之貨幣除外。 

即便股份類別之參考貨幣為BRL，股份類別之淨資產價

值亦應以相關成分基金之參考貨幣公布，且申購及買回

之結算貨幣係相關成分基金之參考貨幣。 

此等股份須繳付與相對應的非避險股份相同的申購手續

費及買回手續費。 

對於以成分基金參考貨幣以外的貨幣發行的股份而言，

低首次投資金額即為進行折算的相關評價日當日，各

成分基金附件就該類別之適用貨幣所界定的 低首次投

資金額。 

「X」股： 
針對成分基金於附件中明訂基金經理得收取績效費者，

董事會得決定發行不含績效費之「X」股。此等股份適合

不願支付績效費，而願接受管理費高於相對應股份之投

資人(除Z股投資人外，因其業已與百達集團中之機構，

各別簽署報酬協議)。此等股份之取得要件、申購手續費

及買回手續費與相對應股份相同。 

每一位投資人應自行負責確保其符合取得其欲申購之類

別股份之要件。 

投資人選擇所欲投資的類別股份時須注意，除非本公開

說明書附件另作限制，否則任何投資人如符合某類別股

份的申購要件，均可要求將其股份轉換為該類別股份。 

若有發現特別保留予具2010年法第174條定義之機構股

東(「機構股東」)之股份之股東，其並不符合機構股東資

格，或該股東並未(或不再)遵循適用該類別股份之其他限

制，本基金得透過公司章程所述的強制買回程序，買回

該類別股份的股份，或就保留予機構投資人之類別股份，

將此等股份轉換為非保留予機構投資人的股份類別(在有

相似特性的類別股份的條件下，惟為免疑義，該等特性

不必然指該類別股份應支付的費用及開支)，或就其他類

別股份種類，將此等股份轉為其他其可申購的類別股份。

在前開情況下，本基金將通知相關股東該等轉換，相關

股東也會收到事先通知，以符合適用之限制。 

轉換股份的條件在「轉換」一節有較詳盡的說明。 

管理及行政架構 

董事會 

本基金董事會(「董事會」)負責本基金的行政及管理、經

營運作，以及決定和執行其投資政策。 

依據2010年法之規定，董事會得指派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是一間société 

anonyme (「有限公司」)，其註冊總辦事處設於15 Ave-

nue J.F. Kennedy, Luxembourg，該公司獲指派為本基金

的管理公司，管理公司一詞根據2010年法第15章界定。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於1995年6月14

日以Pictet Balanced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的名稱成立，為無設定存續期限之societe anonyme (

「有限公司」)，受盧森堡大公國法律規管。於本公開說

明書發行日期，該公司的資本為11,332,000瑞士法郎。 

管理公司業已就特定類別之職員訂立薪酬政策，包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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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管理階層、風險承擔人員、控制部門、以及任何其收

受的總薪酬相當於資深管理階層以及風險承擔人員，且

其專業活動對於管理公司或本基金的風險狀況會有重大

影響者。薪酬政策遵循並提倡健全且有效的風險管理，

且不鼓勵承擔與本基金風險狀況或公司章程不符之風險，

亦不影響管理公司為本基金之 佳利益行動之義務。 

管理公司的薪酬政策、程序以及實務係設計以遵循並提

倡健全且有效的風險管理。其設計符合管理公司以及泛

百達集團的營業策略、價值、正直、及客戶的長期利益。

管理公司的薪酬政策、程序及實務亦(i)包含以多重年份

架構建置的績效評估，其符合推薦給本基金投資人的持

有期間，俾確保評估程序係建立於本基金較長期間的績

效表現及其投資風險之上；以及(ii)妥適平衡總報酬之固

定因素及變動因素。 

管理公司 新的薪酬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說明薪酬及福

利之計算方式、負責發放薪酬及福利的人員身分(適情況

而定，包括薪酬委員會的結構)，均載於www.group.pic-

tet/PAMESA_UCITS_Remuneration_Policy。紙本文件亦

可於管理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免費索取。 

管理活動 

管理公司的目標是遵照經修訂的2009/65/EC指令管理集

合投資計畫。此管理活動包括對集合投資計畫(例如本基

金)進行管理、行政及推銷。 

管理公司已將其對本基金之成分基金的管理工作，主要

委任予下文所列的公司。此委任係按照存續期間為不定

期限的合約條款所作出，該合約得由任何一方以3或6個

月(視合約條款而定)的通知隨時取消之。 

經管理公司事先核准，基金經理得指派一個或多個次基

金經理，其得為或非為百達集團之一部份，以管理某些

成分基金之全部或一部。若有使用次基金經理的情形，

將載明於本公開說明書之附件。 

為本公開說明書之目的，「基金經理」一詞於適當的情

況下，應解釋為係指次基金經理。 

›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Geneva (“PIC-
TET AM S.A.”) 

PICTET AM S.A.係設立於瑞士且專門為國際客戶群提供

資產管理服務的基金分銷商及投資經理人，主要著重於

股票、固定收益、量化與完全回報的資產類別，並為其

他PICTET AM集團實體執行交易。PICTET AM S.A.係受

瑞士金融市場監理局(FINMA)所監管。 

›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PICTET 
AM Ltd”) 

PICTET AM Ltd係註冊於英國的公司，為國際客戶群提供

資產管理服務，主要著重於股票以及固定收益的資產類

別，並為其他PICTET AM集團實體執行交易。PICTET 

AM Ltd在英國的業務活動受英國金融行為管理局(FCA)監

管。PICTET AM Ltd亦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SRC)

核准作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以及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人。 

›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Pte. Ltd. 
(“PICTET AMS”) 

PICTET AMS係於新加坡設立的私人有限公司，受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監管。PICTET AMS之業務活動為投資組合管

理，主要著重於主權及公司固定收益，並執行PICTET 

AM集團實體針對亞洲固定收益產品所為之交易指示。 

›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PICTET AM HK”) 

PICTET M HK係一獲發香港執照之公司並受香港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監督，於本公開說明書發行之日，

經後者授權得進行第1類(有價證券交易)、第2類(期貨契

約交易)、第4類(有價證券顧問)及第9類(資產管理)等規

管活動。該公司之主要基金管理活動與亞洲，尤其是中

國股票與債券基金有關。分銷百達集團的投資基金亦為

其提供的服務之一。 

›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Italian 
Branch (“PICTET AME- Italy”) 

PICTET AME- Italy受義大利銀行及義大利公司管理委員會

(Commissione per il control-lo delle Societa e delle Borse, 

CONSOB)監管，並負責為國際客戶管理平衡型投資組合。 

› Iv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IICO") 
IICO 為公開發行公司 Waddell & Reed Financial, Inc.百分

之百持有之子公司。IICO 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之

投資顧問，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其管理之資產約為

778億美元。IICO擔任 Ivy家族基金之投資顧問，以及機

構和其他私人投資者之顧問，並為其他美國共同基金提

供次顧問服務。 

› Crescent Capital Group LP (“Crescent”) 

Crescent Capital Group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位

於洛杉磯，成立於1991年並提供投資管理服務。Cres-

cent Capital Group是一家獨立公司，過半數股權係由其

兩位創始合夥人及員工持有。Crescent Capital Group主

要投資於公司資本結構中，所有低於投資等級的債務證

券。其主要聚焦於為機構客戶提供獨立之投資組合管理

服務。 

委任管理活動之監督，係由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負完全責任。 

中央行政管理 

本基金的中央行政代理人職能已委任予FundPartner So-

lutions (Europe) S.A.（「中央行政代理人」）。 

FundPartner Solutions (Europe) S.A.業根據所簽署之不定

期限協議之條款獲委任為過戶及登記代理人、行政代理

人及付款代理人。 

FundPartners Solutions (Europe) S.A. 為 一 socié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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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e(公開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15 Avenue 

J.F. Kennedy, Luxemborg。其為2010年法第15章下所定

義之管理公司。 

FundPartner Solutions (Europe) S.A.由百達集團完全持有

，係於2008年7月17日於盧森堡所成立無設定存續期限

之société anonyme。作為登記及過戶代理人，FundPart-

ner Solutions (Europe) S.A.主要負責股份的發行、轉換及

買回，及維持公司的股東名簿。 

作為行政代理人及付款代理人，FundPartner Solutions 

(Europe) S.A.負責依據法律及公司章程，計算及發布各

成分基金股份的資產淨值(NAV)，並按需要為本基金提供

行政管理及會計服務。 

分銷 

本基金的股份分銷，由百達集團(「分銷商」)進行，或更

具體而言，由獲授權履行此職能的百達集團內任何法律

實體進行。 

分銷商可與任何專業代理商，特別是銀行、保險公司、

「線上超級市場」、獨立管理人、證券商、管理公司或

任何其他以分銷投資基金及提供客戶服務為主要或次要

業務的機構訂立分銷協議。 

存託銀行 

Pictet & Cie (Europe) S.A.根據無設定期限的存託契約獲

指定為本基金的存託銀行。 

Pictet & Cie (Europe) S.A.係一設立於盧森堡之信用機構 ，

其註冊辦事處位於15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向盧森堡商業處登記之號碼為B32060。

其經許可得依經修訂之1993年4月5日盧森堡法律有關金

融服務領域之規定，執行銀行活動。 

作為代表並基於本基金股東的權益之存託代理人(下稱

「存託銀行」)，Pictet & Cie (Europe) S.A.須負責(i)保管

構成本基金資產的現金和證券；(ii)現金監控；(iii)監督職

能；以及(iv)其他隨時同意且反映於存託契約之服務。 

存託銀行之職責 

存託銀行受託保管本基金之資產。針對可保管持有的金

融工具，其得由存託銀行直接保管，或於適用法令許可

之範圍內，透過原則上提供與存託銀行本身相同擔保的

第三方保管人/次保管人保管，如為盧森堡的機構，其須

為依1993年4月5日法律有關金融領域法律所界定的信用

機構；如為外國機構，則應受到相當於由歐盟立法規範

之審慎監理原則所拘束之金融機構。存託銀行亦應確保

本基金之現金流係經妥適監控，尤其應確保申購款項已

收訖且所有本基金之現金均已計入(i)本基金；(ii)管理公

司代表本基金名義；或(iii)存託銀行代表本基金名義之現

金帳戶。 

存託銀行尤其必須： 

– 就本基金的證券和流動資產提供所有日常行政管理

服務，例如就已交付證券付款，代收款項後交付已

售出證券，代收股息和票息及行使申購和分配權利； 

– 確保本基金之股份價值係依盧森堡法律及公司章程

計算； 

– 執行本基金之指示，除非其與盧森堡法律或公司章

程衝突； 

– 確保與本基金資產有關的交易款項於正常時限內匯

付； 

– 確保本基金或代表本基金依照盧森堡法律及公司章

程出售、發行、買回或取消股份； 

– 確保本基金收入按照盧森堡法律及公司章程分配。 

存託銀行定期提供本基金及其管理公司本基金所有資產

的完整清單。 

職責之委外： 

根據存託契約的條款，存託銀行得以某些條件為前提且

為有效執行其職務之目的，將其對本基金資產的保管職

責全部或部分委外予由存託銀行隨時指派之一個或多個

第三方受任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保管持有的資產、或於

資產的本質不適於保管持有的情形，確認該等資產的所

有權，以及保存資產紀錄等。存託銀行於選任及指派該

第三方受任人時應盡審慎義務，以確保各第三方受任人

均具備且維持所需之專業及能力。存託銀行亦應定期評

估該受任之第三方是否遵循適用法律及規管要求，且將

持續執行監督該等第三方，以確保其持續勝任及履行義

務。存託銀行所指派之第三方之費用應由本基金支付。 

存託銀行之義務不因其委託全部或部分保管本基金資產

之職責予第三方受任人之事實而受影響。 

於所保管持有之金融工具發生損失之情形，存託銀行應

返還相同類型之金融工具，或相對應之金額予本基金，

而不得遲延；惟如該等損失係起因於超出存託銀行合理

控制範圍之外部事件，且該結果即便已盡所有合理努力

仍無法避免時，則不在此限。 

受任第三方之 新名單可於存託銀行之註冊辦事處免費

索取，並可於下列存託銀行之網址取得： 

https://www.group.pictet/asset-services/custody/safe-
keeping-delegates-sub-custodians. 
利益衝突： 

於履行職務時，存託銀行應秉誠信、公平、專業、獨立、

及專為本基金及本基金投資人之利益為之。 

然而，於存託銀行及/或其受任人提供其他服務予本基金、

管理公司及/或其他實體時，仍將不時有利益衝突產生。

如上所述，存託銀行的關係企業亦被指派為其第三方受

任人。存託銀行及其受任人間已被辨識出的利益衝突，

主要為詐欺(未向主管機關報告異常事項以避免聲譽不佳)、

法律資源風險(不願或避免對存託銀行採取法律行動)、篩

選偏頗(非基於品質及價格選擇存託銀行)、無力清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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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產區隔或對於存託銀行是否無力清償之注意標準

較低)，或單一集團之風險(集團內之投資)。 

存託銀行(或任何其受任人)可能在營業的過程與存託銀行

(或任何其受任人)服務之本基金及/或其他基金有利益衝

突或潛在利益衝突。 

存託銀行業已事先劃定所有可能潛在導致利益衝突的情

況，並基此對所有提供予本基金的活動實施檢視，不論

係由存託銀行本身或其受任人提供者。該等檢視可以辨

識出潛在的利益衝突，但會妥適管理。上述潛在利益衝

突的細節得於存託銀行的註冊辦事處免費索取，或於下

列網址取得： 

https://www.group.pictet/asset-services/custody/safe-
keeping-delegates-sub-custodians. 
存託銀行會定期重新評估該等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受任

人的服務及委任，並將更新清單。 

當有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產生時，存託銀行將依循

其對本基金的義務，並將公平對待本基金及其他其提供

服務之基金，因此，於可行的範圍內，任何交易均將依

據事先劃定之客觀標準，本於本基金及本基金之投資人

之單獨利益執行之。該等潛在利益衝突將以眾多不同的

方式辨識、管理及監控，包括但不限於由呈報面及功能

面區隔存託銀行的存託職能與其其他潛在衝突的任務，

以及由存託銀行遵循其自身的利益衝突政策等方式。 

存託銀行或本基金可隨時向對方發出至少三個月的書面

通知，以終止存託銀行的職務，惟本基金就終止存託銀

行的委任作出的決定，繫於另一存託銀行擔起公司章程

內規定的存託銀行的職責和責任，另外，如本基金終止

存託銀行的職務，存託銀行將繼續履行其職務，直至其

就所持有的或安排代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資產承擔的責任

均獲免除為止。如存託銀行自行發出終止合約的通知，

本基金須委任新的存託銀行接替公司章程內規定的存託

銀行的職責和責任，然而，從終止通知到期日起至本基

金委任新的受託銀行為止，存託銀行只須採取必要的措

施保障股東的 佳利益。 

有關存託銀行之義務、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存託銀行

委託保管職責、以及任何該等委託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

之 新說明資料，得依投資人之請求於本基金註冊辦事

處索取。 

存託銀行根據盧森堡金融市場的慣例獲支付報酬。該報

酬以本基金淨資產的某個百分率表達，並每季支付一次。 

投資顧問 

管理公司及基金經理可指派一名或多名投資顧問以協助

其管理一個或多個成分基金，並自負風險及費用。 

法定查帳會計師 

Deloitte Audit S.à.r.l.獲委任為法定查帳會計師，其地址

為560, Rue de Neudorf, L-2220 Luxembourg。 

股東權利 

股份 

各類別股份原則上以記名方式發行，不具面值並已繳足

股本。本基金可發行 多達至五個小數位的零股。股份

將記錄在保存於本基金註冊辦事處的股東名簿內。本基

金買回的股份將被註銷。 

所有股份均可自由轉讓，股份持有人對有關成分基金的

任何利潤、清算所得收益及股息享有等額的權益。 

每股股份附有一票投票權。股東亦根據經修訂的1915年

8月10日法律規定享有一般股東權利，但優先申購新股

的優先申購權利除外。 

股東只會收到其已列名於股東名簿的確認。 

股東大會 

年度股東大會於每年12月3日上午10時於本基金的註冊

辦事處或任何其他盧森堡以內地點舉行，該地點按出席

會議的邀請函說明。 

如該日並非盧森堡的銀行營業日，會議將於下一個銀行

營業日舉行。 

如盧森堡法律及規範允許，年度股東大會得於上述以外

之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該其他日期、時間及地點將

由董事會決定之。 

會議通知將於年度股東大會舉行之前至少8天發給所有已

登記股東。通知內容包括會議時間、地點、議程、參加

條件及盧森堡法律對法定人數和多數票的有關規定等詳

細資料。 

所有在股東大會上關於本基金之決定，將由股東根據公

司章程及盧森堡法律的規定決議之。僅關於一個或多個

成分基金股東的決議，於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可由相關

成分基金的股東決議之。在此情況下，將適用公司章程

內訂定有關法定人數和多數票的規定。 

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若任何股東未能履行公司章程或

任何載明其須對本基金及/其他股東所負的義務的文件(包

括申請表)所規定的義務，董事會得暫停該股東投票權。

若一位或多位股東依前述罰則而暫時失去投票權，該等

股東仍應受通知並可能出席股東大會，然其股份不應列

入決定是否滿足法定人數及多數票要求的考量。任何股

東得就全部或部分股份承諾(本人)暫時或永久不行使投票

權。 

致股東之資訊 

本基金提醒投資人注意，僅於投資人本人之姓名列於本

基金股東名簿時，股東始得直接行使其對公司的完整投

資人權利(特別是參加股東大會的權利)。如投資人係透過

中介機構以其名義代表投資人投資本基金，若干附屬於

投資人身分之權利可能無法直接由投資人對本基金行使。

建議投資人應就其權利尋求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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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股份 

有關新成分基金的首次申購，將發出本公開說明書的補

充文件。 

現正運作的成分基金名單附於本公開說明書附件。 

股東可就某些成分基金申購不同類別股份。 

有關現正運作的成分基金股份的申購申請，將由過戶代

理人及其他所有獲本基金正式授權的機構依下文「發行

價」一節界定的發行價受理之。 

只要所提供的證券符合投資政策，本基金可發行股份以

換取實物出資，惟倘若盧森堡法律要求，則該出資須受

本基金的查帳會計師所出具之報告拘束。此報告可在本

基金的註冊辦事處查閱，有關費用由投資人負擔。 

如過戶代理人於評價日收到之申購指示，遲於各成分基

金載於附件之相關交易截止時間，該申購將會適用次一

評價日所計算的資產淨值。 

投資人須按照附件所述程序，以匯款或轉帳方式向Pictet 

& Cie (Europe) S.A.支付發行價格，並註明相關類別及成

分基金。 

反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 

依國際規則、根據經修訂之2004年11月12日洗錢防制

及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法律而適用的盧森堡法律和規則、

以及CSSF之通告，金融部門專業人員有義務防止集合投

資基金作為洗錢及資助恐怖份子之用。該等法規要求過

戶代理人須依盧森堡法律及規則辨認申購人之身分。過

戶代理人認有必要時，得要求申購人提供任何文件以確

認其身份。 

若遲延或未能出示所需文件，將不接受該等申購或買回

申請。若投資人未提供該等文件或提供文件不完整，導

致交易遲延或未執行，則集合投資計畫或過戶代理人均

無須負責。 

依所適用之法律及規則，股東亦可能被要求提供額外或

新之文件以符合過戶代理人持續監控之義務。 

發行價 

每一成分基金股份的發行價相當於相關成分基金的每股

資產淨值，每股資產淨值於相關評價日以遠期價格基礎

計算。 

依據適用的法律及條例(包含但不限於MiFID)，發行價得

因支付予金融中介機構的費用而增加，但不會超過相關

成分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5%，該費用將支付予參與銷售

本基金股份的金融中介機構及/或分銷商。中介機構的申

購和買回手續費用如「類別股份」一節所述按股份的類

別而各有不同。 

發行價將被提高以支應應付稅款、稅項及印花稅。 

董事會將獲授權更正資產淨值，有關說明見「計算資產

淨值」一節。 

在某些例外情況下，董事會亦將獲授權就股份的發行實

施「稀釋費」，有關說明見下文「稀釋費」一節。 

買回 

股東有權隨時按下文「買回價」一節的規定，向過戶代

理人或其他認可機構發出不可撤回的買回要求並附上股

份證明書(若適用)，申請以買回價買回其部分或全部股份。 

如經相關股東核准，董事會可允許以實物方式支付本基

金股份買回所得。本基金的法定查帳會計師將就任何實

物支付作出報告，載明相關證券的數量、計價貨幣及所

用評價方法之詳細資料。相關費用將向相關股東收取。 

如過戶代理人於評價日收到之買回指示，遲於各成分基

金載於附件之相關交易截止時間，該買回將會適用次一

評價日所計算的資產淨值。 

如在收到買回或轉換要求後，須於某一評價日買回某一

成分基金已發行股份的10%以上，董事會可決定延遲所

有超過10%以上的股份買回或轉換要求，直至下一個計

算該成分基金買回價的評價日為止。在該下一個評價日，

曾被延遲執行(及並未撤回)的買回或轉換申請，將優先於

在該特定評價日收到的(而且並未延遲)申請辦理。 

就買回股份支付的同等價值的款額，須以信用轉帳方式

以相關成分基金的貨幣支付之，或如係以其他貨幣支付，

則貨幣兌換費用將依附件所訂，由相關成分基金負擔(參

閱下文「買回價」一節)。 

買回價 

每一成分基金股份的買回價相當於相關成分基金的每股

資產淨值，每股資產淨值於相關評價日以遠期價格基礎

計算。 

依據適用的法律及條例(包含但不限於MiFID)，支付予金

融中介機構及/或分銷商的佣金可從此款項中扣除，但不

會超過每股資產淨值的3%。中介機構的申購和買回手續

費用如「類別股份」一節所述按股份的類別而各有不同。 

買回價亦將被扣減以支應應付稅款、稅項及印花稅。 

董事會將獲授權更正資產淨值，有關說明見「計算資產

淨值」一節。 

在某些例外情況下，董事會將亦獲授權就股份的買回實

施「稀釋費」，有關說明見下文「稀釋費」一節。 

買回價可能高於或低於申購價，視乎資產淨值的變化而

定。 

轉換 

於公開說明書「類別股份」一節所訂的限制範圍內，某

一成分基金的股東可要求將其部分或全部股份轉換為另

一成分基金的股份，或在各成分基金不同類別股份之間

進行轉換，在此情況下，轉換價將按各自資產淨值計算，

除行政費用外，轉換價將因向相關類別及/或成分基金的

中介機構支付佣金而有所增減。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代

理人費用不可超過2%。 

但除非董事會另行決定，股份不能轉換為「J dy」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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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股。 

