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通知載有重要資料，務請閣下即時垂注。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致宏利投資計劃 / 宏利智富錦囊 / 宏利睿富錦囊 /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 /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 宏利精選投資保 (各稱「計劃」及合稱「各計劃」) 保單持有人 

 
(各)相關基金更改名稱以及投資目標及政策 

 
謹此通知 閣下，據我們收到各計劃下述投資選項的相關基金(各稱「相關基金」及合稱「各相關基金」)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日發出的致股東通知書，下列相關基金將作下列更新： 
 

計劃名稱 投資選項名稱 相關基金名稱 相關基金的

股份類別 

宏利投資計劃及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新興市場內需

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基金 

A2U類股份

(累積)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內需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 

A2U類股份

(累積)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宏利智富錦囊及 
宏利睿富錦囊 

宏利智富韓國股票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韓國基金 I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韓國基金 

宏利精選投資保 宏利精選韓國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宏利智富錦囊及 
宏利睿富錦囊 

宏利智富中東及北非股票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中東北非基金 A2U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中東及北非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宏利智富錦囊及 
宏利睿富錦囊 

宏利智富泰國股票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泰國基金 I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泰國基金 

宏利精選投資保 宏利精選泰國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宏利智富錦囊及 
宏利睿富錦囊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現金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AU類股份(累
積)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東方匯理現金基金 

宏利精選投資保 現金基金 

 
我們從各相關基金獲悉，(i)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的名稱即將作更改，及(ii)各相關基金有意重新編寫其

說明書，使披露資料更加清晰，讓讀者更容易明白，並且重新制定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1.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更改名稱 
  
從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生效日期」）起，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的名稱將更改為「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CPR 優越生活基金」。鑑於此變更，各相應投資選項的名稱將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起變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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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選項的現有名稱 投資選項的新名稱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 CPR 優越生活基金 

MIL 東方匯理優越生活基金 MIL 東方匯理 CPR 優越生活基金 

相關計劃的銷售文件將作出更新以反映以上變更。 
 
2. 各相關基金更改投資目標及政策 
 
從生效日期起，各相關基金(或從二零一七年八月三日起，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

策將予以改寫，以便： 

• 將參考指標納入各相關基金(或將新的參考指標納入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的投資目標之內； 
• 微調及/或闡述各相關基金的投資範圍； 
• 具體訂明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基金就參與憑證的投資限額；及 
• 在各相關基金現行投資政策、目標及策略的範圍內釐清及/或闡述其投資策略(包括選股程序），以更接近地反映各相

關基金在管理程序上的現行做法。 
 
因此，從生效日期起，各相關基金(或從二零一七年八月三日起，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的投資目

標及政策須解讀如下(主要變更劃上底線，方便閣下參考)： 
 
(i)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基金 

 
『目標 

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特別是，子基金力求(在扣除適用費用之後)取得優越於MSCI Emerging Markets指數的表現。 

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股票。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67%資產投資於其總部或主要業務設於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票。子基金可為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投資
於參與憑證，在中國A股參與憑證的投資以淨資產的30%為限。這些投資並未設定貨幣限制。 

在奉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子基金餘下的淨資產亦可投資於其他股票、股票掛鈎票據、可轉換債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
並可以最多10%的淨資產投資於UCITS/UCI。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藉結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策略積極管理子基金的投資組合：地區配置、每個國家內的行業配置及對直接受新興市
場及經濟體影響的公司的選股。 

投資經理 Amundi Asset Management』 
 

(ii)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優越生活基金 
 
『目標 
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特別是，子基金力求(在扣除適用費用之後)取得優越於 MSCI World Index 指數的表現。 

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世界各地受惠於與追求個人滿足和健康有關的消費力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 67%資產投資於透過(除其他物品外)高檔消費品、旅遊、悠閑消遣及資訊科技而與此主題息息相關的
公司。這些投資並未設定貨幣限制。 

在奉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子基金餘下的淨資產亦可投資於其他股票、股票掛鈎票據、可轉換債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
並可以最多 10%的淨資產投資於 UCITS/UCI。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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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根據消費趨勢的分析(由上而下)及有關公司前景的基本分析(由下而上)進行選股。 

投資經理 CPR Asset Management』 
 
同時請注意，從生效日期起，此相關基金的參考指標將從 MSCI World Consumer Discretionary Net Index 
(dividend reinvested) 更改為 MSCI World Index，後者為依據相關基金現行的投資範圍進行表現評估提供更適當

的基準。 
 

(iii)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韓國基金 
 
『目標  
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特別是，子基金力求(在扣除適用費用之後)取得優越於 10/40 MSCI Korea 指數的表現。 

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韓國股票。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 67%資產投資於其總部或主要業務設於韓國的公司的股票。 

在奉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子基金餘下的資產亦可投資於其他股票、股票掛鈎票據、可轉換債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
並可以最多 10%的淨資產投資於 UCITS/UCI。 

子基金將遵守韓國交易所頒布的有關外國人投資於韓國交易所上市證券的所有規則和規定，包括 KSEC 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三
十日通過且不時修訂的《外國人出售和購入股份的規則》。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所採用的選股模式(由下而上)，旨在選取按增長潛力及估值準則而言屬最具吸引力的股票，從