此外，轉換至另一成分基金股份之轉換交易，只有在具

有相同評價日及計算日的成分基金之間，方得為之。 

儘管有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之規定，某一成分基金的股東

可要求將其部分或全部股份轉換為另一成分基金同一類

別的股份，除行政費用外，無須支付其他費用。 

除非附件另行訂明，如過戶代理人於各成分基金載於附

件之相關交易截止時間之前收到轉換申請，將會適用相

關評價日所計算的資產淨值。 

董事會可規定其認為必要的限制，特別是有關轉換次數

的限制，且董事會將獲授權更正資產淨值，有關說明見

「計算資產淨值」一節。已轉換為另一成分基金股份的

股份將予以註銷。 

在某些例外情況下，董事會亦將獲授權就股份的轉換實

施「稀釋費」，有關說明見下文「稀釋費」一節。 

交割 

如於交割時，相關成分基金或股份類別之計價貨幣國的

銀行並未開放營業，或銀行間交割系統並未作業，則交

割將在下個該銀行及系統皆為開放的平日為之。 

稀釋費 

在某些例外情況下，例如： 

› 高成交量， 

› 及/或市場干擾， 

› 及在董事會全權審酌認為現有股東(就發行/轉換

而言)或剩餘股東(就買回/轉換而言)的權益可能

受到不利的影響的其他情況下， 

本基金董事會將獲授權得就發行價、買回價及/或轉換價

收取 高達資產淨值2%的「稀釋費」。 

如有收取稀釋費，該稀釋費將於特定的評價日由相關成

分基金的所有股東平均分擔之。該費用將支付予相關成

分基金，並構成該成分基金之一部份。 

此等稀釋費將特別參照市場影響及有關成分基金相關投

資的交易費用計算之，該等交易費用包括任何適用的佣

金、差價及轉讓稅。 

如同時有下文「計算資產淨值」一節所述之資產淨值修

正時，稀釋費之收取可與其併同累計。 

計算資產淨值 

中央行政代理人於各附件所訂之各成分基金評價日，以

相關成分基金的貨幣計算其股份資產淨值。 

評價日之資產淨值應於各成分基金附件所列之計算日計

算。 

每一成分基金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方法，係將相關成分

基金的淨資產除以該成分基金的流通股份總數。成分基

金的淨資產即其總資產與總負債之差。 

如某一成分基金發行不同類別股份，該成分基金每一類

別股份的淨資產值計算方法，是將該類別的淨資產總值

(就相關成分基金進行計算，並歸屬於此類別股份之部分)

除以已發行的該類別股份總數。 

成分基金淨資產總值中可歸屬於各類別股份的百分率，

雖然 初與相關類別股份的股份數目所佔的百分率相等，

但會按照分配股的水平而變化如下： 

a. 如就分配股分配股息或任何其他收益，可歸屬於

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總值將按分配額而減少(從

而減少相關成分基金淨資產總值中，可歸屬於分

配股的比例)，而可歸屬於累積股的淨資產總值

則維持不變(從而增加該成分基金淨資產總值中，

可歸屬於累積股的比例)； 

b. 如相關成分基金的資本因發行某一類別的新股份

而增加，可歸屬於該分類股份的淨資產總值將按

發行收益而增加； 

c. 如相關成分基金買回某一類別的股份，可歸屬於

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總值將按買回該等股份所支

付的價格而減少； 

d. 如某類別的股份轉換為另一類別的股份，可歸屬

於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總值將按已轉換股份的資

產淨值減少，但可歸屬於相關類別股份的淨資產

總值將按同一款額而增加。 

本基金的淨資產總值將以歐元表示，並等於本基金總資

產(總財富)與總負債之差。就此項計算而言，如成分基金

的淨資產並非以歐元表示，將於兌換為歐元後加總之。 

投資組合下之交易可能產生費用，且其交易價格與買入

或賣出之評價間亦可能產生價差。為保障本基金之現有

股東，對於在特定評價日所收到之申購及/或贖回，在一

般情況下，應由新申購或贖回的股東承受該等負面效果

之影響。這些成本(以固定費率或實際價值計算)得另行計

收，或藉由調降或調高相關成份基金或類別的資產淨值

之方式處理。董事會亦得決定僅在特定成分基金或類別

之申購及/或贖回達到一定程度時，才適用此等調整。這

些程序公平地適用於相同評價日之相同成分基金的所有

股東。除指數基金外，各類別所適用之特定方法如下述： 

I股、P股、R股、S股、MG股、J股、Z股及其對應股：將

調整資產淨值。 

除非於附件中另行訂明，上述就資產淨值作出的修正與

未經修正本可獲得的資產淨值之間差距不可超過2%。 

每一成分基金資產將按以下方式評價： 

a. 獲准於正式證券交易所或其他規管市場掛牌之證

券，將依照 後可得的價格評價，除非該價格不

具代表性。 

b. 未獲准或未於規管市場掛牌之證券，以及雖掛牌

但其 後可得的價格不具代表性之證券，將依照

謹慎及誠信評估之公平價值進行評價。董事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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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特定門檻，一旦超過，將觸發將該等證券價

值調整至公平價值。 

c. 任何持有或存放之現金、票券及即期票據，以及

已宣告或發生但尚未收回之應收款項、預付費用、

股利及利息，仍構成名義上之資產價值，除非該

金額顯然無法收回，於此情形，反映該資產真實

價值之評價將於扣除董事會認為適宜之金額後決

定。 

d. 貨幣市場工具將以成本攤銷法按其名義價值加上

累計利息，或以公平市價法評價。當市場價值與

攤銷成本不同時，貨幣市場工具將以公平市價法

評價。 

e. 證券計價貨幣與成分基金之基準貨幣不同時，應

以適用之匯率轉換為該成分基金之貨幣。 

f. 開放型集合投資事業所發行之單位/股份： 

› 依據中央行政代理人 後得知之 新資

產淨值，或 

› 依據 接近成分基金評價日之日的資產

淨值，進行估算。 

g. 未獲准掛牌於正式或規管市場之公司價值，得使

用董事會以誠信提出之評價方法，並根據 新可

得之簽證財務報告，及/或可能影響有關證券價

值之 近事件，及/或任何其他可得之評價決定

之。評價方法或工具之選擇，將取決於可得數據

之預估關聯性。價值得依據任何可得之未簽證定

期財務報告修正之。如董事會認為該價格無法代

表該證券之可能賣出價值，其將依據可能賣出價，

謹慎及誠信地進行評價。 

h. 於規管市場或證券市場交易之遠期合約(期貨及

遠期)及選擇權合約的價值，將以於一般情形下，

為該合約主要交易地之規管市場或證券交易所，

所 公 佈 之 結 算 或 交 割 價 為 基 礎 。 

如遠期合約或選擇權合約無法於有關淨資產之評

價日結清，董事會將合理且公平的發布決定該遠

期或選擇權合約之結清價值之準則。未於規管市

場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遠期合約或選擇權合約，

將由董事會以誠信所建立之規則及就個別合約類

型之標準準則，評價其結清價值。 

i. 成分基金依據交換合約收取及支付之預期流量，

將以其 新價值估算之。 

j. 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建立評價委員會，負責謹

慎及誠信地評估若干證券之價值。 

若為本基金及/或其股東之利益有合理理由(包括但不限於

避免擇時交易，或根據上述準則所作之價值決定不可行

或不充分時)，董事會獲授權採用任何其他適當的原則計

算相關成分基金的公平價值。 

如無惡意或明顯錯誤，中央行政代理人所決定之價值將

被視為 終且對成分基金及/或股份類別及其股東具拘束

力。 

暫停計算資產淨值、申購、買回及轉換 

在下列情況下，本基金可暫停計算任何成分基金股份或

某一類別股份(如有需要)的資產淨值，以及暫停該成分基

金股份(或類別股份)的發行、買回和轉出及轉入： 

› 本基金重大比例資產於此評價的一個或多個證

券交易所或市場，或表彰股份資產淨值貨幣之

一個或多個外匯市場，或本基金持有重大比例

資產者，因正常假期以外之因素而關閉，或其

買賣暫停、受限制或短期內出現重大波動。 

› 由於政治、經濟、軍事、貨幣或社會事件、罷

工或並非本基金責任及控制範圍以內的任何其

他不可抗力情況，導致本基金的資產出售無法

在不嚴重損害股東權益的情況下合理或正常地

執行。 

› 用以計算本基金資產價值的正常通訊工具發生

故障，或本基金的某資產價值因故不能按所需

速度或準確程度計算出來。 

› 由於貨幣限制或對資金流動的限制，導致本基

金的交易並不切實可行，或本基金的資產不能

按正常匯率買賣。 

› 當公布(i)通知召開股東大會提出解散及清算本基

金或成分基金的類別股份，或(ii)通知股東董事

會決定清算一個或數個成分基金及/或類別股份，

或為保護股東所需而進行暫停，(iii)通知召開股

東大會就本基金或一個或數個成分基金之合併

決議或一個或數個類別股份之分拆/整合或(iv)通

知股東董事會決定合併一個或數個成分基金或

分拆/整合一個或數個類別股份。 

› 可歸於本基金或成分基金之資產、債務或責任

之價值，因任何原因無法迅速或正確地決定。 

› 在任何期間內，當表彰相關類別重大部份資產

的投資基金每股資產淨值之決定暫停進行。 

› 任何情況下，無法暫停可能導致本基金、其一

成分基金、類別股份或其股東須負擔某些責任、

財務上之不利或任何其他損及本基金，且本不

致損及成分基金、類別股份或其股東者。 

就透過由本基金完全控制的公司投資資產的成分基金而

言，在執行上述限制時只考慮相關投資，該中介公司將

視作並不存在。 

在上述情況中，已就受暫停措施影響的成分基金的股份

遞交申購、買回或轉換申請的股東將獲發給通知。 

本基金可隨時酌情決定暫時中止、長期停止或限制向居

住於或居籍設於某些國家或地區的自然或法律實體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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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或多個成分基金的股份。如本基金為保障全體股東

及本基金的利益而認為有必要，亦可禁止上述人士購入

股份。 

此外，本基金保留權利： 

a. 酌情拒絕任何股份申購申請； 

b. 依據公司章程條款，得隨時買回在違反排除措施

之下購入的股份。 

本基金、管理公司、登記及過戶代理人將確保於銷售股

份時，避免盤後交易及擇時交易之情形。其將嚴格遵守

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中所訂之交易下單期限。是否接受下

單須以交易不影響其他股東利益為前提。投資人請求申

購、買回或轉換時，無法得知每股資產淨值。股份申購、

買回及轉換之目的僅限於投資。本基金及管理公司禁止

擇時交易及其他不當行為。藉由利用計算資產淨值之系

統的不完善或缺失，而多次買進和賣出股份，或稱為擇

時交易，可能會擾亂投資組合的投資策略，並導致增加

基金負擔之成本，從而損害了基金長期投資人的利益。

為了防止此種作法，在有合理懷疑之情形下，當其懷疑

有類似擇時交易之投資發生時，董事會有權暫停、取消

或拒絕明顯且頻繁買入與賣出的投資人所提出之申購或

轉換指示。 

作為平等對待所有投資人之擔保者，董事會將採取適當

措施，以確保(i)本基金所面臨之擇時交易風險，受到適

當且持續之量測，及(ii)設置適當的程序和檢查，以減少

本基金受到擇時交易之風險。 

如下列「稅務地位」一節所示之原因，本基金之股份不

可提供、售予、轉讓或讓與非(i)參與的外國金融機構

(PFFIs)；(ii)視為遵循的外國金融機構；(iii)IGA下毋庸申

報的外國金融機構；(iv)豁免受益人；(v) 主動之外國非金

融實體(Active NFFEs)；或(vi)非特定美國人之投資人，

其定義如FATCA、美國FATCA 終版規定及/或任何針對

實施FATCA所適用之跨政府協議之投資人。未遵循

FATCA之投資人將不得持有本基金股份，且為確保本基

金遵循FATCA之目的，於適當時機可強制贖回該等股份。

投資人必須以提供相關稅務文件之方式，證明其在

FATCA下狀態，特別是美國國家稅務局(US Internal Rev-

enue Service)之「W-8BEN-E」表格必須依據適用之規定

定期更新。 

收益分配 

董事會保留權利引進配息政策，成分基金及已發行類別

股份的配息政策可能各有不同。 

除上述分配外，本基金還可決定分配中期股息。 

本基金得分配淨投資收益、已實現資本利得、未實現資

本利得及資本。投資人應瞭解配息可能減少本基金淨值。

如本基金在作出分配後的淨資產下跌至1,250,000歐元

以下，將不會分配收益。 

本基金可在相同限額內分配免費紅利股份。 

在支付日五年內未予領取的股息及配股將罹於時效，並

歸回相關的成分基金或該成分基金相關類別的股份內。 

本基金的支出 

服務費用將支付給管理公司，作為管理公司向本基金提

供服務的報酬。管理公司可以此費用向FundPartner So-

lutions (Europe) S.A.支付其作為過戶代理人、行政代理

人及付款代理人的報酬。 

管理公司亦會從各成分基金收到管理費，在某些情況下，

更會收到績效費，以依據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包含但不

限於MIFID)支付基金經理、次基金經理、投資顧問及分

銷商(若有)的報酬。 

作為存託銀行提供代管服務的費用，存託銀行將就資產

存放及證券保管收取費用。 

服務費、管理費及存託銀行費用係就成分基金之類別股

份按其淨資產之比例收取，並以該等類別之平均資產淨

值計算。 

交易費用亦按共同協議商定的收費率收取。 

有關服務、管理及存託銀行之費用詳情，請參閱附件。 

附件內所示存託銀行費的收費率並未包括增值稅。 

基金經理得簽署軟性佣金合約，惟該等合約必須為其客

戶帶來直接且明顯之利益，包括本基金，且基金經理確

信軟性佣金所附隨的交易係以誠信、嚴格遵守適用之法

律條文及本基金之 佳利益而進行之。基金經理得在以

符合 佳市場慣例及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之條款及其允

許情況下簽署該等合約。 

其他支出 

向本基金收取的其他費用得包括： 

1. 所有就本基金的資產或本基金賺取的收入須繳納

的稅項及稅款，尤其是就本基金淨資產計算的申

購稅(每年 0.05%)。對於預留給 2010 年法第

174 條第 2 項所定義之機構投資人的股份的有關

資產，以及對於唯一目標為投資貨幣市場工具及

信貸機構存款之成分基金而言，此稅將減按

0.01%徵收。 

 免徵收申購稅的成分基金： 

a. 其有價證券於至少一個證券交易所掛牌或交易；

或在其他規律運作、經認可、並對大眾公開之受

規管市場掛牌或交易；以及 

b. 其唯一目的為複製一個或多個指數績效者。 

 如成分基金包含數個有價證券類別，該豁免僅適用

於上述(i)所描述情形之類別。 

2. 投資組合內證券的交易費用及收費。 

3. 給存託銀行的代理銀行的報酬。 

4. 當地代理人、過戶代理人、行政代理人及付款代

理人合理產生的費用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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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委任在海外行銷本基金的外國代理人的報酬

(此外，當本基金分銷至海外，某些管轄權之法

令可能要求當地須有付款代理人。於此情況，住

所地位於該管轄權之投資人可能必須負擔付款代

理人所收取之費用及佣金)。 

6. 為保障股東利益而採取非常措施(尤其是專家評

估或法律程序)的費用。 

7. 編製、印刷並向有關當局遞交行政文件、公開說

明書及說明報告等費用，本基金在有關當局及正

式證券交易所登記及維持登記的費用，有關投資

研究的費用及支出，編製、翻譯、印刷及分發定

期報告及法律或條例規定的其他文件的費用，會

計及計算資產淨值的費用，為股東編製、分發及

印刷報告的費用，法律顧問、專家及獨立查帳會

計師的費用，以及任何類似的營運費用。 

8. 上文所述以外直接與股份的發售或分發有關的廣

告費用及支出，將在董事會決定的範圍內向本基

金收取。 

所有經常支出將首先以本基金的收入支付，然後是已實

現資本利得，再然後是本基金的資產。所有其他支出

多可在五年內攤銷。 

在計算各成分基金的資產淨值時，支出將按照成分基金

淨資產的比例分配給各成分基金，除非這些支出與特定

的成分基金有關，在此情況下將分配給該成分基金。 

拆分為成分基金 

就每一成分基金而言，董事會將設立根據2010年法所界

定的或依據該法獨立的資產組合。成分基金的資產將不

會包括其他成分基金的任何債務。董事會亦可在各個成

分基金內設立兩個或以上類別的股份。 

a. 某一成分基金股份的發行收益將記入本基金帳目

內相關成分基金的帳下，如相關的話，相關收益

將計入相關成分基金的淨資產內，而與本成分基

金有關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將按照本條條

文規定分配給該成分基金。如該成分基金設有多

個子類別股份，相關款額將增加該成分基金淨資

產的比例，並分配到相關類別的股份。 

b. 如某項資產來自另一項資產，此衍生資產將在本

基金帳目內分配到原所屬資產的成分基金或類別

股份，每次對資產重新評價時，其增值或減值將

分配到有關的成分基金或類別股份。 

c. 如本基金承擔的某項負債可歸屬於某一成分基金

或特定的類別股份或操作某一成分基金或類別股

份的資產，該項負債將分配到有關的成分基金或

類別股份。 

d. 如本基金的某項資產或負債未能分配到某成分基

金，該項資產或負債將等額分配給所有成分基金，

或以董事會審慎及本著誠信決定之原則進行分配。 

e. 設立新的成分基金或重組的費用，如適用，將分

配給新的成分基金，並可在五年期內攤銷。 

時效 

股東對董事會、存託銀行或中央行政代理人提出的請求，

將於引起請求權的事件發生之日後五年罹於時效。 

稅務地位 

本基金須遵守盧森堡稅務法例。 

本基金 

本基金須遵守盧森堡稅務法例。本基金股份的購買人須

負責確保其知悉與其居住國及國籍有關的購入、持有和

出售股份的適用法律和規定。 

根據盧森堡的有效法規，本基金無須繳納任何預扣或其

他方式的盧森堡所得稅或資本增益稅。但本基金須就其

淨資產按年率0.05%繳稅，該稅於每季末支付並根據本

基金於每季末的淨資產計算。然而，對於預留給機構投

資人的股份的有關資產，以及對於唯一目標為投資貨幣

市場工具及信貸機構存款之成分基金而言，此稅將減按

0.01%徵收。 

免徵收申購稅的成分基金： 

a. 其有價證券於至少一個證券交易所掛牌或交易；

或在其他規律運作、經認可、並對大眾公開之受

規管市場掛牌或交易；及 

b. 其唯一目的為係複製一個或多個指數績效者。 

若成份基金包含數個有價證券類別，該豁免僅適用於上

述(i)所描述情形之類別。 

歐洲稅務事項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下稱「OECD」)業已制定共同申報

準則(下稱「CRS」)，俾利以全球為基礎達成一項廣泛的

多邊自動資訊交換(下稱「AEOI」)。於2014年12月9日，

理事會指令2014/107/EU修改了2011/16/EU指令有關於

稅務方面強制自動資訊交換之規定(下稱「Euro-CRS指

令」)，以於成員國間施行CRS。針對奧地利，Euro-CRS

指令將於2018年9月30日前就2017曆年首次適用。 

Euro-CRS指令業藉2015年12月18日有關金融帳戶於稅

務之自動資訊交換之法律(下稱「CRS法律」)於盧森堡法

律下實施。CRS法律要求盧森堡金融機構辨識金融資產

之持有人，並確定其是否為與盧森堡簽署稅務資訊交換

協議之國家的稅務居民。盧森堡金融機構將向盧森堡稅

務機關申報資產持有人之金融帳戶資訊，該機關隨後每

年將自動將該等資訊移轉予外國稅務機關。 

基此，如特定帳戶係屬CRS法律下之應申報帳戶，本基

金得要求股東提供有關金融帳戶持有人(包括某些實體及

其控制人士)之身分及財務住所的資訊，以確認其CRS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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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向盧森堡稅務主管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

butions Directes)申報股東及其帳戶資訊。本基金應告知

投資人任何下述資訊(i)本基金負責處理於CRS法律下提

供之個人資料；(ii)個人資料僅將為CRS法律之目的使用

；(iii)個人資料得傳遞予盧森堡稅務主管機關(Admin-

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iv)回覆CRS相關的

問題具有強制性，以及未回覆之潛在後果；以及(v)投資

人有權查閱並更正任何傳遞予盧森堡稅務主管機關(Ad-

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之資料。在CRS

法律下，首次資訊交換將於2017年9月30日前，針對

2016年曆年之資訊適用。而依據Euro-CRS指令，首次自

動資訊交換則必須在2017年9月30日前，就成員國之當

地稅務機關有關2016曆年的資訊適用之。 

此外，盧森堡已簽署OECD多邊主管機關協議(下稱「多

邊協議」)，以依據CRS自動交換資訊。此多邊協議旨在

於非歐盟成員國間實施CRS。其要求協議需基於國與國

之基礎為之。 

依據該等條例，盧森堡金融機構須建制金融資產所有人

的身份資料並決定該所有人是否就稅務理由居於依據共

享稅務資訊雙邊協議而盧森堡與之交換資訊的國家。在

此情況下，盧森堡金融機構將相關資產所有人的帳戶資

料傳遞予盧森堡稅務機關，而稅務機關則每年自動轉送

該資訊至相關外國稅務機關。因此，有關單位持有人的

資訊可能依據有效法規的規定而供予盧森堡稅務機關及

其他相關稅務機關。 

依據AEOI，本基金被視為金融機構，因此，股東及/或其

控制權人被明確告知其是或可能成為揭露予盧森堡稅務

機關及其他相關稅務機關(包括其居住國家)之主體。 

成分基金並不接受其股東中於AEOI下被視為(i)個人或(ii)

消極性非金融實體(下稱「消極性NFE」)者，包括重新獲

取消極性NFE資格的金融實體之投資人。 

但是，於不侵害其他股東之情況下，本基金保留依個案

自行決定接受消極性NFE之權利。 

本基金保留權利，於所提供或未提供的資訊不符合CRS

法律要求的情形下，拒絕任何單位之申購。 

前述條文僅為Euro-CRS指令及CRS法律各樣含意的摘要，

而且僅以現行詮釋為依據，並未完整。此等條文不應視

為稅務或投資意見，投資人就指令及法律的含意對其之

影響，應諮詢其財務或稅務顧問。 
除管理公司另行決定者外，dm及ds類別股份對於德國投

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FATCA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案(下稱「FATCA」)，係 2010

年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之一部，於2010年成為美國法

律，目的在於防止對美國稅收之規避，其要求外國(非美

國)金融機構向美國國家稅務局(US Internal Revenue Ser-

vice)申報美國投資人於美國境外所開立之財務帳戶的資

訊。持有美國有價證券之非美國金融機構若未遵循

FACTA 的申報規定，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美國將針

對該有價證券之總銷售金額及收入扣繳 30%之稅額。 

盧森堡大公國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與美國簽署第一類跨

政府協議(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下稱「IGA」)

以及與此有關之備忘錄。本基金因此需遵循該等盧森堡

IGA，其已藉 2015年 7月 24日有關 FATCA之法律(下稱

「FATCA法律」)於盧森堡之法律下實施以遵循 FATCA之

條款，而非直接遵從美國執行 FATCA 之美國財政法規。

在 FATCA 法律及盧森堡 IGA 下，本基金或需蒐集為辨識

FATCA 目的下之特定美國人士之直接或間接股東之資訊

(下稱「FATCA 應申報帳戶」)任何提供予本基金之該等

FATCA 應申報帳戶資訊，將與盧森堡稅務主管機關分享，

稅務機關並將依美國政府與盧森堡大公國基於避免所得

及資本稅之雙重課稅或逃漏稅之原因而於 1996 年 4 月 3

日簽訂之政府間合約第 28 條之規定，自動與美國政府分

享該等資訊。本基金有意遵循 FATCA 法律及盧森堡 IGA

之條款，以獲認定為遵循 FATCA 並得以因此不因其所持

有之任何本基金之真正美國投資或被視為美國投資，而

被課徵 30%之預扣稅。本基金將持續評估 FATCA，特別

是 FATCA 法律，對其賦加要求之範圍。 

依據IGA，遵循盧森堡IGA立法規定的盧森堡金融機構將

視為已遵循FATCA，因此將不會受到FATCA下的稅款扣

繳(下稱「FATCA扣繳稅」)。 

為確保本基金依前所述遵循 FATCA、FATCA 法律及盧森

堡 IGA，本基金得為以下事項： 

a. 為確認股東之FATCA地位而請求交付資訊或文件，

包含 W-8 稅務表格、全球中介機構識別碼(如適

用)、或任何其他得證明特定單位向 IRS 所為之

FATCA 註冊或與其相等之免稅情事係為有效之憑

證； 

b. r 於特定帳戶依據 FATCA 法律及盧森堡 IGA 被認

定為FATCA應申報帳戶時，向盧森堡稅務機關回

報有關該股東及該股東於本基金持有帳戶狀況之

資訊； 

c. 向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

tions Directes)回報，有關依 FACTA 其地位係屬

非參與外國金融機關者之資訊； 

d. 依照 FATCA、FATCA法律及盧森堡 IGA規定，自

本基金或代表本基金向股東所為之特定給付中，

扣減適用之美國預扣稅額；及 

e. 於該付款可能遭要求預扣或回報時，向任何特定

美國來源收益之直接給付者提供其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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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應依下列原則與投資人溝通所有資訊：(i)本基金

負責處理依 FATCA 法律提供之個人資料；(ii)該等個人資

料僅能為 FATCA法律下之目的而使用；(iii)該等個人資料

得傳輸予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

tions Directes)；(iv)回應 FATCA 相關問題具強制性，故

應承擔未回應之結果；及(v)投資人有權取得並修正傳輸

至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

rectes)之資料。 

本基金係屬外國金融機構，並將致力取得集合投資公司

豁免規範下之「視為已遵循法規」("deemed-compliant")

之狀態，以免遭課徵 FATCA 預扣稅。 

為選擇並維持該FATCA地位，本基金僅允許下列人士成

為本基金股東(i)參與的外國金融機構；(ii)視為遵循的外

國金融機構；(iii)IGA下毋庸申報的外國金融機構；(iv)豁

免受益人；(v)主動之外國非金融實體(Active Non-Finan-

cial Foreign Entities，下稱「「ActiveNFFE」)；或(vi)

終版之FATCA規定及任何適用之IGA定義下之非特定美國

人。因此，投資人僅可透過遵循或視為遵循FATCA之金

融機構申購並持有股份。 

作為上述之例外，基金得依個案自行決定接受消極性

NFFE。如適用該例外，該成份基金需要選擇「報告基金」

的狀態。 

本基金得實施相關措施及/或限制以達到該等效果，包括

拒絕申購申請或強制贖回股份(詳如上述「暫停計算資產

淨值、申購、買回及轉換」一節及本基金章程所示)，及/

或對符合FATCA下之「不順從帳戶」或「未參與之外國

金融機構」之股東帳戶，扣繳FATCA稅款。潛在投資人

應(i)諮詢其稅務顧問關於FATCA對於投資本基金之影響；

且(ii)應注意雖然本基金將試圖遵守所有FATCA下之義務，

惟並無法保證其必可符合該等義務並避免FATCA扣繳稅。 

美國納稅人亦應注意本基金符合美國稅法下的被動外國

投資公司，且將不提供使該等投資人可選擇將本基金視

為合格選擇性基金(即所謂「QEF選擇」)之資訊。 

資料保護 

任何有關自然人及其他相關自然人(下合稱「資料主體」)

投資人的資訊，可直接或間接辨識資料主體(下稱「資

料」)並提供予本基金以及管理公司，或由本基金及管理

公司或代表上述兩者(直接從資料主體或公開來源)蒐集所

得的資料將由本基金或管理公司擔任符合適用的資料保

護法(特別是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 2016/679 號歐盟規

則)的共同資料控制人(下稱「控制人」，可經由管理公司

之法令遵循主管，即位於盧森堡大公國 15,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聯絡)處理。 

本基金業已指派資料保護長(下稱「DPO」)，可透過下述

方式聯繫：europe-data-protection@pictet.com。 

未提供特定資料者可能導致投資人無法投資或維持投資

本基金。 

為達成(i)提供及管理股東的投資及持股，並執行有關其

就本基金持股的服務；(ii)使處理人履行其對本基金之相

關服務；或 (iii) 遵守法律、規管及 / 或稅務 ( 包括

FATCA/CRS)義務等目的(下稱「目的」)，資料將由控制

人處理，及揭露予控制人的服務提供者並由其處理之，

該等服務提供者如存託銀行、過戶代理人、行政管理人、

付款代理人、查核人、基金經理、投資顧問(如有)、分銷

商及其指定的次分銷商、法律及財務顧問(下稱「處理

人」)等。 

作為上述目的之一環，資料亦可能用於直接行銷活動的

目的(以電子通訊形式)，特別是提供資料主體有關本基金

擬定或代表本基金、其服務提供者、受任人及商業夥伴

提供的投資機會、投資產品及服務相關的一般或客製化

資訊。就該等行銷活動而處理資料的法律基礎係基於本

基金的合法利益(提議新投資機會予投資人)或特別是在法

律要求時，資料主體對相關行銷活動的同意。 

處理人應代表控制人擔任資料處理人，並得為其本身目

的以控制人身份處理資料。 

任何相關溝通(包括電話對談) (i)得由控制人及處理人依

適用法律及規管義務記錄之；(ii)將於記錄日起，保留 10

年。 

資料得被傳輸至歐洲聯盟(下稱「歐盟」)境外的國家，該

等國家的法規無法確保其具有充足的個人資料處理的保

護程度。 

將第三方資料主體的資料提供予控制人的投資人須確保

其業已取得提供資料的授權，因此需通知相關第三方資

料主體有關資料處理及其相關權利事宜。如必要，投資

人須就該等處理程序取得相關第三方資料主體的明示同

意。 

資料主體的資料持有期間不得超過前述目的下必要之期

間，並依據適用法律及法規，亦須遵守適用的法定 低

保留期間。 

投資人享有其資料相關的特定權利，包括取得該等資料

權利或修正或刪除該等資料的權利、要求施加處理資料

的限制或反對權利、資料可攜性權利、向相關資料保護

監督機關投訴或撤銷任何給予的同意的權利等。 

有關資料處理方式的詳細資訊載列於隱私權通知中，於

http://www.group.pictet/privacynotice 供索取或可經聯絡

DPO 索取提供之(europe-data-protection@pictet.com)。

隱私權通知載明更多上述資料主體的權利、經處理的資

料的本質、處理的法律基礎、資料的接收人以及適用歐

盟境外的資料傳輸保障等相關資訊。 

投資人請注意，資料保護資訊將因控制人全權決定而變

更，並於任何變更實施前收到有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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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年度 

本基金的會計年度將從10月1日開始至翌年9月30日結束。 

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 

根據2010年法，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應在投資人預計申

購本基金股份前之適當時機，提供予投資人。 

在 投 資 前 ， 請 投 資 人 參 考 本 公 司 網 頁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並在任何申購前，下載相

關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未來擬進行額外申購的投資人

也建議進行相同之查核，因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將不定

時發布更新。 

經投資人索取後，本基金註冊辦公室將免費提供紙本。 

上述類推適用於轉換之案例。 

依據銷售國家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包含但不限於 MIFID)，

當地的中介機構及分銷商可能有責任提供強制額外資訊

予投資人。 

定期報告及刊登 

本基金將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出版已審核的年報，

並於有關期間結束後兩個月內出版未經審核的半年度報

告。 

年報包括本基金及每一成分基金的財務報表。 

這些報告將在本基金的註冊辦事處提供給股東並可向存

託銀行及參與在海外推銷本基金的外國代理人索取。 

每一成分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及發行價和買回價可向存

託銀行及參與在海外推銷本基金的外國代理人索取。 

對公司章程的任何修訂將在RESA刊登。 

本基金及成分基金的期限、合併和解散 

本基金 

本基金並未設定期限，但董事會可隨時在特別股東大會

上動議解散本基金。 

如本基金的股本跌至法律規定的 低資本額的三分之二

以下，董事會必須將解散事項提交股東大會，在無須任

何法定人數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商議，並由在股東大會上

簡單多數股份的表決票數決議通過。 

如本基金的股本跌至所需 低資本額的四分之一以下，

董事會必須將解散本基金的事項提交股東大會，在無須

任何法定人數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商議，並可由在股東大

會上持有四分之一股份的股東表決決議通過解散。 

成分基金的合併 

董事會得依據2010年法，決定將本基金之成分基金與本

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或其他UCITS(盧森堡或外國)合併。 

董事會亦得決定將該合併決定送交相關成分之股東大會。

任何上述股東會之決定無法定人數要求，且該決定將以

簡單投票多數決之。如合併一個或多個成分基金將導致

本基金停止存續，該合併將在股東大會上無須法定人數

出席情況下，以簡單多數決投票定之。 

成分基金清算 

董事會亦可在成分基金股東大會上提案解散該成分基金

且銷除其股份。此股東大會將在無須任何法定人數出席

的情況下進行商議，並由在大會上多數決投票決議通過

解散該成分基金。 

如成分基金的淨資產總值跌至低於15,000,000歐元或等

值的相關成分基金參考貨幣，或若因有經濟情況或政治

環境變化影響成分基金之正當事由，或為了經濟合理性

或係為了基金股東之利益，董事會可隨時決定清算該成

分基金且銷除成分基金之股份。 

如成分基金或本基金解散，將根據所適用之盧森堡法律

及規則定義之程序讓股東參與分配清算收益，於此情形

下，未獲股東領回的清算款項將會於基金清算結束時存

入盧森堡寄存所(Caisse de Consignation )的託管帳戶。

在成分基金尚未領取的任何存管款項，須按照盧森堡法

律過時失效。每一成分基金的清算所得將按照有關類別

股份持有人所持該類股份數目所佔比例分派給該等股份

持有人。 

類別股份之合併/清算 

董事會得決定清算、整合或分拆任何成分基金的某一類

別股份，該決定將依據相關法規公佈之。董事會亦得將

前述議題提交至該類別股份的持有人會議，並由簡單多

數投票決定之。 

可供查閱的文件 

以下文件存放於存託銀行及本基金的註冊辦事處： 

1. 本基金的公司章程； 

2. 近期的年報及 近期的半年度報告(如較前者

更近期)； 

3. 本基金與管理公司訂立的管理公司協議； 

4. Pictet & Cie (Europe) S.A.與本基金訂立的存託

協議； 

查詢及申訴 

任何人若欲取得本基金之進一步資訊，包括行使本基金

表決權所遵循之策略、利益衝突政策、 佳執行政策及

申訴處理政策，或欲對本基金之作業提出申訴者，應聯

絡管理公司之法令遵循人員，即位於盧森堡大公國15,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之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管理公司之申訴處理政策及

CSSF 法 院 外 紛 爭 解 決 程 序 之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https://www.assetmanagement.pictet/en/luxem-
bourg/global-articles/2017/pictet-asset-manage-
ment/complaint-resolution-procedure 取得。 

 
投資限制 

一般條文 

本基金並不集中於單一的特定投資目標，而是分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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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基金，各有本身的投資政策，並因投資於特定的

市場或市場組合而各自承受本身的風險。 

每一成分基金的特性、其投資目標及政策、以及股份的

申購、轉換和買回程序，均詳列於附件中。 

投資限制 

就本節之目的而言，「成員國」係指歐盟成員國。歐洲

經濟區協定成員國雖非歐盟成員國，於該協定及相關法

律所定義之限制下，仍視為與歐盟成員國之相同分類。 

A. §1 
本基金的投資應僅包括下列一項或多項： 

1. 於受規管市場經許可或交易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 

2. 在成員國其他受規管、定期運作、獲認可及開放

予公眾投資人的市場中交易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 

3. 獲准在非歐盟成員國的股票交易所正式上市，或

在非歐盟成員國的另一受規管、定期運作、獲認

可及開放予公眾投資人的市場中交易的可轉讓證

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4. 近發行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惟： 

− 其發行條款須附有向證券交易所或受

規管、定期運作、獲認可及開放予公

眾投資人的市場提出正式上市申請之

切結； 

− 並且 遲將於發行後一年內獲准正式

上市。 

5. 遵照 2009/65/EC 指令獲認可的可轉讓證券集合

投 資 計 畫 (UCITS) 的 單 位 或 股 份 及 / 或

2009/65/EC指令第 1 條(2)款第 a)點所界定的其

他集合投資計畫(UCI)的單位或股份，不論其是

否設立於成員國，惟： 

− 該等 UCI 須受法律認可，且有關法律

對有關實體所作的監督係 CSSF 認為

與歐盟條例所訂規定相當者，且各當

局之間的合作獲充分保證； 

− 其他 UCI 股份或單位對持有人保證的

保障係相當於給予 UCITS 股份或單位

持有人的保障，尤其是與資產分割、

借貸、貸款、賣空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 場 工 具 有 關 的 規 則 ， 相 當 於

2009/65/EC 指令的規定； 

− 該等其他 UCI 的業務活動載於半年度

及年度報表中，以便能對相關期間內

的資產及負債、利潤及營運作出評價；

及 

− 預期買進之 UCITS 或其他 UCI，得按

其管理規則或組成文件，將總計不超

過其 10%之淨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 

− 如成分基金投資於其他 UCITS 及/或其

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而此等 UCITS

或 UCI 與本基金處於共同管理或控制

之架構，或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間接持

股，或係由與基金經理有關的管理公

司所管理，則不得向本基金收取投資

於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的

申購費或買回費； 

− 如果本基金之任一成分基金投資其他

UCITS 及/或 UCI 的單位，且該 UCITS

及/或 UCI 係由相同管理公司直接管理

或透過其指派對象所管理者，或由管

理公司與其因部分共同管理、控制程

序，或透過重大之直接或間接利益關

係而產生連結之任何其他公司所管理

者，上開管理公司或其他公司不得對

於本基金投資其他 UCITS及/或 UCI的

單位，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 如果本基金之任一成分基金將其資產

之重大比例投資於其他與本基金相關

之 UCITS 及/或其他 UCI，如上所述，

本基金應於本公開說明之附件中揭露

可向該成分基金以及其擬投資之

UCITS 及/或 UCI 兩者，可收取管理費

之 高限額。本基金應於其年報中臚

列分別對於成分基金、UCITS 及/或

UCI 兩者所產生的管理費的 高比率。 

6. 在信貸機構內可依請求償還或可撤回而且到期期

限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存款，惟信貸機構的註冊

辦事處須在成員國，或如信貸機構的註冊辦事處

是在第三國家，該機構須遵守的審慎規則須經

CSSF 認為與歐盟法律所訂規定相當。 

7. 在屬上述第 1)、2)及 3)點所指類別的受規管市

場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相當於現金結算的

工具，及/或店頭市場衍生工具，惟： 

− 就金融指數、利率、匯率或貨幣匯率

而言，相關資產包括 A 卷§1 所許可的

相關工具，且本基金得依其投資目標

進行投資； 

− 店頭市場衍生工具交易的相對人是受

審慎監管的機構，而且屬於 CSSF 認

可的類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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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頭市場衍生工具每日作可靠及可予

核實的評價，並且在本基金要求下可

在任何時候按其公平價值以抵沖交易

出售、變現或結算。 

8. 貨幣市場工具(在受規管市場交易而且是2010年

法第 1 條所指定者除外)，惟此等工具在發行上

或其發行人須符合有關規例，而此等規例的目的

是要保障投資人及投資，同時此等工具： 

− 是由中央、地區或地方行政機關、成

員國的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歐

盟或歐洲投資銀行、歐盟以外之國家、

聯邦的其中一個成員(在聯邦州情況

下)、國際公共機構(一個或多個成員

國屬其成員)發行及擔保；或 

− 是由其證券在上文第 1)、2)或 3)點所

列受規管市場進行交易之公司所發行；

或 

− 由依歐盟法律所定準則受到審慎監管

的機構所發行或擔保，或由符合並遵

從審慎規則的機構所發行或擔保，且

該等規則經 CSSF 認為至少與歐盟條

例所訂規定同樣嚴格；或 

− 由屬 CSSF 認可類別的其他實體所發

行，條件是對此等工具的投資須符合

保障投資人的規則，而該等規則又至

少與第一、第二或第三段縮排文字所

訂的同樣嚴格，且發行人為一間資本

及儲備金至少達一千萬(10,000,000)

歐元之公司，並依 78/660/EEC 第四

指令提出並公布其年度帳目，或發行

人是在一個包括一間或多間上市公司

的集團中，專門向該集團提供融資的

實體，或發行人是專門為自銀行流動

性額度獲益之證券化工具提供融資的

實體。 

§2 
但是： 

1. 本基金不得將超過各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10%，

投資於上文§1 節所述以外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

市場工具； 

2. 本基金不得直接購入貴金屬或購入表彰貴金屬之

憑證； 

3. 本基金得購入為直接經營其業務所必要的動產和

不動產。 

§3 
除非個別成分基金之附件另有規定外，本基金可持有流

動資產作為輔助之用。 

B. 
1. 本基金不得將超過各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10%投

資於同一主體所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

工具，亦不得將超過其淨資產的 20%存放在同

一機構內。本基金成分基金就店頭市場衍生工

具交易所承受的交易相對人風險，於交易相對

人是 A 卷§1 第 6)點訂明的信貸機構時，不得超

過淨資產的 10%，於其他情況下則不得超過淨

資產的 5%。 

2. 如成分基金對同一發行主體的投資比重超過其

淨資產的 5%，則其持有該等發行機構的可轉讓

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的總值不可超過其淨資產

的 40%。此限額不適用於存放在受審慎監管的

金融機構的存款及與這些機構達成的店頭市場

衍生工具交易。縱有上文 1)段所定之個別限額，

倘本基金之成分基金將因合併計算而導致其投

資超過 20％之淨資產於任何單一主體時，不得

將下列各項合併計算： 

− 由該主體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

工具， 

− 在該主體存放的存款，或 

− 與該主體店頭市場衍生工具交易所涉的

風險。 

3. 如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係由成員國、其

地方當局、第三國或一個或多個成員國所屬的

國際公共機構發行或擔保，則上文 1)所定的

10%限額可提高至 多 35%。採用上文 2)段所

定的 40%限額時，本段所述的可轉讓證券及貨

幣市場工具並不計算在內。 

4. 如某些債務證券是由註冊總部設於成員國的信

貸機構所發行，而且該信貸機構在法律上受到

特別的公共審核以保障債券持有人，則就該等

債務證券而言，上文 1)段第一句規定的 10%限

額可提高至 多 25%。特別是來自發行債券的

收益必須遵照法律規定，投資於可足夠支付債

券完整有效期內相關債務的資產，而且在發行

人破產的情況下，該等資產將優先用於買回資

本及支付應計利息。如本基金成分基金以其淨

資產的 5%以上投資於如本段所述的由單一發行

人發行的債券，該等投資的總值不可超過本基

金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80%。採用上文 2)段所定

的 40%限額時，本段所述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並不計算在內。 

5. 前述 1)、2)、3)、4)段規定的限額不得累計，因

此對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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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工具及涉及此實體的存款或金融衍生工具的

投資，在符合前述各段規定下，合計不得超過

相關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35%； 

6. 就就計算 B 卷第 1)至 5)點所述限額而言，屬於

83/349/EEC 指令所界定，或遵照國際認可會計

準則在綜合帳目下共同記帳的各間公司，將視

作單一主體。 

 本基金每一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 20%

累計投資於同一集團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

具。 

7. 縱有上文及相關風險分散原則之規定，本基金

高得以每一成分基金淨資產之 100%投資於由

歐盟成員國、歐盟成員國的當地機關、非歐盟

成員國(截至本公開說明書之發行日期，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之成員國、新加坡、巴

西、俄羅斯、印尼、南非)或由一個或多個歐盟

成員國組成之國際公共組織分批發行或擔保之

不同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惟該等有價

證券需屬於至少六種不同之有價證券，且投資

於同一有價證券不得超過相關成分基金淨資產

的 30%。 

8. 本基金不得以每一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20%以上

投資於 A 卷§1 第 5)點所定義的單一 UCITS 或其

他 UCI。為本限額之目的，附有多個成分基金的

UCI，其個別成分基金視作獨立的發行人，惟不

同成分基金就第三方的債務必須分開處理。 

 投資於非 UCITS 之 UCI 單位或股份，合計不可

超過各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30%。 

如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允許投資於 UCITS 及/或

其他UCI股份或單位的總回報交換合約，而只要

此類投資於單一 UCITS 或 UCI 的交換合約所產

生的潛在虧損連同在此單一 UCITS 或 UCI 的直

接投資合計不會超過有關成分基金淨資產的

20%，則上述 20%的限額亦適用。如這些

UCITS 是本基金的成分基金，交換合約將列明現

金交割的規定。 

9.  
a. 如依據本基金成分基金之投資政策，對單一主體

所發行之股份及或債務性證券之投資，係為了複

製特定股權指數之成分或 CSSF 所承認之債券指

數之成分，並以下述為基礎，則前述B 1) 及B 2)

點所述之限制將提高至 高 20%： 

− 指數之成分具備充足的多樣性； 

− 指數為其市場之代表性指標； 

− 其已適當的公佈。 

b. 在例外的市場情況下，如經證明具正當理由，尤

其於若干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有顯著優勢

的規管市場中，上述 a)段所規定之限制將提高為

35%。該投資上限僅限對單一發行人之投資。 

10. 本基金成分基金(依本段之目的，定義為「投資

之成分基金」)得申購、取得及/或持有由一個或

數個其他本基金成分基金將發行或已發行之證

券(分別稱「目標成分基金」)，而毋庸受經修訂

之 1915 年 8 月 10 日有關商業公司法律要求的

有關公司申購、取得及/或持有自己股份之限制，

惟須： 

− 目標成分基金並未投資於對其進行投資

之投資成分基金；及 

− 根據擬購入目標成分基金之投資政策，

該目標成分基金得由其他 UCITS 及/或

其他 UCIs 之單位或股份(包括隸屬相同

UCI 之其他目標成份基金)完全投資之資

產，不得超過目標成分基金資產之百分

之十；及 

− 為投資之成分基金所持有之相關股份，

其表彰之投票權應予以暫停，不論於定

期財務報告中是否為適當之會計處理；

及 

− 無論如何，只要該證券為投資之成分基

金所持有，其價值將不列入本基金淨資

產之計算，以確認依據 2010 年法規定

之 低淨資產門檻。 

C. §1 
本基金不可就全部成分基金一起購入： 

1. 授予投票權的股份，而且其數目足以令本基金

對發行主體的管理層行使重大影響力； 

2. 超出以下限額的投資： 

− 同一發行人無投票權股份的 10%； 

− 同一發行人所發行債務工具的 10%； 

− 2010 年法第 2§2 條所定義之同一

UCITS 或其他 UCI 所發行單位或股份的

25%； 

− 任何單一發行人所發行貨幣市場工具的

10%。 

如果在購入上述投資之時，無法計算債券或貨幣市

場工具的總值或已發行工具之淨額，則在購入時無

須遵守上文第二、三、四段縮排文字所規定的限額； 

上文第1)、2)點所述限制不適用於： 

a. 由成員國、其地方當局或非歐盟成員國發行或擔保

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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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一個或多個成員國所屬的國際公共機構發行或擔

保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c. 由在非歐盟成員國設立的公司資本所持有的股份，

而該公司主要以其資產投資於該國發行人所發行的

證券，並且根據該國法規，此種持有方式是 UCITS

可投資於該國發行主體所發行證券的唯一方式。但

只有在該非歐盟成員國在其投資政策中遵守 2010

年法第43、46、48條(1)、(2)段設定的限額之下，

此例外情況才可適用。如超出盧森堡法律第 43、

46 條規定的限額，則須在作出必要的修訂下適用第

49 條規定； 

d. 由一間或多間投資公司在其子公司的資本內持有的

股份，而該等投資公司在子公司設立之國家就受益

人要求買回單位的事項，依其利益從事管理、顧問

或銷售活動。 

§2 
1. 本基金可為每一成分基金臨時借款，且比例不

超過有關成分基金資產的 10%； 

2. 本基金不可授予第三方信貸或為第三方擔任保

證人。 

前段規定並不妨礙本基金購入 A 卷§1 第 5)、7)、

8)點允許投資的尚未繳足股款的可轉讓證券、貨

幣市場工具或其他金融票據。 

3. 本基金不可為任何成分基金對 A 卷§1 第 5)、7)、

8)點所述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或其他金融

票據進行無擔保賣出交易。 

§3 
當遵守風險分布原則，新核准之本基金成分基金得自其

授權日起六個月期間豁免於2010年法第43、44、45及

46條。 

運用衍生金融產品及工具 

可轉讓證券、貨幣或金融工具的選擇權、認股權證、期

貨合約及交換合約 

為確保有效管理投資組合或進行避險目的，本基金可購

入和出售買權和賣權、認股權證、期貨合約及訂立交換

合約，並就附件2及附件3所述的成分基金訂立與可轉讓

證券、貨幣或任何其他種類的金融票據有關的CFD(差價

合約)，但這些金融衍生工具必須在受規管、定期運作、

獲認可及開放予公眾投資人的市場買賣，然而，只要這

些金融衍生工具合約是與專門從事此類交易的財務機構

訂立，則也可在店頭市場(OTC)進行。 

信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可買入及出售信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使用信

用衍生工具產品是要將附連於基本資產的信用風險分隔

及轉移。信用衍生工具有兩類：「已融資」及「未融

資」，視乎保障賣方是否已就基本資產作出初次付款。 

雖然信用衍生工具的種類很多，但 常見的交易有三類： 

第一類：信用違約產品交易(例如信用違約交換(CDS)或

信用違約交換選擇權)，在此等交易中各方的債務均繫於

涉及基本資產的一項或多項信用事件是否發生。信用事

件定義於合約中，其使基本資產的價值下跌。信用違約

產品可在違約發生後，以現金支付或實際交付基本資產。 

第二類：總回報交換，是在資產的所有權不轉移下，就

相關資產的經濟表現作出交換。買方購入總回報交換時，

會按浮動利率定期付款，以換取在與交易相對人協議的

期間內所累計的與該資產(票息、利息付款、資產值變化)

名義數額有關的全部結果。使用此等工具可有助抵銷相

關子基金的風險。 

然而，不得為了更改投資政策之目的而進行該等交易。 

當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規定後者得投資總回報交換及/或

其他具有類似特性的金融衍生工具時，除附件另有指明

者外，該等投資將係為避險及/或增進投資組合管理效率

之目的，遵循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為之。除成分基金的

投資政策另有規定者外，總回報交換及其他具有類似特

性的金融衍生工具，得連結例如貨幣、利率、可轉讓證

券、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指數或集合投資計畫。 

本基金的交易相對人原則上為位於OECD成員國內，專精

於本交易類型、受審慎監理且於受指定時具有投資等級

信用評等之金融機構。 

該等交易相對人對於成分基金投資組合的組成或管理，

或對於金融衍生工具的連結資產，並無決定權。 

總回報交換及其他具有類似特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僅授

予本基金對於交換或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相對人訴訟的

權利，而交易相對人倘若無力清償，本基金將無法收取

預期之費用。 

成分基金依據總回報交換契約所支付之金額，係以評價

日之零息交換利率折現，作為到期日之現金流量。保護

權買方自選擇權組合所收取之金額，亦將視若干參數，

包括價格、浮動性及連結資產違約之可能性，進行折現。

總回報交換契約之價值係來自上述二項折現現金流量之

差額。 

當成分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其因該等安排所曝險之標

的資產及投資策略曝險，須為相關成分基金依其附件中

所載之投資政策及目標所允許者。 

除各成分基金附件中另有規定者外，成分基金進行總回

報交換 高不得超過其淨資產10%。 

當成分基金從事總回報交換時，該成分基金預期進行總

回報交換之淨資產比重，將載於各成份基金之附件。 

截至本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尚未從事總回報交換之成分基

金(亦即其預期從事總回報交換之管理資產比重為0%)亦

得進行總回報交換，惟得進行該等交易之成分基金淨資

產產比重 高不得超過10%，且與該各別成分基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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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附件須於下次有機會時一併更新。第三類：「信用差

價」衍生工具，此乃屬保障信用的交易，在交易中出售

或購入保障的一方根據兩項或多項基本資產的相對信用

價值作出付款。 

但在任何時候，均不得以此等運作來改變投資政策。 

作為衍生金融工具標的資產的指數，其權重調整的頻率

係由相關指數提供者決定之。指數的權重調整不會對相

關成分基金產生任何成本。 

對涉及衍生金融工具及產品的交易運用充分避險，不論

該等工具或產品是否在受規管市場交易 

在不作現金結算下作充分避險 

如衍生金融合約規定在屆滿日或在行使下，自動或依本

基金交易相對人的選擇實際交付相關金融工具，只要實

際交付有關工具屬實務慣例者，則本基金必須在其投資

組合持有相關金融工具以作避險。 

在不作現金結算下以另一相關避險在例外情況下替代 

如衍生金融工具的相關金融工具具有高流動性，本基金

可在例外的情況下持有其他流動資產作避險，但此等資

產須可在任何時候用以取得到期須予交付的相關金融工

具，而且此類交易所涉的額外市場風險已予充分估算。 

在以現金交割時以另一相關避險替代 

如衍生金融工具自動或在本基金酌情決定下以現金交割，

本基金可不持有指定的相關工具作避險。在此情況下，

以下類別的工具均為可予接受的避險： 

a. 現金； 

b. 流動債務證券，但須有適當的保障方法(例如折

讓或「扣減」)； 

c. 因與衍生工具相關資產具相互關係而考慮的其他

具極高流動性的資產，但須有適當的保障方法

(例如折讓，如適用)。 

計算避險所需數額 

避險所需數額必須以負債方法計算。 

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工具 

為本基金降低風險或成本或獲得資本利得或收益之目的，

本基金得借貸有價證券及從事下述之附買回及反向買回

交易。 

本基金將確保該等交易保持一定之水準，使其得於任何

時候履行其買回股份義務，以及該交易並不違背依據其

投資政策管理本基金資產。 

此交易將依據 CSSF通告修正之 08/536、 13/559及

14/592實行。 

在法定限制所完全允許及其範圍內，特別是依據(i)盧森

堡2008年2月8日法律第11條對於2002年12月20日修

正的法律下，對於集合投資計畫的若干定義；(ii)CSSF通

告08/356中，當若干技術及工具用於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時，適用於集合投資計畫的規則(及其不時之修

正、補充或取代版)；及(iii)CSSF通告13/559中，ESMA

對於ETFs的規範及其他關於UCITS之點，任何成分基金

得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以增

加其資本或收益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為該交易選擇之交易相對人原則上為位於OECD會員國內

且具有投資等級信用評等之金融機構。遴選標準之細節

以及獲許可之交易相對人名單得由管理公司註冊辦公室

取得。 

證券借出 

本基金僅得於符合下列情況下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該

等合約內容應包含出借人在借券人承諾將於未來一定日

期或經出借人請求時，返還等值證券下移轉證券之交易)： 

d. 交易相對人受審慎監理規則的規範，且經 CSSF

認為其係相當於歐洲法律的要求； 

e. 若交易相對人係與管理公司有關之實體，應採取

謹慎行動以避免導致利害衝突，並確保合約的簽

署係以常規為之； 

f. 交易相對人必須係為自己交易的金融中介機構

(例如銀行、經紀商等)；及 

g. 本基金得收回借出的有價證券或終止其進行之任

何有價證券借貸交易。 

當成分基金進行證券借出交易，其因該等安排所曝險之

標的資產及投資策略，須為相關成分基金依其附件中所

載之投資政策及目標所允許者。 

上述有價證券借貸計畫的實行，不得對本基金相關的成

分基金的風險概況有任何影響。 

除各成分基金附件中另有規定者外，成分基金進行證券

借出 高不得超過其淨資產30%。 

當成分基金從事證券借出時，該成分基金預期進行證券

借出之淨資產比重，將載於各成份基金之附件。 

截至本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尚未從事證券借出之成分基金

(亦即其預期從事證券借出之管理資產比重為0%)亦得進

行證券借出，惟得進行該等交易之成分基金淨資產產比

重 高不得超過10%，且與該各別成分基金相關之附件

須於下次有機會時一併更新。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 

本基金得締結反向買回協議，其包含於簽訂後賣方(交易

相對人)需買回已出售之資產，而本基金需放棄所持有之

資產。 

本基金僅得於符合下列情況下簽署反向買回協議； 

a. 交易相對人受審慎監理規則的規範，且經 CSSF

認為其係相當於歐洲法律的要求； 

b. 交易的價值需維持在本基金可隨時履行買回義務

的程度；及 

c. 本基金得隨時依據比例或以市價結算為基礎收回

現金之全額或終止反向買回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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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分基金從事反向買回協議，其因該等安排所曝險之

標的資產及投資策略曝險，須為相關成分基金依其附件

中所載之投資政策及目標所允許者。 

除各成分基金附件中另有規定者外，成分基金進行反向

買回協議 高不得超過其淨資產10%。 

本基金亦可締結買回協議，其包含於簽訂後本基金須買

回已出售的資產，而買方(交易相對人)則必須放棄所持有

的資產。 

本基金僅得於符合下列情況下簽署附買回協議； 

a. 交易相對人受審慎監理規則的規範，且經 CSSF

認為其係相當於歐洲法律的要求； 

b. 交易的價值需維持在本基金可隨時履行買回義務

的程度；及 

c. 本基金得隨時收回附買回協議下的有價證券或終

止其簽署的附買回協議。 

當成分基金運用附買回協議，其因該等安排所曝險之標

的資產及投資策略曝險，須為相關成分基金依其附件中

所載之投資政策及目標所允許者。除各成分基金附件中

另有規定者外，成分基金進行附買回協議 高不得超過

其淨資產10%。 

當成分基金從事反向買回協議或附買回協議時，該成分

基金預期進行該等協議之淨資產比重，將載於各成份基

金之附件。 

截至本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尚未從事反向買回協議或附買

回協議之成分基金(亦即其預期從事反向買回協議或附買

回協議之管理資產比重為0%)亦得進行該等協議，惟得

進行該等交易之成分基金淨資產產比重 高不得超過

10%，且與該各別成分基金相關之附件須於下次有機會

時一併更新。 

所有來自證券借出交易之收益，於扣除積欠存託銀行及/

或擔任本基金與隸屬於百達集團之實體於證券出借機制

下之證券出借代理人之Banque Pictet &Cie S.A.(「代理

機構」)費用及佣金後，應支付予本基金之相關成分基金。 

此外，本基金將向代理機構及存託銀行償付所有因證券

借出交易而合理產生之費用(包括SWIFT費、電話會議費

用、傳真費用、郵寄費用等)。 

一般而言，上述得自相關成分基金收益中扣除之直接及

間接營運支出不得超過證券借出交易所得總收益之30%。

該金額之明細及安排該等交易之金融機構名單均將揭露

於本基金之半年報及年報。 

所有來自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以及總回報交換交易

之收益，於扣除積欠存託銀行及/或Banque Pictet &Cie 

S.A.之直接及間接營運費用及成本後，應支付予本基金

之相關成分基金。 

附買回/反向買回交易或總回報交換之相對人、存託銀行

及/或Banque Pictet &Cie S.A.得就每次交易收取固定營運

費用。 

因附買回/反向買回契約及總回報交換所生之直接及間接

營運費用/成本將載於本基金之半年報及年報。 

擔保品的管理 

總則 

在店頭市場(OTC)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工具之情況下，所涉成分基金得收取擔保品以降低交易

相對人風險。本節列舉本基金在個案中適用之擔保品政

策。成分基金在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工具（證券借出、附

買回/反向買回協議）之情況下，所收取之所有資產應被

認為是本節所稱之擔保品。 

合格擔保品 

在符合CSSF不時發佈之相關法律、規章及通知所定之要

件，尤其是就流動性、評價、發行機構信用品質、關聯

性、擔保品管理相關風險及可執行性等方面，相關成分

基金收受之擔保品得為降低對交易相對人風險之曝險而

使用。特別是，擔保品應符合下述條件： 

(a) 為求迅速以接近出售前評價之價格賣出，任何非以

現金收受之擔保品應具備高品質、高度流動性且於

受規範市場或多邊交易機構並具透明定價之場交易

者； 

(b) 應至少每日評價一次，且不接受具有高度價格波動

性的資產，除非已經有適當謹慎的估值扣減機制； 

(c) 應由獨立於交易相對人之機構所發行，且預期不應

與交易相對人之績效表現具有高度關聯性； 

(d) 擔保品就國家、市場及發行機構層面應充分多樣化，

就任何單一發行人，於考量所有收受之擔保品後，

累計之 大曝險部位不得超過成分基金資產淨值的

20%。雖與上述衝突，但一成分基金亦得由下述任

何發行機構所發行或保證之不同可轉換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全額擔保之，成員國、一個或多個成員國

當地主管機關、第三國或一個或多個成員國所隸屬

之公共國際實體。在此一情況下，相關成分基金應

接受至少六批不同發行證券且任何一批證券不得高

於該成分基金資產淨值之30%； 

(e) 應得隨時由相關成分基金隨時充分執行，且不需要

涉及交易相對人或經交易相對人許可； 

(f) 在所有權轉讓之情況，所收受之擔保品應由存託銀

行持有。針對其他類型擔保品之安排，擔保品可由

受到審慎監督且與擔保品提供者不具有關聯性之第

三方保管機構進行保管。 

(g) 所收受之擔保品應具有投資級評等之品質。 

證券借出交易 

本基金須就各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取得擔保品，且整個借

貸合約期間之擔保品價值，至少相當於借出予借券人之

有價證券估值全額的90%(包含利息、股息及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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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代理人必須要求取得借出之有價證券市價105%的

目標擔保品，且該等價值不得折抵。 

對於借出有價證券提供的擔保品可為下列任一(i)現金及/

或(ii)OECD成員國政府或其區域性或地方政府所發行或

保證的債券，或由評等至少為AA的超國家機構或組織的

地方、區域或國際分支機構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券，及/或

(iii)由居領導地位之發行人所發行或保證且具有足夠流動

性的債券及/或(iv) 評等至少為AA之非金融公司債及/或(v)

屬於大型公司指數之股票。 

借出的有價證券及其擔保品的市場價值，將由代理人於

各個銀行營業日，考量市場狀況及補充費用(如有適用)，

以合理及客觀方法計算之(「市價結算」)。若所提供的擔

保品在須擔保數額上似有不足，代理人將要求借券人立

即提供有價證券形式的額外擔保品以符合上述條件。本

基金在有價證券借貸合約下所收取的擔保品將不會再用

於投資。 

店頭市場(OTC)衍生金融工具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 

對於店頭市場(OTC)衍生金融工具提供的擔保品可為下列

任一(i)現金及/或(ii)OECD成員國政府或其區域性或地方

政府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券，或由評等至少為AA的超國家

機構或組織的當地、區域或國際分支機構所發行或保證

的債券，及/或(iii)評等至少為AA之非金融公司債及/或(iv)

屬於大型公司指數之股票。 

對於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提供的擔保品將免於信用及流

動性風險。該擔保品之市值應為確定，亦即其得輕易在

擔保品提供者違約時以預期價格出售。擔保品得為下列

任一(i)現金及/或(ii)OECD成員國政府或其區域性或地方

政府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券，或由評等至少為AA的超國家

機構或組織的當地、區域或國際分支機構所發行或保證

的債券。 

就店頭市場(OTC)衍生金融工具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

(1)成分基金將每日監控各交易的市價，以確保其係經適

當擔保，若因有價證券及流動性資產的價值上升或下降

而導致其不符 低保證金金額(係以流動資產之形式提供

擔保品)，成分基金將追繳保證金；及(2)成分基金將百達

集團的償債能力分析，僅與具備充分資源及財務健全性

的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 

就店頭市場衍生金融工具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所獲得

以流動性資產為形式的擔保品，本基金得依據相關成分

基金的投資政策及ESMA對於ETFs的規範第43 J)點及其

他關於UCTIS之項次，進行再投資。投資人因該等再投

資所可能遭受的風險詳如公開說明書一般資訊中「風險

考量」乙節所示。 

估值扣減政策 

管理公司對擔保品適用下列估值扣減政策(管理公司保留

隨時變更該政策之權利)。下列估值扣減政策適用於在店

頭市場(OTC)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議

之情況下收受之擔保品。當擔保品市值重大變更時，相

關估值扣減等級將據以採用。在證券借出之情況下，作

為擔保品收受之證券必須允許目標覆蓋額度為借出證券

市價結算之105%。 

合格擔保品 低估值扣減 

現金 0% 

OECD成員國政府或其區

域性或地方政府所發行或

保證的債券，或由評等至

少為AA的超國家機構或

組織的地方、區域或國際

分支機構所發行或保證的

債券 

0.5% 

評等至少為AA之非金融

公司債 
1% 

屬於大型公司指數之股票 15% 

 
到期日 

於適用估值扣抵時亦考量擔保品到期日。較高之估值扣

抵會適用於具較長賸餘到期日之證券。 

附買回協議下之有價證券收購及出售 

本基金得擔任由買進有價證券構成的附買回協議之買方，

該協議包含允許賣方(交易相對人)以當事人於簽署合約時

所約定之價格及時間由本基金買回所出售之有價證券之

條款。 

本基金得擔任由買進有價證券構成的附買回協議之賣方，

該協議包含允許本基金以當事人於簽署合約時所約定之

價格及時間向買方(交易相對人)買回所出售之有價證券之

條款。 

結構性融資證券 

本基金可投資於結構性融資證券；但如成分基金投資於

與信用連結票據之類的結構性融資證券，則會在成分基

金的投資政策中清楚註明。 

結構性融資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擔保證券、資產擔保

商業票據及與投資組合信用連結票據。 

資產擔保證券，是由債務證券集合的金融流通資金(現時

的或日後的)擔保的證券，或由固定或非固定的其他相關

資產擔保的證券。此等資產包括但不限於住宅或商業樓

宇的抵押、租賃、信用卡債務以及消費或商業貸款。資

產擔保證券可能以不同方式建構而成，例如「真正銷售」

形式，即相關資產在臨時結構內移轉，再由該結構發行

資產擔保證券；或採綜合形式，即透過衍生工具，將與

相關資產連結的風險轉移至發行資產保證證券的臨時結

構。 

投資組合信用連結票據，是指其面值及利息的支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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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間接連結參考實體及/或資產(「參考信用」)之一個

以上受管理或不受管理的投資組合之證券。在與參考信

用(例如破產或拖欠付款)有關的信用門檻事件發生前，將

計算虧損(例如相當於資產的面值與其可追回值之間的差

額)。 

資產擔保證券及與投資組合信用連結票據通常是分批發

行的。相關資產有任何虧損，或視乎情況按參考信用計

算後的任何虧損均會首先分配予 次級的一批，直至證

券的面額降為零，然後再分配予餘下屬 次級的一批的

面額，如此類推。 

因此，(a)在涉及資產擔保證券的情況下，相關資產並不

產生預期的金融流動資金，及/或(b)在涉及與投資組合信

用連結票據的情況下，當發生涉及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

或參考信用事件時，則可能對有關證券的價值(可能是零)

及就該等證券所支付的任何數額(可能是零)造成影響。此

情況可能轉而影響成分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此外，結

構性融資證券的價值以及成分基金每股資產淨值會不時

受宏觀經濟因素的負面影響，例如相關資產或參考信用

所關連的經濟界別(包括工業、服務業及地產業)出現不利

變化、個別國家出現經濟衰退或全球衰退，以及與資產

固有性質有關連的事件(因此項目融資貸款須承受該類項

目的有關風險)。 

此等負面影響所及程度，與相關資產所在地區及產業集

中程度、以及相關資產的類別或參考信用等有關。資產

擔保證券或與投資組合信用連結票據受此等事件影響的

程度，取決於其發行時所屬的批次； 低批次即使是

「投資級別」，也可能會承受相當大的風險。 

投資於結構性融資證券所承擔的流動性風險可能比投資

於政府或公司債券為大。如此等結構性融資證券沒有可

變現的市場，則只可以低於其面值(而不是市值)的數額買

賣，以致可能影響成分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 

風險管理 

本基金運用風險管理方法，以便在任何時候都能監控及

衡量投資所涉風險，以及投資對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概況

的影響程度。 

本基金亦運用方法，對店頭市場衍生金融工具的價值作

精確及獨立評估。 

本基金確保金融衍生工具的整體風險並不超出其投資組

合的總資產淨值。在計算風險時，考量相關資產現值、

交易相對人風險、可預見的市場變化及可變現持有部位

的時間。 

本基金運用風險價值(「VaR」)方法(連同壓力測試)或承

諾法，以評估金融衍生工具的整體風險中的市場風險成

分。 

VaR係以20個營業日之時間區間中 大的可能損失界定，

且在99%之信心區間下衡量。 

VaR得以利用絕對風險值法或運用相對風險值法計算。 

絕對風險值法限制成分基金可相對於其淨資產價值之

高風險值。其係相對於法規限制之20%衡量。 

相對風險值法則係用於已界定參考投資組合以反映其投

資策略之成分基金。成分基金之相對風險值係以參考投

資組合之風險值之倍數表達且其依法規限制不得高於參

考投資組合風險值之兩倍。 

店頭市場衍生工具所涉的交易相對人風險是按市值評估，

但在沒有市值的情況下，則須採用臨時定價模型作評估。 

預期槓桿係依ESMA10/788指導原則將本成分基金簽訂

之衍生性契約的名目金額以資產淨值百分比表示，並未

考量任何抵沖及避險效果。因此，預期槓桿並不代表本

基金成分內投資風險的實際程度。預期槓桿為預估程度，

並非法定限制。視市場條件，其槓桿可能更高。然而，

本成分基金將與其風險屬性一致並特別遵循其風險值限

制。 

風險考量 

在投資任何成分基金之前，投資人必須閱讀本節之「風

險考量」。 

本節「風險考量」內含有對成分基金所可能適用之不同

種類投資風險的說明。關於適用於各成分基金之 相關

風險之細節，請參閱附件中「風險因素」一節。投資人

應知悉其他風險亦不時與成分基金相關。 

交易相對人風險 

因交易相對人無法履行在交易中之契約義務之損失風險。

該風險可能導致成分基金延遲給付。在交易相對人違約

之情形下，可能無法確定回收之金額、性質及時機。 

› 擔保品風險。因延遲或部分回收導致之損失風

險，及喪失作為擔保品之抵押資產的權利。擔

保品之形式可能係儲存在交易相對人處之初始

保證金存款或資產。該等存款或資產可能並未

與交易相對人自身之資產有所區隔，且無法自

由更換及取代，成分基金之權利可能係針對返

還之等值資產主張權利，而非存於交易相對人

處之原始保證金資產。若交易相對人要求超額

保證金或擔保品時，該等存款或資產可能超過

相關成分基金對交易相對人所負義務之價值。

此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條款得規定僅於 低

轉讓金額觸發時，始由一方交易相對人提供擔

保品予他方交易相對人，以擔保衍生性金融商

品下所衍生之追加保證金之曝險，因本成分基

金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低轉讓金額之限度內，

對於交易相對人之曝險可能未經擔保。 

當成分基金收受擔保品時，投資人應特別注意(A)

當交易相對人無法返還成分基金提供之現金時，

將有所收受之擔保品可能產生之收益少於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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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現金之風險，無論其係因未能精準估算擔

保品價值、市場波動惡化、擔保品發行人信用

評等下降或擔保品交易市場之流動性不足，且

(B)(i)超額或超時凍結交易現金、(ii)遲延返還現

金，或(iii)無法變現擔保品可能限制成分基金因

應買回請求、證券申購或再投資(較常見)之能力。 

在現金擔保品再投資之情況，該再投資可能(i)產

生與槓桿相應之風險及損失及波動性風險、(ii)

引進與成分基金目標不同之市場曝險；或(iii)收

益總額少於應返還之擔保品之金額。一般而言，

現金擔保品再投資同樣適用所有一般投資相關

之風險。 

另外，當遲延或無法返還資產、現金、交易相

對人提供之擔保品、變現自交易相對人收取之

擔保品時，成分基金可能面臨無法因應買回或

申購請求，或其他契約所規定之交付或申購義

務之情況。 

當成分基金收受擔保品，亦將適用下述之保管

風險、作業風險及法律風險。 

› 結算風險。因交易相對人在結算時無法履行契

約條款而導致之損失風險。取得及轉讓特定投

資中之持股，可能涉及明顯之延遲，且因某些

市場之清算、結算及登記系統組織不良，可能

需以不利之價格進行交易。 

信用風險 

因借款人無法履行金融契約義務，例如及時支付利息或

本金，而導致之損失風險。視契約協議而定，不同信用

事件可能構成違約，包含但不限於：破產、無清償能力、

法院命令之重整/清算、重新安排債務或未支付債務之應

付款項。資產之價值或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契約，易受發

行人或連結實體之認知信用品質的影響。因回收之金額、

性質及時機為無法確定，信用事件對於投資價值可能有

不利影響。 

› 信用評等風險。信用評等機構可能降低發行人

之信用評等之風險。投資限制可能仰賴評等門

檻，因而對證券之選擇及資產配置有所影響。

基金經理可能必須在不利之時機或以不利之價

格賣出證券。信用評等機構可能無法正確評價

發行人之信用價值。 

› 高收益投資風險。高收益債(亦稱為非投資級別

或投機級別)之定義，一般指能提供高收益之債

券，具備低信用評等及高信用事件風險。高收

益債券通常較易浮動、較不具流動性且相對其

他高評等債券，較容易受財務困境之影響。高

收益證券之評價可能因為缺乏流動性，故較其

他評等較高之證券困難。投資此類證券可能導

致未實現資本損失及/或可能不利影響成分基金

淨資產之損失。 

› 困難及違約債券風險 

由處於財務困境之發行人所發行之債券，經常

被定義如後，(i)長期評等經信用評等機構評價為

高度投機之債券；或(ii)已申請破產或預期將申

請破產者。在某些情況下，回收處於財務困境

或違約債務證券之投資，將受到法院命令及公

司重整等不確定性因素之影響。發行債務並已

違約的公司亦可能面臨清算。在此情況下，基

金可能於一段時間後收到清算之款項。此款項

金額可能因案件不同而有特定稅務責任。主管

機關可能個別自基金收到的款項課稅。因為缺

乏流動性，困難及違約證券之評價，可能較其

他較高評等證券困難。當試圖返還本金或利息

收入時，成分基金可能需負擔法律費用投資此

種證券之投資可能導致未實現資本損失及/或不

利影響成分基金資產淨值之損失。 

› 流動性風險 

因缺乏可銷性或具出售限制而衍生之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無法在不遭受重大價值損失

之前提下，於特定的時間出售資產或處分相關

部位。資產無流動性可能係因資產缺乏確定市

場或缺乏資產需求。大量持有單一發行人之任

何類別證券部位，可能導致流動性問題。無流

動性風險之存在，可能係因某些國家之金融市

場相對尚在發展中之性質。基金經理可能因為

無流動性，而無法以有利之價格或在有利之時

間出售資產。 

› 投資限制風險。因政府對資本之控制或限制，

而對資本處分之時機或金額造成不利影響所生

之損失風險。在某些情況下，成分基金可能無

法撤回在某些國家之投資。政府可能變更外資

持有當地資產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對於外

國人可投資之產業、個人及總體交易限額、控

制權及股份種類比例之限制。成分基金可能因

為該等限制，而無法落實其策略。 

› 證券限制風險。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之特定情況

下，某些證券可能處於暫時性之限制狀態，進

而限制基金轉售該等證券之能力。因該等市場

限制，成分基金可能因流動性之降低而遭受損

失。例如 1933年美國證券法第 144條規定限制

證券之轉售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買方需為合格

之機構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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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 

因金融市場價格之波動及影響該等波動之因素的變更，

所導致之損失風險。市場風險更進一步分為與主要資產

類別或市場特色所對應之風險項目。衰退或經濟趨緩將

影響金融市場且降低投資價值。 

› 商品風險。因商品價值之潛在波動所導致之風

險，其包括如農產品、金屬及能源產品。成分

基金之價值可能間接受到商品價格變動的影響。 

› 貨幣風險。因貨幣匯率之潛在波動所導致之風

險。此風險係因持有資產之計價貨幣與成分基

金之基準貨幣不同所導致。其可能受到基準貨

幣與其他貨幣間的貨幣匯率變動，及控制該等

貨幣匯率之法規變更所影響。因此在預期上貨

幣匯兌的風險無法經常規避，且成分基金之曝

險貨幣匯率的浮動，可能影響成分基金之資產

淨值。 

› 股權風險。因股價之潛在波動程度及浮動性所

導致之風險。股權持有人在單一實體之資本架

構中，相較其他債權人常承受更多風險。除其

他風險外，股權風險包括資本損失之可能，及

支付股息股票之收益(股息)中止。初次公開發行

(IPO)風險在公司初次掛牌時亦適用之。初次公

開發行證券無交易歷史，且與該公司有關之可

得資訊有限。因此，IPO 出售之證券價格可能具

高度波動。本基金亦可能無法買到預期申購數

而影響其績效。該投資可能產生大量交易成本。 

› 利率風險。因收益之潛在波動程度及浮動性所

導致之風險。對於債券及其他債務證券或衍生

性金融商品工具之投資價值，當利率波動時可

能激烈上升或下跌。在一般原則下，當利率下

降時，固定利率工具之價值將增加，反之亦然。

在某些情況下，提前付款(亦即提前返還本金)可

能產生再投資風險，此係因為資金將再投資於

較低利率之收益，而影響成分基金之績效。 

› 不動產風險。因不動產價值之潛在波動程度及

浮動性所導致之風險。不動產價值係受到許多

因素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一般及當地經濟條

件之變動、地區中競爭財貨供給及需求之變動、

政府法規之變動(如租金管制)、不動產稅率之變

動及利率之變動。成分基金之價值可能間接受

到不動產市場情況的影響。 

› 波動性風險。價格變動之不確定性風險。在通

常情況下，資產或工具之波動性越高，其風險

亦越高。成分基金投資之可轉換證券價格，在

短期內可能有明顯變動。 

› 新興市場風險。新興市場相較於已開發市場，

通常較不受規管、較不透明且常被認為公司治

理系統不佳、非常規之收益分配且市場較易受

到操縱。投資人應注意，由於某些新興市場中

之政治及經濟情況，相較於已開發市場，投資

新興市場可能有更大的風險。成分基金所投資

之公司的會計及財務資訊，可能較為草率及不

可靠。在新興市場之詐欺風險通常較已開發市

場高。被發現有詐欺之公司，可能受到大規模

價格波動及/或暫停報價的影響。在新興市場，

審計事務所未能發現會計錯誤或詐欺之風險通

常較已開發市場高。新興市場之法規環境及規

範證券所有權之法律可能不夠精準，且無法提

供與已開發市場相同之保障，在過去業已發生

若干證券詐欺及偽造之案例。新興市場風險包

括本節所定義之各式風險，其中例如撤出資本

之限制、交易相對人、貨幣風險、信用風險、

波動性、流動性，以及對於外國投資限制之風

險。在某些國家，供應商之選擇非常有限，甚

至 符合資格之供應商，仍可能無法提供相當

於在已開發國家營運之金融機構及經紀商所提

供之保障。 

成分基金之特定風險 

投資成分基金所伴隨之一系列風險。成分基金可能無法

落實其投資策略或資產配置，且該策略可能無法達成其

投資目標。此可能導致資本及收益的損失，及指數追蹤

風險。 

› 避險風險。成分基金之股份類別或投資，於過

度避險或避險不足時所生之風險，其係與(但不

限於)貨幣曝險及契約期間相關。 

› 買回風險。無法在契約期間內滿足買回，而不

對投資組合架構產生嚴重干擾，或對剩餘投資

人造成價值損失。成分基金之買回無論係以現

金或實物為之，均可能損害其策略。擺動定價

得適用於買回，且可能異於資產淨值之每股價

格，且不利於買回股份之股東。於危機期間，

流動性風險可能造成資產淨值計算的中斷，及

暫時損害買回其股份之股東的權利。 

› 基金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係某一成分基金

在清算時，無法出售某些持股。此係流動性風

險之極端情況。 

› 股息分派風險。股息分派將減少資產淨值，且

可能侵蝕本金。 

作業風險 

因內部程序、人員及系統不充分或失靈，或因外部事件

所導致之損失風險。作業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多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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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因為系統脆弱、無效率或控制失靈所導致之系統

及流程風險、當資產到期或出售時高估其價值而低於預

期價值之評價風險、當服務供應商無法提供符合預期程

度之服務的供應商風險、當交易指示無法依預期執行之

執行風險、導致成分基金損失或法定後果之風險，及人

員附隨之風險(無效率或不適當的技能/能力、損失重要人

員、可得性、健康、安全及詐欺/共謀風險等)。 

其他風險 

本分類臚列所有不屬於其他分類，且非針對特定市場之

所有風險。 

› 法律風險。來自法律訴訟之不確定性，或契約、

法律或法規適用或解釋之不確定性之風險。 

› 法規及遵法風險。因違反法規、標準或專業行

為規範，而導致法律或法規處罰、財務損失或

聲譽損害之風險。 

› 集中度風險。因為投資中有限的多樣性之損失

風險。多樣性得基於地理(經濟區、國家及區域

等)、貨幣或部門。集中度風險亦與成分基金資

產池中對單一發行人持有相對大量部位相關。

集中之投資通常更容易受政治及經濟因素影響，

且可能因浮動性增加而受損。 

› 政治風險。政治風險可能來自於政權及對外政

策之突然改變，其可能在貨幣、撤資風險(亦即

開發中國家限制資金撤出)及波動性風險層面，

造成大量無預期之變動。此可能導致該等國家

之匯率波動增加、資產價格及限制資本撤出之

風險。於極端之情況下，政治變動可能源自恐

怖份子攻擊，或導致經濟及武裝衝突。某些政

府正在實施經濟及社會自由化政策，但無法保

證該等改革將會持續進行，或長期上有益於其

經濟。此等改革可能遭受政治或社會事件，或

全國或國際武裝衝突(例如前南斯拉夫之衝突)的

挑戰或減緩。所有該等政治風險可能損害成分

基金所設置之目標，且不利影響其資產淨值。 

› 稅賦風險。因為稅賦制度變更、稅賦狀態或利

益之損失所導致之損失風險。此可能損害成分

基金之策略、資產配置及資產淨值。 

› 交易地風險。交易所停止資產及工具交易之風

險。停牌或下市係交易所相關之主要風險。成

分基金在某一段時間內可能無法交易某些資產。 

› 利害衝突風險。於特定情況下，服務供應商有

多數利益時，可能損害某一當事人或客戶而偏

袒他人。利害衝突可能與投票權、軟性金錢政

策有關(但不限於)，在某些情況下與有價證券借

貸相關。利害衝突可能不利於成分基金或導致

法律問題。 

› 槓桿風險。槓桿可能增加本成分基金資產淨值

的波動性並在市場極端條件下可能擴大虧損，

造成重大損失，並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全額虧損。

大量使用金融衍生性工具可能導致顯著的槓桿

效果。。 

› 保管風險。本基金資產由存託銀行保管，且投

資人曝險於存託銀行因破產而無法在短時間內

完全履行返還所有本基金資產(包括擔保品)之義

務之風險。本基金資產將於存託銀行之簿冊登

載為屬本基金所有。存託銀行持有之證券將與

存託銀行之其他資產分別保管，其雖降低但無

法完全免除破產時無法返還之風險。然而，該

分別保管措施不適用於現金，故增加破產時無

法返還之風險。 

當證券(包括擔保品) 由第三方受任人持有時，該

證券可能由該等機構以客戶綜合帳戶持有，而當

各該機構違約時，若該證券有無法協調的短缺時，

本基金或需按比例分擔該不足之部分。證券得移

轉予結算經紀商(並同所有權移轉)以作為擔保品，

其因此不適格為存託銀行之第三方受任人，也因

此存託銀行就其行為或違約並無責任。可能在某

些情況下，存託銀行得對其指派之第三方受任人

之行為或違約免責，惟以存託銀行遵循其職責為

條件。 
此外，成分基金可能因為存託銀行、或任何其第

三方受任人在執行或結算交易，或移轉金錢或證

券時之行為或疏失，而遭受損失。更常見者，若

存託銀行或其第三方受任人無法履行職責(不完

全給付)，成分基金則曝險於與存託銀行職責相

關之損失風險。 
› 災害風險。因為自然及/或人為禍害所導致之損

失風險。災害可能影響經濟區域、部門且有時

對經濟有全球性的影響，而因此影響成分基金

之績效。 

特定風險 

本分類臚列若干地理區域或投資計畫之所有特定風險。 

› 投資俄羅斯之風險。投資俄羅斯受限於該國固

有法律及法規架構之保管風險。此可能導致證

券所有權之損失。 

› 投資中國之風險。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

「中國」)受限於當地主管機關之限制，其中包

括每日及市場總交易額度、限制之股份類別、

資本限制及所有權限制。中國主管機關得施予

新的市場限制、資本限制以及國有化、沒收及

徵收公司或資產。於 2014 年 11 月 14 日，財

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共同發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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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票聯通機制(Stock Connect)稅務規定之財稅

[2014]第 81號聲明(下稱「第 81號聲明」)。根

據第 81號聲明，香港及海外投資人(如本成分基

金)藉由股票聯通機制交易中國 A 股所獲得之收

入，自 2014 年 11 月 27 日起將免徵公司所得

稅、個人所得稅及營業稅。然而，香港及海外

投資人(如本成分基金)對於股息及/或紅利必須支

付 10%之稅額，其係由上市公司扣繳並向相關

主管機關繳納。管理公司及/或基金經理對於投

資中國證券之相關成分基金之所得，保留提供

稅款之權利，因此將影響相關成分基金之評價。

由於某些來自中國證券之所得是否應課稅及如

何課稅的不確定性，中國法律、法規及實務變

動的可能性、稅捐溯及適用的可能性，管理公

司及/或基金經理所繳納之稅賦，可能超過或不

足以滿足處分中國證券所衍生之所得在中國之

終稅務責任。若繳納款項不足，逾期之稅賦

將向本基金資產收取，此可能因此產生不利影

響。因此，視該等所得如何被課稅、繳納之程

度及何時購買及/或出售相關成分基金股份之

終結果，可能對投資人有利或不利。 

› QFII 風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得

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機制進行投

資。此機制使資金得在機構投資人所分配到的

限額內，流向/流出中國。在某些情況下，由於

當地主管機關對資產撤出之限制，成分基金可

能無法立即因出售中國 A股而回收資金。該限制

可能損害成分基金之策略或影響成分基金之績

效。QFII 資格須經證監會核准且投資限額須經

國家外匯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

eign Exchange」)核准。該投資限額將會分派給

投資經理(亦即 PICTET AM Ltd)，基金經理有權

為不同目的使用之。交易係以美元為之，投資

於證監會核可之人民幣計價商品。證監會及國

家外匯管理局可隨時修改計畫條款。額度規模

或中國 A股合格條件之變化可能影響相關成分基

金之投資策略。 

› RQFII 風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

得透過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

機制進行投資。該機制使資金得於各境外區域

所分配到的區域限額內流向/流出中國。RQFII資

格須經證監會核准且投資限額須經國家外匯管

理局 ( 「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

change」)核准。該投資限額將分派給投資經理

(亦即 PICTET AM Ltd)，基金經理有權為不同目

的使用之。交易係以人民幣為之，投資於證監

會核可之人民幣計價商品。證監會及國家外匯

管理局可隨時修改計畫條款。其他細節請參閱

相關網頁及http://www.safe.gov.cn。額度規模或

中國 A股合格條件之變化可能影響相關成分基金

之投資策略。 

› CIBM 風險。中國銀行同業債券市場(the China 

Interbank Bond Market，下稱「CIBM」)係一全

中國銀行同業市場之主要的店頭(OTC)市場，且

受中國人民銀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規管與監控。於CIBM市場進行交易可能

使成分基金曝險於較高之流動性風險及交易相

對人風險。為進入 CIBM 市場，RQFII 經理人須

經中國人民銀行事前核准為市場參與者。中國

人民銀行有裁量權得以隨時拒絕或撤回該經理

人之核准，本成分基金於 CIBM 市場交易工具的

投資機會可能因此受到限制。投資人亦應注意，

中國證券市場中之清算及結算系統尚未受到廣

泛測試且受限於因評估錯誤及交易結算延遲所

致之較高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之風險。特定成分基金得投資或

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

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直接取得符合規定之

中國 A 股(下合稱「股票聯通機制」)。滬港股票

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係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下稱「香港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

所(下稱「上交所」)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

司(下稱「中國結算公司」)所規劃之股票交易及

結算相關計畫。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則係由香港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下稱

「深交所」)及中國結算公司所規劃之股票交易

及結算相關計畫。股票聯通機制旨在達到中國

及香港間股票市場聯通之管道。 

股票聯通機制包含北向交易(用於投資中國 A 股)，

特定成分基金得透過北向交易下單交易已於上交

所及深交所上市且符合規定之證券。 

於股票聯通機制中，海外投資人(包括成分基金)

得獲准透過北向交易交易特定已於上交所上市

之中國 A 股(下稱「上交所證券」及深交所上市

之中國 A 股(下稱「深交所證券」)，但應遵循可

能不定時公布/修訂之相關法律規範。合格證券

之清單可能因相關中國規管機關不定時審核及

核准而有所變動。 
除與於中國投資相關風險及與以人民幣投資相關

風險外，透過深港通進行之投資尚受到其他風險

影響，亦即對外國投資之限制、交易場所風險、

作業風險、前端監控對賣出之限制、買回合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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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結算風險、保管風險、持有中國 A 股之代理

人安排、稅務及規管風險。 

− 交易日之差異。股票聯通機制僅於中國

及香港市場皆為交易日、且兩地市場之

銀行於在相應結算日時均開放時營運。

因此可能出現香港投資人(例如成分基

金)未能於中國市場正常交易日交易中

國 A 股之情形，因本成分基金可能受到

中國 A 股於股票聯通機制未營運時價格

產生波動之風險影響。 

− 前端監控就賣出所加之限制。中國法規

要求，投資人帳戶中應有足夠股份方得

賣出股份；否則上交所或深交所將得拒

絕該賣盤訂單。香港聯合交易所將就其

所有參與人(即股票經紀商)就中國 A 股

所為之賣盤訂單進行交易前查核，以確

保無賣空情形發生。 

− 結算交割及託管風險。透過股票聯通機

制交易之中國 A 股皆以無實體股票形式

發行，故投資人(例如相關成分基金)將

不會持有任何中國 A 股實體股票。已透

過北向交易取得上交所及深交所證券之

香港及海外投資人(如成分基金)應將該

證券存入其經紀商或託管受託人，於中

央結算及交收系統開立之證券帳戶中，

該帳戶係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所營

運，目的在結算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或

交易之證券。欲取得有關深港通相關之

託管機制如何設立之其他資訊者，可向

本基金之登記之辦公室請求。 

− 作業風險。股票聯通機制提供香港及海

外投資人(如成分基金)一直接進入中國

股票市場之新管道。股票聯通機制係以

相關市場參與人之營運系統皆運作為其

運作前提，符合特定資訊科技能力、風

險管理及其他得由相關交易及/或清算

所明訂之要件之市場參與人得參與該計

畫。應理解雙邊之證券規範及法律體系

有顯著差異，市場參與人應持續指出因

該差異所致之問題以運作本試驗性計畫。

另外，股票聯通機制計畫之「連結」需

跨區傳送訂單，為此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交易參與人應規劃新資訊科技系統(即

一由香港聯合交易所建立且交易參與人

應與其連結之新傳送系統(下稱「中國

股市連通系統」))。香港聯合交易所市

場參與人之系統並不保證將正常運作或

將繼續合於兩地市場之改變及發展。相

關系統未正常運作時，兩地市場中透過

此計畫進行之交易可能受到干擾。相關

成分基金進入中國A股市場(及依此實現

其投資策略)之能力並將受到不利影響。 

− 持有中國 A 股之名義人安排。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係海外投資人(包括相關

成分基金)透過股票聯通機制取得之上

交所或深交所證券的「名義持有人」。

CSRC 股票聯通機制相關規定明文規範

投資人(例如成分基金)就其透過股票聯

通機制取得之上交所或深交所有價證券

享有依應適用法規應得之權利及利益。

然而，中國法院得因其持有事實將任何

登記持有上交所或深交所證券之名義人

或保管人，認定為對該證券具有完整所

有權；即使中國法律已承認受益人之概

念，該上交所或深交所證券仍將構成前

述機構可分配予該機構債權人匯集資產

之一部分，及/或使受益人就該證券於

相關事項不具任何權利。因此，相關成

分基金及保管銀行皆無法保證成分基金

對該證券之所有權或以所有權為基礎之

受益權於所有情況下皆受保障。依據由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為結算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上市或交易之證券而營運之

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之規定，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基於其名義持有人之身份，

並無義務代表投資人於中國或其他地區，

就上交所或深交所證券採取任何法律行

動或訴訟程序以行使任何權利。因此，

縱相關成分基金之所有權 終得獲承認，

該成分基金就該中國 A 股行使權利時仍

可能受到限制或延遲。應注意於香港中

央結算有限公司應保障透過其持有之資

產的限度內，保管銀行及相關成分基金

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並無直接法律

關係、於成分基金因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之執行或無清償能力而受有損害時

亦對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並無法定求

償權。 

− 投資人賠償。相關成分基金於股票聯通

機制中透過北向交易所為之投資將不受

香港之投資人賠償基金所保障。香港投

資者賠償基金係為給付賠償與因具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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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之中介機構或經核准之金融機構違約

而就於香港指數股票型產品受到金錢損

失之任何國籍投資人而設立。因透過股

票聯通機制所為之中國證券交易的違約

情事並不涉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或香港

期貨交易所上市或交易之產品，故該違

約情事將不受投資人賠償基金保障。另

一方面，因相關成分基金係透過香港而

非中國之證券經紀商執行中國證券交易，

因此其亦不受中國證券投資人保護基金

所保障。 

− 交易成本。除支付中國 A 股交易相關之

交易費及印花稅外，相關成分基金並可

能需繳交投資組合費、股利稅及股票轉

讓所得稅。 

− 監管風險。CSRC 股票聯通機制規定是

在中國具有法律效力之機關命令。然該

規則之適用情形尚未受到檢驗，亦不保

證其將於，例如中國公司清算程序中等

情形，受中國法院採用。 

股票聯通機制本質上不同以往計畫，且

應遵守規管機關發佈之法規及由中國及

香港證券交易所設立之施行細則。此外，

股票聯通機制下跨境交易相關作業及跨

境法律執行之主管機關亦得不定時發佈

新法規。 

相關法規目前尚未受到檢驗，其適用情

形亦尚未能確定。此外，現行法規亦可

能改變。因此未能確保股票聯通機制往

後不被廢除。得透過股票聯通機制於中

國進行投資之相關成分基金可能因上述

改變而受到不利影響。 

− 有關中小企業板(SME)及/或創業板之風

險。上交所或深交所提供成分基金者投

資主要係中小型資本之企業。投資該等

企業會擴大相關成分基金之風險概況中

所列示之風險。 

− 債券通風險。 

債券通係於 2017 年 7 月新推出的計畫，

提供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共同債券市場聯

通交易，其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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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及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建立之。 

根據中國大陸現行規範，合格境外投資

人得透過債券通之北向通(「北向交易

通」)對流通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

進行投資。北向交易通不設有任何投資

額度。 

在北向交易通架構下，合格境外投資人

須指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或中國人民銀

行(「中國人民銀行」)認可之註冊代理

機構向中國人民銀行申請註冊。 

根據中國大陸現行規範，香港金融管理

局(現為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認可的

境外保管代理機構應向中國人民銀行(現

為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全國銀行間同業

拆借中心)認可的境內保管代理機構開立

一綜合名義帳戶。所有合格境外投資人

交易的債券將登記於債務工具中央結算

系統名下，其作為債券名義所有人。 

向中國人民銀行就透過債券通所作的投

資的申報、註冊作業及開戶作業均須透

過境內交割代理機構、境外保管代理機

構、註冊代理機構或其他第三方(視情況)

為之。因此，成分基金面臨第三方違約

或錯誤風險。 

透過債券通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亦

須面臨規管風險。 

有關前述制度的規則及規範均會變動，

並可能具有回溯效果。若相關中國大陸

機關暫停開戶或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之

交易，成分基金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

場的能力將受到不利影響。在此情況下，

成分基金達成其投資目標的能力亦會受

到不利影響。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人民幣得境內交易(於中國

大陸境內以 CNY交易)或離岸交易(於中國大陸境

外，主要於香港，以 CNH 交易)。境內人民幣

(CNY)係一非自由貨幣並受中國當局控制。中國

人民幣係直接於中國境內交易(代號 CNY)及在中

國境外，主要於香港，交易(代號 CNH)。前述貨

幣為同一貨幣。在中國境內直接交易之境內人

民幣(CNY)不得自由轉換並受外匯控制及中國政

府訂立之要件所限制。離岸人民幣(CNH)係自由

浮動貨幣並受到民間貨幣需求所影響。一貨幣

與 CNY 或 CNH 間之匯率或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

交易中之匯率可能並不相同。因此，本成分基

金可能暴露於較大的貨幣匯率風險中。就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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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交易限制可能侷限貨幣避險導致避險無

效。 

產品/技術風險 

本項目列舉與投資產品或投資技術相關之所有風險。 

› 有價證券出借風險。此損失風險係指，若本基

金/成份基金出借有價證券的借券人(即交易相對

人)未如期付款，則可能有遲延回復的風險(此可

能限制本基金/成份基金履行其承諾的能力)，或

損失所持有的擔保品權利的風險。然而此等風

險，可經由百達集團對於借券人的償債能力分

析降低之。在本基金與百達集團的其他實體間

的有價證券出借合約，亦有利害衝突的風險，

包括代理人提供關於有價證券出借合約的服務。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交易相對人違反

交易契約或破產而使成分基金就回收其投資受

到損失或延遲時，將導致有關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附買回協議之風險。雖附買回協議交易依其

性質受到完全擔保，若已賣出證券之價值相對

於成分基金持有之現金或保證金之價值有所增

加，成分基金仍可能遭受損失。就反向附買回

協議交易而言，若已買入之證券相較於成分基

金持有之現金或保證金之價值有所下降，成分

基金仍可能遭受損失。 

› 伊斯蘭債券風險。伊斯蘭債券主要由新興國家

發行人發行，相關成分基金並承受相關風險。

伊斯蘭債券價格主要受利率市場影響，其對利

率市場中變化所生之反應與固定收益投資相似。

此外，發行人可能因外部或政治因素/事件而無

法或不願根據已協議之條款條件返還本金及/或

報酬。伊斯蘭債券持有人亦可能受到其他風險

影響，如單方調整支付日程及在發行人無法或

遲延返還時僅有有限法律資源可對抗之。政府

機構或政府相關機構發行之伊斯蘭債券附有與

此類發行人相關之其他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政

治風險。 

› 衍生性金融工具風險。衍生性金融工具係一項

契約，其價格或價值取決於標準化契約或量身

訂做之契約所定義之一項或多項標的資產或數

據之價值。前述資產或數據包括但不限於股權、

指數、商品及固定收益之價格、貨幣交換匯率

(currency pair exchange rates)、利率、氣候狀況，

以及與該等資產或數據相關而適用之波動情形

或信用品質。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性質可能非常

複雜並受到評價風險影響。衍生性金融工具得

於交易所交易(ETD)或店頭交易(OTC)。視工具

之性質不同，交易相對人風險可能在店頭契約

之一方或雙方當事人間產生。交易相對人可能

不願或無法結算衍生性金融工具之部位，此一

未能交易之情形可能導致相關成分基金較其他

事項過度受到交易相對人影響。衍生性金融工

具可能產生龐大槓桿效應，並因其浮動性而使

例如權證之某些工具呈現高於平均之經濟風險。

使用衍生性金融工具涉及可能對成分基金之績

效有不利影響之特定風險。縱使成分基金預期

特定組合型證券(synthetic security)之收益將依

該證券之條款，及針對適用之交易相對人之信

用風險之假設，大略反映相關投資之收益，於

適用時，組合型證券(synthetic security)仍可能

有不同之預期收益、不同(且可能較高)之違約可

能性、不同(且可能較高)之違約後預期損失特性

及不同(且可能較低)之違約後預期回收。相關投

資有違約之情形，或相關投資之發行人有違約

或其 他 行 為 之情 形 時 ， 相關 組 合 型 證券

(synthetic security)之條款得允許或要求交易相

對人，藉由將投資或與該投資當時市場價值相

當之金額交付予成分基金，以履行其在組合型

證券(synthetic security)下之義務。此外，就到

期、違約、加速到期或任何其他使組合型證券

(synthetic security)終止(包括賣出或買回)之情事，

相關組合型證券(synthetic security)之條款得允

許或要求交易相對人，除藉由於相關投資或與

相關投資當時市場價值相等價值外，另行交付

金額予成分基金，以履行其依組合型證券

(synthetic security)應負義務。除與持有投資相

關之信用風險外，就部分組合型證券(synthetic 

security)，成分基金通常僅與相關交易相對人而

非相關投資之標的證券發行人訂立契約關係。

成分基金一般而言並無權利直接要求發行人遵

循投資條款，或對發行人行使抵銷權，或針對

相關投資有投票權。衍生性金融工具之主要類

型包括但不限於以股權、利率、信用、外匯匯

率及商品為標的之期貨、遠期契約、交換契約

及選擇權。衍生性商品之範例包括但不限於總

回報交換、信用違約交換、交換選擇權、利率

交換、變異數交換、波動率交換、股權選擇權、

債券選擇權及貨幣選擇權。衍生性金融商品及

工具之定義請參見本公開說明書中「投資限制」

一節。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結構型金融證券包括但

不限於資產擔保證券、資產擔保商業票據、信

用連動式債券及投資組合信用連動式債券。結

構型金融證券有時可能嵌入衍生性商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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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金融證券可能依證券之特性及標的證券或資

產總和之風險而定有不同風險程度。相較於標

的證券或資產池，結構型金融證券可能有較大

之流動性、信用及市場風險。連動式金融證券

風險之定義請參見本公開說明書中「投資限制」

一節。 

› 應急可轉換工具風險。特定成分基金得投資應

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

有時被稱為「CoCo 債券」)。依 CoCo 債券之條

款，特定觸發事件，包括可受 CoCo 債券發行人

之管理階層控制之事件，可能導致本金投資及/

或應計利息永久降為零或轉換為股權。前述觸

發事件可能包括 (i)發行銀行之核心一級資本

(Core Tier 1)/普通股一級資本(CT1/CET1)比率

(或其他資本比率)，低於事前設定之限制，(ii)規

管當 局 隨 時 做出 該 機 構 「已 無 運 作 能力

(nonviable)」之主觀判斷，亦即判斷該發行人需

公部門之支援，方得避免發行人成為無清償能

力、破產或無法支付其大部分到期債務，或在

其他方面因執行其業務且情形超越發行人所能

控制而要求或致使CoCo債券轉換為股權，或(iii)

國家當局決定為其增資。投資人應注意，可投

資 CoCo 債券之成分基金，對於此類工具之投資

將伴隨下列風險。 

− 觸發基準風險。觸發基準彼此相異

且將視 CET1 距觸發基準之距離，決

定轉換風險之暴險程度。轉換觸發

將於所有發行之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CET1 數額大小依發行人而定，而觸

發基準將依發行之特定條款而定。

觸發得透過分子所代表之資本的重

大損失，或分母代表之風險權重資

產增加而啟動。 

− 註銷、轉換及息票取消風險。所有

CoCo 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及二級資本)

將於發行銀行達到觸發基準時，予

以轉換或註銷。成分基金可能承擔

註銷相關風險，或於不利之時點轉

換股權而受到不利影響。此外，對

額外一級資本(AT1)CoCo債券支付之

息票，發行人有完全裁量權並得隨

時以任何理由取消，或基於現行情

況而於一定時間內取消。取消額外

一級資本(AT1)CoCo債券下應支付之

息票並不構成違約。遭取消之款項

將不予以累計而將註銷之。此將顯

著增加額外一級資本(AT1)CoCo債券

之評價的不確定性，且可能導致錯

誤評價之風險。額外一級資本

(AT1)CoCo債券持有人將注意到縱其

息票遭取消，發行人仍可持續向其

普通股支付股利及向員工支付不同

之酬勞。 

− 資本結構反轉風險。不同於傳統資

本結構，CoCo 債券持有人可能在股

權持有人並未承擔資本風險時，遭

受資本損失。在某些情形中，CoCo

債券持有人可能早於股權持有人承

受損失，例如高觸發本金註銷 CoCo

債券被啟動時。此情形切斷了預期

中股權持有人，應承擔第一波損失

的資本結構等級制度下的一般次序。

上述情況在低觸發 CoCo 債券中比較

少發生，因其股權持有人可能已經

承受損失。此外，高觸發二級資本

CoCo 債券在停止經營時可能並未承

受損失，但相較於較低觸發之額外

一級資本 CoCo 債券及股權明顯更早

承受損失。 

− 買回延期風險。大部分 CoCo 債券係

以永久性工具發行，僅於經主管機

關核准時方能以預先決定之基準中

買回。永久性 CoCo 債券無法預期將

於買回日期被買回。永久性 CoCo 債

券為永久性資本形式之一。投資人

無法預期於買回日或事實上無法預

期其於任何日期可能收到本金之收

益。 

− 未知風險。此工具之結構新穎，且

尚未受到檢驗。無法確認當此工具

之標的特性接受壓力測試時，其表

現為何。當單一發行人啟動一誘發

因子或暫停支付息票時，可能對全

部資產類別造成潛在價格產生感染

效果及波動。依標的工具套利之水

準不同，風險亦可能增強。建立達

到無法繼續經營時點之監督機制，

以及新的銀行復原及處理指令法令

下建立法定紓困措施的相關內涵，

均有其不確定性。 

− 部門集中度風險。CoCo 債券係由銀

行/保險機構發行。若成分基金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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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 CoCo 債券，相較於依循更多

樣化之策略運作之成分基金，其績

效將很大程度受到金融服務產業之

整體情形影響。 

− 流動性風險。在某些情形中，尋找

對 CoCo 債券之穩定購買者可能係困

難的，且賣方為出售債券，可能必

須接受債券預期價值之顯著折扣價

格。 

− 評價風險。CoCo 債券常有具有吸引

力的獲利，該獲利被視為複雜度之

溢酬。從獲利觀點比較，CoCo 債券

相較與相同發行人所發行之較高評

等債務或其他發行人之類似評等債

務更為有利。轉換風險及額外一級

資本 CoCo 債券之息票取消風險，可

能無法完全反映在 CoCo 債券之價格

上。以下因素在評價 CoCo 債券時相

當重要：啟動觸發之可能性、觸發

轉換時之任何損失程度及損失可能

性(包含因註銷及不利股權轉換時機

而致者)及(就額外一級資本 CoCo 債

券而言)息票取消之可能性。與資本

緩衝相關之個別規管要求、投資人

未來之財務地位、投資人與額外一

級資本 CoCo 債券息票支付相關之行

為及任何風險之傳染效果皆係任意

及/或難以預估者。 

› ABS 及 MBS 風險。特定成分基金對於大範圍之

資產擔保證券(包括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住

宅及商業抵押貸款、擔保抵押義務及擔保債務

義務)、機構不動產抵押移轉證券(agency mort-

gage pass-through securities)及擔保債券曝險。

此證券相關之義務，相對其他證券如政府發行

債券，可能受到更大之信用、流動性及利率風

險。ABS 及 MBS 係使持有人有權自特定金融資

產池所產生之主要現金流，例如住宅或商業抵

押、車貸或信用卡，獲得付款。ABS 及 MBS 常

受到延期付款及提前付款之風險，此可能對於

證券支付現金流之時機及規模有實質影響，且

可能不利影響證券之收益。個別證券之平均期

限可能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例如選擇性買回及

強制提前還款之存在及頻率、當時之利率基準、

標的資產實際之違約率、收回之時機及標的證

券輪替之基準。 

› 存託憑證風險。存託憑證(ADRs、GDRs 及 EDRs)

表彰在存託憑證交易市場外進行交易之公司股

份的一種工具。因此，即使存託憑證在受認可

之交易所交易，仍有其他與該證券關連之風險

須考慮，如工具之標的股份可能受政治、通膨、

外匯或保管風險所影響。 

›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風險。投資不動產產業

之證券時，例如REITs及主要從事不動產產業之

公司股票，應考量特別之風險。前述風險包括：

不動產價值之周期性性質、與一般及當地經濟

情形相關之風險、過度擴建及趨於激烈之競爭、

地產稅及營運支出之增加、人口趨勢及租金收

入之變動、區域規劃法令之更改、非預期或因

徵收所致之損失、環境風險、對租金之規管限

制、鄰近區域價值之變化、利害關係人風險、

對租用者地產吸引力變化、利率上升及其他不

動產市場影響。一般而言，利率上升將增加資

金取得之成本，並可能直接及間接降低投資不

動產產業基金之價值。 

› 現貨價格風險。現貨價格(包含貴金屬)可能會因

供給及需求、政治、商業及/或環境事件而有所

波動。因此，投資人可能會受到與此類資產相

連結的重大波動影響。與其他 UCIs 投資連動之

風險。成分基金在投資其他 UCI 或 UCITS 時，

涉及下列風險： 

− UCI/UCITS 基金投資之國家或適用於外

匯法規所掌控國家之貨幣波動、不同國

家稅務法規之適用，包括扣繳稅，及該

國家中在政府、經濟或貨幣政策方面之

變 化 ， 皆 可 能 對 成 分 基 金 投 資 之

UCI/UCITS 投資價值造成影響；此外，

應當注意本成分基金之每股資產淨值可

能隨相關 UCI/UCITS 資產淨值變動而波

動 ， 特 別 是 主 要 投 資 於 股 票 之

UCI/UCITS 基金，因為此類基金之波動

性，高於投資於債券及/或其他流動性金

融資產之 UCI/UCITS 基金。 

− 然而，投資於其他 UCI/UCITS 所連動之

風險僅限於本成分基金所作投資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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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固定收益成分基金

如現有成分基金有任何更改，或如設立新的成分基金，本附件將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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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達-歐元高收益債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以歐元計價之高收益債券的投資者； 

› 具有中至高級風險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在投

資限制所允許的限額內，投資於 低評等相當於B- 的次

等品質高風險債券及可轉換債券所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

合。相較於投資 佳品質債務人所發行之有價證券，次

等品質投資可能有高於平均的收益，惟須承受較高的發

行人破產風險。 

本成分基金 多亦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資產擔保

有價證券、國家支持的發行人的有價證券、債券證券化

的有價證券及貸款及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有價證券(包括該

等債務之證券化)。 

本成分基金亦可投資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

惟投資該等認股權證不可超過成分基金淨資產的10%。 

對可轉換債券之投資(包括應急可轉換債券，下稱「CoCo

債券」)不得超過成分基金淨資產的20%。於該等債券轉

換後，本成分基金持有所發行之股份 高可達其淨資產

之5%。 

此外，本成分基金 多亦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對於股份或其他類似的有價證券、衍生性工

具(包括認股權證)及/或連結或曝險該等股票或類似的有

價證券之結構性產品(特別是可轉換債券)的投資，將不超

過其資產的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該等投資可於所有市場進行之，並以參考貨幣尋求資本

成長。 

此外，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20%投資於新興

市場。 

成分基金的資產至少三分之二將以歐元計價。 

成分基金得曝險於非投資等級債務證券(包括艱困及違約

證券， 多可為淨資產的10%)。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特別是，成分基金可進行信用違約交換。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雖與本公開說明書一般部分所述之 高曝險衝突，成分

基金 高得利用淨資產價值 20％之比重進行總回報交換。 

雖與本公開說明書一般部分所述之 高曝險衝突，成分

基金 高得利用淨資產價值 30％之比重進行反向買回協

議。 

然而，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及反向買

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附買回協議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之

5%。 

預期曝險於總回報交換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之

5%。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交易相對人風險 

› 擔保品風險 

› 信用風險 

› 信用評等風險 

› 高收益投資風險 

› 艱困及違約債券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利率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應急可轉換工具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ICE BofaML 

Euro High Yield Constrained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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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ICE BofaML Euro High Yield Constrained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3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3時之前。 

轉換 

兩個相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後的平

日為之(下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相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計算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更正的效果詳如「計算資產淨值」一節所述，

且將不會超過3%。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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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歐元高收益債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LU0133806785 100萬 歐元 歐元 – 1.10% 0.30% 0.05% 

I dy  LU0953041257 100萬 歐元 歐元  1.10% 0.30% 0.05% 

I dm (2)  LU1417284582 100萬 歐元 歐元  1.10% 0.30% 0.05% 

P  LU0133807163 – 歐元 歐元 – 1.45% 0.30% 0.05% 

P dy  LU0133807593 – 歐元 歐元  1.45% 0.30% 0.05% 

P dm (2)  LU1391602312 – 歐元 歐元  1.45% 0.30% 0.05% 

R  LU0133807916 – 歐元 歐元 – 1.75% 0.30% 0.05% 

R dm (2)  LU0592898299 – 歐元 歐元  1.75% 0.30% 0.05% 

Z  LU0215400564 – 歐元 歐元 – 0% 0.30% 0.05% 

Z dy – LU0474964037 – 歐元 歐元  0% 0.30% 0.05% 

HI 瑞士法郎  LU0174593094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10% 0.35% 0.05% 

HP 瑞士法郎  LU0174610443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45% 0.35% 0.05% 

HZ 瑞士法郎 – LU0969522449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0% 0.35% 0.05% 

HI 挪威克朗 – LU0474467916 (1) 挪威克朗 挪威克朗 – 1.10% 0.35% 0.05% 

HI 美元  LU0763380275 (1) 美元 美元 – 1.10% 0.35% 0.05% 

HP 美元  LU0861835444 – 美元 美元 – 1.45% 0.35% 0.05% 

HR 美元  LU0650147696 – 美元 美元 – 1.75% 0.35% 0.05% 

HR dm 美元(2)  LU1147738592 – 美元 美元  1.75% 0.35% 0.05% 

I 日圓  LU0999321986 (1) 日圓 日圓 – 1.10% 0.30% 0.05% 

HI 日圓 – LU1411311761 (1) 日圓 日圓 – 1.10% 0.35% 0.05%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歐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瑞士法郎、挪威克朗、日圓或美元。 

(2) 原則上，dm及ds類股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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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以美元計價之中短期高品質固定收益證

券的投資人； 

› 具有較低風險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的三分之二，依據風險分

散原則，持有個別投資之剩餘期限不超過10年的中/短期

債券(包括可轉換債券、附認股權債券及零息債券)，以及

美元計價之類似可轉讓有價證券。然而，投資組合中之

平均剩餘期間(下稱「期間」)不得超過3年。當尋求參考

貨幣之資本成長時，該等投資得於所有市場中為之。 

總資產/總財富至少三分之二將以美元計價。 

此外，本成分基金 多亦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對於股份、或其他類似的有價證券、衍生性

工具(包括認股權證)及/或連結或曝險該等股票或類似的

有價證券之結構型產品(特別係可轉換債券)的投資，將不

超過其資產的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型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的

績效連結的債券或其他可轉讓證券。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從事有價證券借貸協議、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特別是，成分基金可進行信用違約交換。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雖與本公開說明書一般部分所述之 高曝險衝突，成分

基金 高得利用淨資產價值 20％之比重進行總回報交換。 

雖與本公開說明書一般部分所述之 高曝險衝突，成分

基金 高得利用淨資產價值 30％之比重進行反向買回協

議。 

然而，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

交易及反向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附買回協議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之

5%。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交易相對人風險 

› 擔保品風險 

› 信用風險 

› 信用評等風險 

› 利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絕對風險值方法。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J.P. Morgan Government Bond United States 1-3 Years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3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3時之前。 

轉換 

兩個相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後的平

日為之(下稱「計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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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相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LU0175073468 100萬 美元 美元 – 0.35% 0.10% 0.05% 

P  LU0175073625 – 美元 美元 – 0.60% 0.10% 0.05% 

P dy  LU0175074193 – 美元 美元  0.60% 0.10% 0.05% 

P 歐元  LU1361553693  歐元 歐元 – 0.60% 0.10% 0.05% 

R  LU0175074516 – 美元 美元 – 0.90% 0.10% 0.05% 

Z  LU0413859876 – 美元 美元 – 0% 0.10% 0.05% 

Z dy – LU0474964201 – 美元 美元  0% 0.10% 0.05%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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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股票成分基金  

如現有成分基金有任何更改，或如設立新的成分基金，本附件將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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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達-歐洲小型企業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由總部設於歐洲及/或主要業務在歐洲

經營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

總部設於歐洲及/或在歐洲經營其主要業務的小型資本企

業所發行的股票。 

歐洲小型資本公司係指於投資時的資本總值低於50億歐

元之公司。 

本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

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

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

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份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Europe 

Small Cap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Europe Small Cap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之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1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1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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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歐洲小型企業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歐元  LU0131724808 1 million EUR EUR −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130732364 − EUR EUR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0208607746 − EUR EUR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131725367 − EUR EUR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0232253012 − EUR EUR − 0% 0.45% 0.30% 
I 英鎊  LU0990124041 (1) GBP GBP − 1.20% 0.45%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歐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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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達-新興歐洲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由總部設於新興歐洲(包括俄羅斯及土

耳其)及／或在新興歐洲(包括俄羅斯及土耳其)

經營其主要業務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總

部設於歐洲新興國家及／或在歐洲新興國家經營其主要

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可轉讓證券。 

本成分基金亦投資於在俄羅斯的「RTS證券交易所」買

賣的證券。 

本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

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

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

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歐洲新興國家以外之新興國家。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結算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投資限制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政治風險 

› 投資俄羅斯之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存託憑證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份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Emerging 

Markets Europe 10/40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Emerging Markets Europe 10/40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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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尚 未 發 行 但 可 於 日 後 啟 動 的 股 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新興歐洲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歐元  LU0131718073 100萬 歐元 歐元 – 1.80% 0.80% 0.30% 

P 歐元  LU0130728842 – 歐元 歐元 – 2.40% 0.80% 0.30% 

P dy 歐元  LU0208608983 – 歐元 歐元  2.40% 0.80% 0.30% 

R 歐元  LU0131719634 – 歐元 歐元 – 2.90% 0.80% 0.30% 

Z 歐元  LU0230608332 – 歐元 歐元 – 0% 0.80% 0.30% 

P 英鎊  LU0320649907 (1) 英鎊 英鎊  2.40% 0.8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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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達-數位科技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全球從事數位通訊行業的公司所發行

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是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

之二投資於利用數位科技提供互動服務及/或與互動服務

有關的產品的通訊行業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任何其他與

該等公司所發行的類似證券，藉以達致資本增長的目標。 

投資組合將均衡地分散投資於不同地區以盡量減低風險。

事實上，投資範圍不會局限於某一特定地理區域(包括新

興國家)。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

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

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

第181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

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之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

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份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49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數位科技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101689882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0% 0.30% 

I dy 美元  LU1733284605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0% 0.30% 

P 美元  LU0101692670 – 美元 美元–歐元 – 2.40% 0.40% 0.30% 

P dy 美元  LU0208609445 – 美元 美元–歐元  2.40% 0.40% 0.30% 

R 美元  LU0101692753 – 美元 美元–歐元 – 2.90% 0.40% 0.30% 

Z 美元  LU0258986560 – 美元 美元 – 0% 0.40% 0.30% 

I 歐元  LU0340554673 (1) 歐元 歐元 – 1.20% 0.40% 0.30% 

P 歐元  LU0340554913 – 歐元 歐元 – 2.40% 0.40% 0.30% 

P dy 歐元 – LU0474967212 – 歐元 歐元  2.40% 0.40% 0.30% 

R 歐元  LU0340555134 – 歐元 歐元 – 2.90% 0.40% 0.30% 

Z 歐元  LU1225778056 – 歐元 歐元 – 0% 0.40%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279 (1) 英鎊 英鎊  1.20% 0.40%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8172 – 英鎊 英鎊  2.40% 0.40% 0.30% 

HI 歐元  LU0386392772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HP 歐元  LU0474967303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HR 歐元  LU0474967485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I 日圓  LU0999321713 (1) 日圓 日圓 – 1.20% 0.4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 兌換費用由成分基金支付。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日圓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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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百達-生物科技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全球生物科技行業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藉投資於由在醫療行業作為創新先

鋒的生物醫藥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類似證券，以達致增

長。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

於由從事該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本成分基金的投

資並沒有地域上的限制(包括新興國家)，但由於醫藥行業

所有創新產品集中於北美及西歐，本成分基金大部分將

投資於這些地區。 

為了就醫藥行業的創新項目提供資金，此生物科技成分

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私人股票及／或非

上市證券。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

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

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

第181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

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

EDR)。 

本成分基金可以透過下列方式投資於中國A股：(i)百達集

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以其淨資產的35%為上限)；

(i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

畫、(iv)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

用之相似可接受證券交易及清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承諾法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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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

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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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生物科技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112497283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090689299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208607159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112497440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258985083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0255977372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255977455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255977539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352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6986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I 歐元  LU0328682074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190161025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R 歐元  LU0190162189 – 歐元 歐元 – 2.9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0843168732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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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百達-精選品牌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世界各地專門從事高檔產品和服務、

具高知名度並且以滿足人類各種慾望為目標的

公司所發行的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採用資本增長策略，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

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由從事優質品牌行業並提供優質服

務和產品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這些公司擁有高度的市

場知名度，因為他們有能力塑造或帶動消費者的潮流走

勢，同時亦有一定的定價能力。這些公司專門從事高檔

產品和服務的業務，或為此類活動提供融資。本成分基

金的投資並不限於任何特定地區(包括新興國家)。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

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

淨資產的 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 UCIs，依據 2010年

法第 181 條，該 UCITS 及 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

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2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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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精選品牌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歐元  LU0217138485 100萬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0953041760 100萬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217139020 – 歐元 歐元–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0217139533 – 歐元 歐元–美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217138725 – 歐元 歐元–美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0294819544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I 美元  LU0280433417 (1)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280433847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280434068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519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7794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I 美元  LU1733284431 (1) 美元 美元 - 1.20% 0.50% 0.30% 

HI dy 美元  LU1151369680 (1) 美元 美元  1.20% 0.50% 0.30% 

HP 美元  LU0552610593 – 美元 美元 – 2.40% 0.50% 0.30% 

HR 美元  LU0552611484 – 美元 美元 – 2.90% 0.50% 0.30% 

HP 新加坡幣  LU0663513272 – 新加坡幣 新加坡幣 – 2.40% 0.50% 0.30% 
HI 瑞士法郎  LU0959644278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084316881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 兌換費用將由成分基金支付。 
(1) 1,000,000歐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美元、英鎊或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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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達-水資源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世界各地集中業務於與水務有關行業

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投資於在世界各地(包括新興國家)從

事水務及空氣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水務行業的公司包括水生產公司、水質處理和脫鹽公司、

供水公司、水之裝瓶、運輸及發運公司、專門從事廢水、

污水、固體、液體及化學廢物處理的公司、經營污水處

理設施的公司以及就上述各項提供設備、顧問及工程服

務的公司。 

空氣行業的公司包括負責監督空氣質素的公司，空氣過

濾設備供應商及車輛催化轉化器製造商。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

從事水資源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以及少量的可轉

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

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

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

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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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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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水資源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歐元  LU0104884605 100萬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0953041331 100萬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104884860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0208610294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104885248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0239939290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600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66531837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Z 英鎊  LU1002871454 – 英鎊 英鎊 – 0% 0,45% 0,30% 

I 日圓  LU0920171179 (1) 日圓 日圓 – 1.20% 0.45% 0.30% 

I 美元  LU0255980244 (1)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255980327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255980673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 LU1010986302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HI 美元  LU0474967568 (1) 美元 美元 – 1.20% 0.50% 0.30% 

HP 美元  LU0385405567 – 美元 美元 – 2.40% 0.50% 0.30% 

HR 美元  LU0385405997 – 美元 美元 – 2.90% 0.50% 0.30% 

HI 瑞士法郎  LU1297705979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084316857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歐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美元、日圓、瑞士法郎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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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達-亞洲股票(不含日本)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亞洲(不含日本)公司所發行的股份之投

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透過至少以其總資產/總財富的三分

之二投資於總部登記於及/或從事主要業務於亞洲國家(包

括中國大陸)但不含日本的公司所發行之股票，以達致長

期資本增長。本成分基金亦得在其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

內，投資於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以及可轉換債券。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49%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以其淨

資產的35%為上限)；(i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

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

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

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

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此外，本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類

似債務及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之

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例如指

數、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

或其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從事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結算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投資限制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政治風險 

› 稅賦風險 

› 投資中國之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AC Asia 

Ex Japan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AC Asia Ex Japan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透過 Pictet Asian Equities (Mauritius)Limited 投資 

管理公司得決定將本成分基金部分擬投資於印度之資產

間接透過設立於模里西斯名為 Pictet Asian E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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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tius)Limited 之公司投資，該公司係由本基金完全

控制，且僅為成分基金從事顧問活動(下稱「PAEML」)，

尤其是關於鉅額買回本成分基金股份之投資及顧問活動。

間接投資一般均為印度及模里西斯間之雙重租稅協議所

涵蓋(下稱「DTA」)。 

為此，管理公司將利用本成分基金部分可投資於印度之

資產以取得所有 PAEML 之股份，PAEML 因此將為本基

金代表百達 – 亞洲股票(不含日本)此一成分基金所完全控

制。PAEML 之股份僅會以記名形式發行。 

PAEML 之唯一目的係為代表成分基金從事投資及顧問活

動。PAEML 之董事會成員包括： 

Eric A Venpin 
Jimmy Wong Yuen Tien 
Geneviève Lincourt 
John Sample 
Olivier Ginguené 

董事會將隨時持續維持至少 2 名模里西斯之居民，且多

數董事亦為本基金之董事。 

PAEML 為本成分基金所從事之顧問活動包括提供有關印

度與模里西斯適用協定之定期資訊，以及就印度市場提

供投資建議。PAEML 也會在本成分基金之股份遭買回超

過其淨值之 20%時提供建議，以使基金經理在面臨鉅額

買回之要求時為必要之出脫投資。 

PAEML 之財務報表將由 Deloitte S.A.查核，其亦為本基

金之法定查帳會計師，或任何其他設立於模里西斯之法

定查帳會計師，同時為本基金法定查帳會計師之關係企

業。為編製本成分基金之財務報表、半年報及年報，

PAEML 之財務結果將併入成分基金之財務結果。同樣地，

該等報告亦將包含本成分基金有關 PAEML 持有之標的證

券之投資組合細項。依據本公開說明書中所載之投資限

制，該等標的投資亦將如同 PAEML 不存在般納入考量。 

PAEML 係於 2009 年 2 月 24 日設立於模里西斯，並依

照2007年金融服務法持有第一類全球商業執照(Category 

1 Global Business Licence)。 

PAEML 已自模里西斯所得稅委員取得稅務居民證明。 

因此，PAEML 被視為為稅務目的居住於模里西斯，並得

享受DTA之利益。然而，無法保證 PAEML得持續維持其

稅務居民身份，且喪失此身份可能導致喪失稅務優惠，

並進而影響本成分基金之每股資產淨值。 

PAEML 係以「投資控股公司」營運。 

如 PAEML 破產，PAEML 之投資人不受任何模里西斯法

律規定之保護。 

模里西斯之監管委員會(即「模里西斯金融服務委員會」)

並不負責 PAEML 之償債能力或為此出具之任何報表或意

見之正確性。 

存託銀行於印度之往來銀行 

存託銀行業已指定 Deutsche Bank AG, Mumbai Branch

為本成分基金於印度之有價證券及其他資產之當地保管

機構。 

針對擬用於投資印度之資產部位，投資人應注意下列事

項： 

a.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Ltd 業已自印度證券交易

所 (下稱「SEBI」 )取得外國機構投資人 (下稱

「FII」)身份，因此獲得授權得代表本基金投資印

度有價證券。本基金於印度之投資主要仰賴授予基

金經理之 FII 身份，因此，即便得假設該授權將獲

得更新，惟並無法就此保證。 

b. 依據印度規範外國投資之法律，本成分基金之資產

必須由印度往來銀行代表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Ltd 透過 PAEML 之子帳戶持有。 

c. 透過 PAEML 投資，本基金擬獲益於模里西斯與印

度間之 DTA，如上文所詳述。無法保證本基金得永

遠享受該等稅務利益。此外，DTA 亦可能進行修正，

而修正內容可能影響本基金投資之稅賦及 /或

PAEML 之稅賦，進而影響本基金之股份價值。 

目前，本成分基金之任何新投資均係直接投資於印度而

非透過 PAEML，且 PAEML 所持有之全部投資均已出售。 

董事會決定清算 PAEML。清算 PAEML 之清算成本將由

本成分基金負擔。 

此外，於清算後可能將對 PAEML 進行回溯稅之估價，該

等稅賦將由本成分基金負擔。此等債務將由本成分基金

之資產負擔，而可能對本成分基金之資產淨值造成不利

影響。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四個平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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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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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亞洲股票(不含日本)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 LU0111012836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35% 0.30% 

P 美元 �� LU0155303323  −  美元 美元 − 2.40%  0.35% 0.30% 

P dy 美元 �� LU0208611698  −  美元 美元 �� 2.40%  0.35% 0.30% 

R 美元 �� LU0155303752  −  美元 美元 − 2.90%  0.35% 0.30% 

Z 美元 �� LU0232255900  −  美元 美元 − 0%  0.35% 0.30% 

I 歐元 �� LU0255976721  (1)  歐元 歐元 − 1.20%  0.35% 0.30% 

P 歐元 �� LU0255976994  −  歐元 歐元 − 2.40%  0.35% 0.30% 

R 歐元 �� LU0255977299  −  歐元 歐元 − 2.90%  0.35% 0.30% 

I 日圓 �� LU1173876233 (1)  日圓 日圓 − 1.20%  0.35% 0.30% 

I 英鎊 �� LU1694774933  (1)  英鎊 英鎊 − 1.20%  0.35% 0.30% 

HI 歐元 �� LU0328681852  (1)  歐元 歐元 − 1.20%  0.40% 0.30% 

HP 歐元 �� LU0248316639  −  歐元 歐元 − 2.40%  0.40% 0.30% 

HR 歐元 � LU0248317017  −  歐元 歐元 − 2.90%  0.4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英鎊或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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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百達-日本精選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由總部設於日本及／或在日本經營其

主要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承受度

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讓投資人從日本股票市場的增長中

獲利。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

投資於總部設於日本或在日本經營其主要業務的公司所

發行的股票。 

投資組合將由基金經理認為前景 為有利的限量精選證

券組成。 

此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 

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

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UCIs，依

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

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2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Japan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Japan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日圓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評價日當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相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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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日本精選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投資

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日圓  LU0080998981 1億 日圓 日圓 – 0.90% 0.40% 0.30% 

P 日圓  LU0176900511 – 日圓 日圓 – 1.80% 0.40% 0.30% 

P dy 日圓  LU0208612829 – 日圓 日圓  1.80% 0.40% 0.30% 

R 日圓  LU0176901758 – 日圓 日圓 – 2.50% 0.40% 0.30% 

Z 日圓  LU0231728105 – 日圓 日圓 – 0% 0.40% 0.30% 

I 英鎊  LU1143263215 (1) 英鎊 英鎊 – 0.90% 0.40% 0.30%

HI 英鎊  LU1143262837 (1) 英鎊 英鎊 – 0.9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66531910 – 英鎊 英鎊  1.80% 0.40% 0.30% 

I 歐元  LU0255975673 (1) 歐元 歐元 – 0.90% 0.40% 0.30% 

P 歐元  LU0255975830 – 歐元 歐元 – 1.80% 0.40% 0.30% 

R 歐元  LU0255975913 – 歐元 歐元 – 2.50% 0.40% 0.30% 

I 美元  LU1810675865 (1) 美元 美元 − 0.90% 0.40% 0.30% 

HI 歐元  LU0328682405 (1) 歐元 歐元 – 0.90% 0.45% 0.30% 

HP 歐元  LU0248317363 – 歐元 歐元 – 1.80% 0.45% 0.30% 

HI 美元  LU0895858214 (1) 美元 美元 – 0.90% 0.45% 0.30% 

HP 美元  LU1240748514 – 美元 美元 – 1.80% 0.45% 0.30% 

HR 歐元  LU0248320581 – 歐元 歐元 – 2.50% 0.45%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00日圓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美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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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百達-健康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在活躍於健康相關領域之國際型公司股

票者；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主要投資活躍於健康相關領域的公司所發行

的股票或類似的有價證券，以達資本增長。本成分基金

得於任何國家投資(包含新興國家)。 

本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

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

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

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可以透過下列方式投資於中國A股：(i)百達集

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以其淨資產的35%為上限)；(ii)

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

(iv)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

相似可接受證券交易及清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

分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 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 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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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百達-健康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188500879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0953041927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188501257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208613470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188501331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188501687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0255978693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255978776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255978859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1225778213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782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7281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I 歐元  LU0328682231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248320664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R 歐元  LU0248320821 – 歐元 歐元 – 2.9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及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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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百達-美國股票精選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由總部設於美國及／或主要業務在美

國經營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承受度

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讓投資人參與美國股票市場的增長。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

總部設於美國或在美國經營其主要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

股票。 

投資組合將由基金經理認為前景 為有利的限量精選證

券組成。 

本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

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

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

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 15%。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 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 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S&P 500 Com-

posite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S&P 500 Composite 

基金經理： 

Iv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該市場得作為評

價主要部分資產之用關閉時，董事會保留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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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美國股票精選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256836254 100萬 美元 美元 – 0.90% 0.30% 0.30% 

I dy 美元  LU0953040796 100萬 美元 美元  0.90% 0.30% 0.30% 

P 美元  LU0256840108 – 美元 美元 – 1.80% 0.30% 0.30% 

P dy 美元  LU0256841411 – 美元 美元  1.80% 0.30% 0.30% 

R 美元  LU0256842575 – 美元 美元 – 2.50% 0.30% 0.30% 

Z 美元 – LU0260655930 – 美元 美元 – 0% 0.30% 0.30% 

R 歐元  LU0372506948 – 歐元 歐元 – 2.50% 0.30% 0.30% 

HI 歐元  LU0256843623 (1) 歐元 歐元 – 0.90% 0.35% 0.30% 

HP 歐元  LU0256844860 – 歐元 歐元 – 1.80% 0.35% 0.30% 

HR 歐元  LU0256845677 – 歐元 歐元 – 2.50% 0.35% 0.30% 

I 英鎊 – LU1090658540 (1) 英鎊 英鎊 – 0.90% 0.3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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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百達-保安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採取的資本增長策略，是主要投資於就健全、

健康及自由(不論是個人的、公司的或政治上的)提供保障

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或類似證券。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

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從事此行業的公司所

發行的股票。 

目標公司主要(但不限於)活躍於以下領域：網路保全、軟

體、電訊及電腦硬體保全；人身安全及保健； 接入及認

證安全；交通安全；工作場所保安及國防等。 

本成分基金將持有一般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

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

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

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

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清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 15%。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69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該市場得作為評

價主要部分資產之用關閉時，董事會保留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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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保安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256845834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1733284787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256846139 – 美元 美元–歐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256846303 – 美元 美元–歐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256846568 – 美元 美元–歐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328681696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0270904351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270904781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270905242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1225778304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865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7950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I 歐元  LU0474968293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650128827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R 歐元  LU0650149049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I 瑞士法郎  LU1297737238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129773456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 兌換費用將由成分基金支付。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瑞士法郎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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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百達-環保能源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世界各地製造環保能源及促進其使用

的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採用資本增長策略，至少以其總資產/財富

的三分之二投資於致力減少碳排放(例如藉由促進環保能

源之製造及使用)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其投資並不限於

任何特定地區(包括新興國家)。 

目標公司將尤其是活躍於下列領域的公司(但不限於)：更

環保之資源及基礎建設；減少碳排放之設備及科技；更

環保之能源的生產、傳輸及分銷；及更環保且更具能源

效率的運輸及燃料。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

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

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

第181條，該UCITS及UCI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清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 15%。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T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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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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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環保能源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280430405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1777194124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280430660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280430744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280431049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331553957 - 美元 美元 - 0.00% 0.45% 0.30% 

I 歐元  LU0312383663 (1) 歐元 歐元 _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0616375167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280435388 - 歐元 歐元 _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 LU0474968376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280435461 - 歐元 歐元 _ 2.9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6949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20648255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Z 英鎊  LU1002870720 - 英鎊 英鎊 _ 0.00% 0.45% 0.30% 

HI 歐元  LU0474968459 (1) 歐元 歐元 _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650147779 - 歐元 歐元 _ 2.40% 0.50% 0.30% 

HR 歐元  LU0650147852 - 歐元 歐元 _ 2.9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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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百達-俄羅斯股票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總部設於俄羅斯及/或在俄羅斯經營其主

要業務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

總部設於俄羅斯或在俄羅斯進行其主要活動的公司所發

行的股票或任何其他「股權」型態有價證券。該等其他

「股權」型態有價證券或為美國存託憑證(ADR)、歐洲存

託憑證(EDR)及全球存託憑證(GDR)，其連結資產為註冊

於俄羅斯之公司所發行，而於該國以外之規管市場上交

易者(主要為美國與歐洲)。 

此成分基金將持有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

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特別股、可轉換債

券以及少數可能為認股權證及選擇權。 

本成分基金並得同時投資於俄羅斯交易所中交易之有價

證券。 

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 10%投資於

UCITS 及其他 UCIs，依據 2010 年法第 181 條，該

UCITS 及 UCIs 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包括可轉換公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

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何債務之衍生性工具及/

或結構型商品及利率有價證券，將不超過其資產之 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 UCI 投資，亦

包括在 10%的限制內。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 15%。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債券或其他可轉

讓有價證券，且其收益連結於指數的績效、可轉讓證券

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或 UCI。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進行避險

或有效管理投資組合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結算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投資限制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政治風險 

› 投資俄羅斯之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衍生性金融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存託憑證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 MSCI Russia 

10/40 Index 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Russia 10/40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成分基金的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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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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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俄羅斯股票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 ( 高%) *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338482002 100 萬 美元 美元 – 1.90% 0.80% 0.30% 

I dy 美元   LU1574075039 100 萬 美元 美元  1.90% 0.80% 0.30% 

P 美元  LU0338482267 - 美元 美元 – 2.40% 0.80% 0.30% 

P dy 美元  LU0338482424 - 美元 美元  2.40% 0.80% 0.30% 

R 美元  LU0338482770 - 美元 美元 – 2.90% 0.80% 0.30% 

Z 美元  LU0340081248 - 美元 美元 – 0% 0.80% 0.30% 

I 歐元  LU0338482937 (1) 歐元 歐元 – 1.90% 0.80% 0.30% 

P 歐元  LU0338483075 - 歐元 歐元 – 2.40% 0.80% 0.30% 

P dy 歐元 – LU0474968533 - 歐元 歐元  2.40% 0.80% 0.30% 

R 歐元  LU0338483158 - 歐元 歐元 – 2.90% 0.80% 0.30% 

I 瑞士法郎  LU0859479239 (1) 英鎊 英鎊 – 1.90% 0.80% 0.30% 

P dy 瑞士法郎  LU0338483232 - 英鎊 英鎊  2.40% 0.80% 0.30% 

HR 澳幣  LU0650148744 − 澳幣 澳幣 − 2.90% 0.85% 0.30% 

HP 歐元 – LU0650148660 - 歐元 歐元 – 2.40% 0.85% 0.30% 

HR 歐元 – LU0650148744 - 歐元 歐元 – 2.90% 0.85% 0.30%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 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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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百達-林木資源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世界各地積極從事林業價值鏈的公司

所發行的股份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是至少以其總資產/總財富的三分

之二投資於積極從事林木區之融資、種植及管理，及/或

以建築為目的木材處理、製造及配送，及其他衍生自林

業價值鏈中的木材之服務及產品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

類似證券，以達資本增長。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

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

能是普通股、優先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量的可轉讓證

券之認股權證及選擇權。 

本成分基金的投資沒並沒有地域上的限制(包括新興國家)。 

此外，成分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30%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及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或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公

司債及特別股)、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

何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

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15%。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1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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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該市場得作為評

價主要部分資產之用關閉時，董事會保留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

百達-林木資源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340557262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340557775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340558237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340558583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434580600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0340558823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340559557 - 歐元 歐元 _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_ LU0434580519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340559805 - 歐元 歐元 _ 2.90% 0.45% 0.30% 

Z 歐元  LU1225778643 - 歐元 歐元 _ 0% 0.45% 0.30% 

I dy 英鎊  LU0448837087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340560480 _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Z 英鎊  LU1002871371 - 英鎊 英鎊 _ 0% 0,45% 0,30% 

HI 歐元  LU0434580865 (1) 歐元 歐元 _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372507243 - 歐元 歐元 _ 2.40% 0.50% 0.30% 

HZ 歐元  LU0168840535
3 

- 歐元 歐元 _ 0% 0.50% 0.30% 

HR 歐元  LU0434580436 - 歐元 歐元 _ 2.9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或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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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百達- 智慧城市(原名：百達-全球高息精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致力於及/或自都市化趨勢中獲利的國

際公司所發行股權的投資人；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將透過主要投資於致力於及/或自都市化趨勢

中獲利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權相關有價證券(例如可

轉換公司債、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ADR、GDR等)達

到資本增長。該等投資將依據2010年法律第41條進行。

目標公司主要將為(但不限於)活躍於下列領域的公司：移

動及運輸、基礎建設、不動產、永續資源管理(能源效率

及廢物處理)以及支持智慧及永續城市發展的輔助科技及

服務。本成分基金得投資在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國家)、任

何經濟領域以及任何貨幣。然而，依據市場狀況，該投

資可能集中在單一國家或幾個有限國家及/或單一經濟活

動領域及/或單一貨幣。 

在輔助基礎上，成分基金得投資在其他任何類型的合格

資產，例如上述以外之股票(包括 高20%於144A股票)、

債務證券(包括貨幣市場工具)、結構型產品(如下定義)、

集合投資計劃(UCITS及其他UCIs)、現金。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49%投資於封閉型不動產

投資信託(REITs)。 

投資於莫斯科證券交易所以外的俄羅斯非掛牌證券及掛

牌證券，將不超過成分基金淨資產之10%。 

此外，成份基金亦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成分基金對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及貨

幣市場工具的直接或間接投資(透過衍生性金融工具、結

構性產品、UCITS及UCIs)，將不超過其淨資產的10%。 

於例外情況下，如果基金經理認為係為股東之 佳利益，

成份基金 多得持有相當於其淨資產100%的流動資產，

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在上述10%之限制內)及

貨幣市場工具。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債券及可轉讓證

券，其收益連結於例如依據盧森堡2008年2月8日法律第

9條所規定的指數績效、可轉讓證券、一籃子可轉讓證券，

或符合盧森堡2008年2月8日法律規定的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有效管理

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2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投資中國之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份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目金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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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歐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該市場得作為評

價主要部分資產之用關閉時，董事會保留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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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智慧城市(原名：百達-全球高息精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

次投資

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歐元  LU0503633769 100萬 歐元 歐元-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0503634064 100萬 歐元 歐元-美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503634221 – 歐元 歐元-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0503634577 – 歐元 歐元-美元  2.40% 0.45% 0.30%

P dm 歐元(2)  LU0550966351 – 歐元 歐元-美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503634734 – 歐元 歐元-美元 – 2.90% 0.45% 0.30%

R dy 歐元  LU0503635038 _ 歐元 歐元-美元  2.90% 0.45% 0.30%

Z 歐元  LU0650147423 _ 歐元 歐元-美元 – 0% 0.45% 0.30%

I 美元  LU0503635111 (1) 美元 美元 _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0953042222 (1)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503635202 – 美元 美元 _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503635467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503635541 – 美元 美元 _ 2.90% 0.45% 0.30%

R dy 美元  LU0503635624 – 美元 美元  2.90% 0.45% 0.30%

HP 美元  LU1116037588 – 美元 美元 _ 2.40% 0.50% 0.30%

HP dy 美元  LU1116037661 – 美元 美元  2.40% 0.50% 0.30%

HR 美元  LU1112798613 – 美元 美元 _ 2.90% 0.50% 0.30%

HR dy 美元  LU1112798969 – 美元 美元  2.90% 0.50% 0.30%

I dy 英鎊  LU0503635897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LU0503635970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P dy 英鎊  LU1202663818 – 英鎊 英鎊  2.40% 0.50% 0.30%

P 新加坡幣 _ LU0592898539 – 新加坡幣 新加坡幣 _ 2.40% 0.45% 0.30%

P dy 新加坡幣  LU0592898968 – 新加坡幣 新加坡幣  2.40% 0.45% 0.30%

HP 新加坡幣 - LU0605342848 – 新加坡幣 新加坡幣 _ 2.40% 0.50% 0.30%

HP dy 新加坡幣 - LU0605342921 – 新加坡幣 新加坡幣  2.40% 0.50% 0.30%

I 瑞士法郎  LU0953041414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_ 1.20% 0.45% 0.30%

I dy 瑞士法郎  LU0503636192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1.20% 0.45% 0.30%

P dy 瑞士法郎  LU050363627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2.40% 0.45% 0.30%

P 瑞士法郎  LU0503636358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45% 0.30%

R 瑞士法郎 – LU0503636432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90% 0.45% 0.30%

HP dy 港幣   LU0946727160 – 港幣 港幣  2.40% 0.50% 0.30%

HP dy 澳幣   LU0946722799 – 澳幣 澳幣  2.40% 0.50% 0.30%

HR dy 澳幣   LU0990119041 – 澳幣 澳幣  2.90% 0.50% 0.30%

HR dy 南非幣   LU0998210602 – 南非幣 南非幣  2.9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 兌換費用將由成分基金支付。 

(1) 1,000,000歐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美元、英鎊、新加坡幣、港幣、澳幣、南非幣或瑞士法郎。 

(2) 原則上，dm 及ds子類別股份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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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百達-新興市場收益股票(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總部設於新興市場及/或在新興市場經營

其主要業務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投資人，以定

期產生收益之分配； 

› 願意忍受重大的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

承受度之投資人；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主要投資於總部設於新興市場及/或在新興市

場經營其主要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或類似的有價證

券，且相較於其參考市場之其他證券，該投資預期將有

較高或較大之股息。 

本成分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49%透過下列方式投資

於中國A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以其淨

資產的35%為上限)；(i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

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

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可接受證券交易及清算聯

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

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投資選擇不限於特定的地理區域、特定的經濟活動區域

或特定的貨幣。然而，視市場情況，投資可能集中在單

一或少數幾個國家、少數幾個經濟活動區域或單一貨幣。 

新興國家的定義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組織(IFC)及主要投資銀行之一，在投資時

所認定的工業開發中國家。該等國家包含但不限於下列

國家：墨西哥、香港、新加坡、土耳其、波蘭、捷克共

和國、匈牙利、以色列、南非、智利、斯洛伐克、巴西、

菲律賓、阿根廷、泰國、南韓、哥倫比亞、台灣、印尼、

印度、中國、羅馬尼亞、烏克蘭、馬來西亞、克羅埃西

亞、及俄羅斯。 

投資於莫斯科證券交易所以外的俄羅斯非掛牌證券，將

不超過其資淨產之10%。 

成份基金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及其他

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

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成分基金為增加其資本或收入，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可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及反向買回交易。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其收益與指數、

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表現連結的債券或其

他可轉讓證券，或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對於債券或其他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及特

別股份)、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於債券或類似的債

務及利率證券的衍生性及/或結構性產品的投資，將不超

過其資產的10%。 

以此類推，以上述資產為主要投資目標之UCI投資，亦包

括在10%的限制內。 

投資於債務工具，不可超過 15%。 

為避險及其他任何目的，在本公開說明書「投資限制」

一節所規定的限制內，成分基金得使用在受規管市場及/

或店頭市場(OTC)交易之所有類型的金融衍生工具，惟該

等衍生金融工具必須係與專門從事此類交易之主要金融

機構交易。尤其，成分基金得經由任何金融衍生工具，

例如但不限於權證、期貨、選擇權、交換(包括但不限於

總收益交換、差價合約)及遠期合約，就任何符合2010

法以及成分基金投資政策之標的取得曝險，包括但不限

於貨幣(包括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利率、可轉讓證

券、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指數(包括但不限於商品、貴金

屬或波動性指數)以及集合投資計畫。 

於例外情況下，如果基金經理認為係為股東之 佳利益，

成分基金 多得持有相當於其淨資產100%的流動資產，

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在上述10%之限制內)及

貨幣市場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資產流動性風險 

› 投資限制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政治風險 

› 稅賦風險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83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 投資俄羅斯之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份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Emerging 

Market In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目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Emerging Markets 

基金經理：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該市場得作為評

價主要部分資產之用關閉時，董事會保留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該評價日為之(下稱

「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四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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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新興市場收益股票(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貨

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dm 美元(2) - LU0725970015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0% 0.30% 

I dy 美元  LU0725970106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0% 0.30% 

I 美元  LU0725970361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0% 0.30% 

P dm 美元 (2)  LU0725970445 – 美元 美元  2.40% 0.40% 0.30% 

P dy 美元  LU0725970528 – 美元 美元  2.40% 0.40% 0.30% 

P 美元  LU0725970791 – 美元 美元 – 2.40% 0.40% 0.30% 

R dm 美元 (2) - LU0725970874 – 美元 美元  2.90% 0.40% 0.30% 

R dy 美元 - LU0725970957 – 美元 美元  2.90% 0.40% 0.30% 

R 美元  LU0725971096 – 美元 美元 _ 2.90% 0.40% 0.30% 

Z 美元  LU0725971179 – 美元 美元 – 0% 0.40% 0.30% 
I 瑞士法郎 - LU0725971252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_ 1.20% 0.40% 0.30% 

I dy 瑞士法郎 - LU0725971336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1.20% 0.40% 0.30% 

P 瑞士法郎 - LU0725971419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40% 0,30% 

P dy 瑞士法郎 - LU0725971500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2.40% 0.40% 0.30% 

R 瑞士法郎 - LU0725971682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90% 0.40% 0.30% 

I dm 歐元 (2) - LU0725971765 (1) 歐元 歐元  1.20% 0.40% 0.30% 

I dy 歐元 - LU0725971849 (1) 歐元 歐元  1.20% 0.40% 0.30%

I 歐元  LU0725971922 (1) 歐元 歐元 – 1.20% 0.40% 0.30%

P dm 歐元 (2)  LU0725972060 – 歐元 歐元  2.40% 0.40% 0.30%

P dy 歐元 - LU0725972144 – 歐元 歐元  2.40% 0.40% 0.30%

P 歐元  LU0725972227 – 歐元 歐元 – 2.40% 0.40% 0.30% 

R dm 歐元 (2)  LU0725972490 – 歐元 歐元  2.90% 0.40% 0.30% 

R dy 歐元 - LU0725972573 – 歐元 歐元  2.90% 0.40% 0.30%

R 歐元  LU0725972656 – 歐元 歐元 – 2.90% 0.40% 0.30%

Z 歐元 - LU0725972730 – 歐元 歐元 - 0% 0.40% 0.30% 

I dy 英鎊 - LU0725972813 (1) 英鎊 英鎊  1.20% 0.40% 0.30% 

I dm 英鎊 (2)  LU0778877257 (1) 英鎊 英鎊  1.20% 0.40% 0.30% 

I 英鎊  LU0725972904 (1) 英鎊 英鎊 – 1.20% 0.40% 0.30% 

P dy 英鎊 - LU0725973035 – 英鎊 英鎊  2.40% 0.40% 0.30% 

P dm 英鎊 (2)  LU0778877331 – 英鎊 英鎊  2.40% 0.40% 0.30% 

P 英鎊  LU0725973118 – 英鎊 英鎊 – 2.40% 0.40% 0.30% 

HP 歐元  LU0725973209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HP dm 歐元(2) - LU0778877844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HI 歐元  LU0725973381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HI dy 歐元 - LU0946722443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HI dm 歐元 (2) - LU0778878065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HR 歐元  LU0725973464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HR dm 歐元(2) - LU0778878222 – 歐元 歐元  2.90% 0.45% 0.30% 

HI dy 瑞士法郎 - LU0946726782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1.20% 0.45%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瑞士法郎或英鎊。 

(2) 原則上，dm 及ds類別股份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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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百達-全球防禦股票(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世界各地 高品質公司(就健全度及財

務穩定性而言)所發行的股份。 

› 願意忍受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承受度；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目標在使投資人受益於世界各地股票市場的

成長(包括新興國家)。 

成分基金將主要投資於基金經理認為健全度及財務穩定

性較優質之公司的股份及類似的有價證券。 

本成分基金可以透過下列方式投資於中國A股：(i)百達集

團之實體獲得之QFII額度(以其淨資產的35%為上限)；(ii)

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

(iv)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

相似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

分基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A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亦得投資於存託憑證(例如ADR、GDR及EDR)。 

此外，成分基金 多亦可以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

UCITS及其他UCIs，依據2010年法第181條，該UCITS

及UCI亦包括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就債券(包括可轉換公司債及特別股)及其他債

務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連結或曝險至債券或任何

債務及/或利率有價證券之衍生性工具及/或結構型商品及

/或集合投資計畫(UCIs)之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之10%。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性產品，例如債券或其他可轉

讓有價證券，且其收益連結於，例如依據盧森堡2008年

2月8日法律第9條所規定之指數的績效、可轉讓證券或

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或符合盧森堡2008年2月8日法律規

定的集合投資計畫。 

成分基金可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為進行避險

或有效管理投資組合的目的，而運用衍生技巧及工具。 

於例外情況下，如果基金經理認為係為股東之 佳利益，

成份基金 多得持有相當於其淨資產100%的流動資產，

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在上述10%之限制內)及

貨幣市場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

附買回協議及反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投資中國之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互聯機制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Between 0 and 15%。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指示性指標： 

MSCI World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PICTET AM Ltd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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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下

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申購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買回 

有關評價日後三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第87頁，共 95 頁  百達 2019 年 7 月 
 

百達-全球防禦股票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0845339554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0953042065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0845339638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0845339711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0845339802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R dm 美元(2)  LU1492149171 - 美元 美元  2.90% 0.45% 0.30% 

Z 美元  LU0845339984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0845340057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1572737952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0845340131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 LU0845340214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0845340305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R dm 歐元(2)  LU1372850294 - 歐元 歐元  2.90% 0.45% 0.30% 

Z 歐元  LU0845340487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Z dy 歐元 – LU1032528223 - 歐元 歐元  0% 0.45% 0.30% 

HI 歐元  LU0845340560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0845340644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R 歐元 – LU0845340727 - 歐元 歐元 – 2.90% 0.50% 0.30% 

HZ 歐元 – LU0845340990 - 歐元 歐元 – 0% 0.50% 0.30% 

I 瑞士法郎 – LU0845341022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45% 0.30% 

P 瑞士法郎 – LU084534129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45% 0.30% 

P dy 瑞士法郎 – LU0845341378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2.40% 0.45% 0.30% 

R 瑞士法郎 – LU0845341451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90% 0.45% 0.30% 

Z 瑞士法郎 – LU0845341535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0% 0.45% 0.30% 

HI 瑞士法郎  LU0845341618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0845341709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HZ 瑞士法郎 – LU0845341881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0% 0.50% 0.30% 

I 英鎊 – LU0845341964 (1) 英鎊 英鎊 – 1.20% 0.45% 0.30% 

P 英鎊 – LU0845342004 - 英鎊 英鎊 – 2.40% 0.45% 0.30% 

I 日圓  LU0996795497 (1) 日圓 日圓 – 1.20% 0.45%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瑞士法郎、英鎊或日圓。 

(2) 原則上，dm及ds類股對於德國投資人並不提供稅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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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百達-機器人科技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於在致力於及/或獲利自機器人科技價值

鏈以及可行技術之國際型公司股票者； 

› 願意忍受重大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承

受度； 

投資政策及目標 

此成分基金旨在投資致力於及/或獲利自機器人以及可行

技術價值鏈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股權相關有價證券(例

如可轉換債券、ADR、GDR)，以達資本增長。該等投資

將依據 2010 年法律第 41 條進行。 

目標公司主要是(但不限於)活躍於下列領域的公司：機器

人應用以及組成、自動化技術、自動化系統、傳感科技、

微控技術、3D 列印、資料處理、自動技術以及影像、動

作或聲音辨識及其他可行技術及軟體。 

本成分基金得透過下列方式 高投資其境資產之 30%於

中國 A 股：(i)百達集團之實體獲得之 QFII 額度；(ii)百達

集團之實體獲得之 RQFII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iv)

深港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

可接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

金亦得使用連結中國 A 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得投資在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國家)、任何經濟

領域以及任何貨幣。然而，依據市場狀況，該投資可能

集中在單一國家或幾個有限國家及/或單一經濟活動領域

及/或單一貨幣。 

在輔助基礎上，成分基金得投資在其他任何類型的合格

資產，例如上述以外之股票、債務證券(包括貨幣市場工

具)、結構型產品(如下定義)、集合投資計劃(UCITS 及其

他 UCIs)、現金。 

然而，本成分基金： 

− 多可以其淨資產的 10%投資於 UCITS

及其他 UCIs，依據 2010 年法律第 181

條，該UCITS及UCIs亦包括本基金之其

他成分基金。 

− - 不得直接或間接(經由衍生性工具、結

構型產品、UCITS及其他 UCIs)投資超過

淨資產 10%於任何形式之債務證券(包括

可轉換債券及特別股)及貨幣市場工具 

於例外情況，如果基金經理認為係為股東之 佳利益，

成份基金 多得持有相當於其淨資產 100%的流動資產，

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在上述 10%之限制內)及

貨幣市場工具。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結構型產品，例如債券或其他可轉

讓有價證券，且其收益連結於，例如依據盧森堡2008年

2月 8日法律第 9條所規定之指數的績效、可轉讓證券或

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或符合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法

律規定的集合投資計劃。 

成分基金得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

議，以增加其資本或收益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成分基金得為有效管理之目的，在投資限制中特別限制

之下，使用衍生性技術及工具。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 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 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 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20%。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 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 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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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以

下簡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以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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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機器人科技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 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1279333329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LU1279333592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1279333675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LU1279333758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1279333832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1279333915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1279334053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1279334137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1279334210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1279334301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1279334483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1482134290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I 英鎊  LU1316549283 (1) 英鎊 英鎊 – 1.20% 0.45% 0.30% 

I dy 英鎊 – LU1279334566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P dy 英鎊 – LU1279334640 – 英鎊 英鎊  2.40% 0.45% 0.30% 

HI 歐元  LU1279334723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HP 歐元  LU1279334996 – 歐元 歐元 – 2.40% 0.50% 0.30% 

HR 歐元  LU1279335027 – 歐元 歐元 – 2.90% 0.50% 0.30% 

HI 瑞士法郎  LU1577726869 (1)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1.20% 0.50% 0.30% 

HP 瑞士法郎  LU1577726786 –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 2.40% 0.50% 0.30% 

I 日圓 – LU1279335290 (1) 日圓 日圓 – 1.20% 0.45%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 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英鎊或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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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百達-全球主題 
 

典型投資人資料 

本成分基金是為以下類型的投資人而設的投資工具： 

› 欲投資曝險於全球投資主題之證券者； 

› 願意忍受重大市值變動並因此具有較高風險承

受度； 

投資政策及目標 

本成分基金旨在投資全球(包括新興國家)之公司所發行的

股票或股權相關有價證券(例如 ADR、GDR、EDR)，以達

資本增長。本成分基金主要投資於可能受益於因經濟及

社會因素之長期變化，例如人口、生活方式、法規、或

環境，所導致之全球長期市場主題之證券。 

本成分基金亦得最多以其淨資產的 10%投資於不動產投

資信託(REITs)。 

此外，依據 2010 年法律第 41.(1) e)條，本成分基金亦

得最多以其淨資產的 10%投資於 UCITS 及其他 UCIs，包

括依據 2010 年法律第 181 條本基金之其他成分基金。 

本成分基金得投資在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國家)、任何經濟

領域以及任何貨幣。然而，依據市場狀況，該投資可能

集中在單一國家或幾個有限國家及/或單一經濟活動領域

及/或單一貨幣。 

本成分基金得透過下列方式投資中國 A 股：(i)基金經理

獲得之 QFII 額度(最多占其淨資產之 35%)；(ii)基金經理

獲得之 RQFII 額度；及/或(iii)滬港通計畫、及/或(iv)深港

通計畫；及/或(v)任何成分基金在未來可適用之相似可接

受證券交易及結算聯結機制或聯通工具。本成分基金亦

得使用連結中國 A 股之金融衍生性工具。 

本成分基金對於債券或其他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貨幣市場工具、金融衍生性工具及/或連結或曝險該等債

務證券之結構型產品的投資，將不超過其資產的 10%。 

以此類推，以債務證券為主要投資目標之集合投資計劃，

亦包括在10%的限制內。 
在例外情況下，如果基金經理認為係為股東之最佳利益，

成份基金最多得持有相當於其淨資產 100%的流動資產，

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 (在上述 10%限制內)及貨

幣市場工具。 

成分基金亦可投資於無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結構型產品，

例如債券或其他可轉讓有價證券，且其收益連結於，例

如依據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法律第 9 條所規定之指

數的績效、可轉讓證券或一籃子可轉讓證券，或符合盧

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及 2010 年法律規定的集合投資計

劃。 

成分基金得簽署有價證券借貸合約及附買回/反向買回協

議，以增加其資本或收益或減少其成本或風險。 

成分基金得為有效管理之目的，在投資限制中特別限制

之下，使用衍生性技術及工具。 

金融衍生工具得包含選擇權、期貨、交換契約、差價合

約、遠期外匯合約(包含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 

德國投資稅法限制: 

應至少投資成份基金淨資產51％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實

體股票中(不包括ADR，GDR，衍生性商品和任何借出證

券)。 

曝險於總回報交換、證券借出交易、反向買回協議及附

買回協議 

預期曝險於證券借出交易之最高比重為成分基金淨資產

之 5%。 

成分基金不預期將曝險於總回報交換、附買回協議及反

向買回協議。 

風險因素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人應注意，

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

明，請參閱「風險考量」一節。 

› 擔保品風險 

› 貨幣風險 

› 股權風險 

› 波動性風險 

› 新興市場風險 

› QFII 風險 

› RQFII 風險 

›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 集中度風險 

›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風險 

› 存託憑證風險 

›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

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 

風險管理方法： 

相對風險價值法。成分基金之風險值應與MSCI World In-

dex之風險值相比。 

預期槓桿： 

50%。 

依市場條件不同，槓桿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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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計算方法： 

名義金額加總。 

基金經理： 

PICTET AM S.A. 
成份基金之參考貨幣： 

美元 

接受買賣指示的截止時間 

申購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買回 

相關評價日下午 1 時之前。 

轉換 

兩個有關成分基金中限制較嚴的時段內。 

計算資產淨值的頻率 

資產淨值將於每一銀行營業日(下稱「評價日」)決定。 

惟當一個或多個基金所投資之市場及/或用以評價基金主

要部份資產之市場關閉時，董事會保留其不計算資產淨

值，或僅計算無法作為交易目的使用之資產淨值之權利。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計算日 

資產淨值在評價日的計算及公告將於相關評價日為之(以

下簡稱計算日)。 

申購及買回款項計值日 

有關評價日後二個平日內。 

尚未發行但可於日後啟動的股份 

新股份類別得於日後按董事會決定之首次申購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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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全球主題 

股份種類 已啟動 ISIN 代碼 最低首次

投資額 
基礎貨幣 申購及買回

貨幣 
分派股息 費用(最高%)* 

管理 服務 存託銀行 

I 美元  LU1437675744  100萬 美元 美元 – 1.20% 0.45% 0.30% 

I dy 美元 – – 100萬 美元 美元  1.20% 0.45% 0.30% 

P 美元  LU1437676122 – 美元 美元 – 2.40% 0.45% 0.30% 

P dy 美元 – – – 美元 美元  2.40% 0.45% 0.30% 

R 美元  LU1968622008 – 美元 美元 – 2.90% 0.45% 0.30% 

Z 美元  LU1437676395  – 美元 美元 – 0% 0.45% 0.30% 

I 歐元  LU1437676478  (1) 歐元 歐元 – 1.20% 0.45% 0.30% 

I dy 歐元  LU1437676551  (1) 歐元 歐元  1.20% 0.45% 0.30% 

P 歐元  LU1437676635  – 歐元 歐元 – 2.40% 0.45% 0.30% 

P dy 歐元  LU1437676718  – 歐元 歐元  2.40% 0.45% 0.30% 

R 歐元  LU1508454599  – 歐元 歐元 – 2.90% 0.45% 0.30% 

Z 歐元  LU1491357742  – 歐元 歐元 – 0% 0.45% 0.30% 

Z dy 歐元  LU1848873557  – 歐元 歐元  0% 0.45% 0.30% 

I 英鎊  LU1437676809  (1) 英鎊 英鎊 – 1.20% 0.45% 0.30% 

I dy 英鎊 – – (1) 英鎊 英鎊  1.20% 0.45% 0.30% 

Z 英鎊  LU1491358047  – 英鎊 英鎊 – 0% 0.45% 0.30% 

HI 歐元  LU1793335032  (1) 歐元 歐元 – 1.20% 0.50% 0.30% 

* 每年按可歸屬於此類股份的平均淨資產計算。 

(1) 1,000,000 美元於相關評價日折算為歐元、英鎊或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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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其餘成分基金及其他成分基金  

[本附件中子基金尚未申請於台灣地區募集及銷售，為免投資人疑慮，故不附其中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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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請參考網站：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www.pict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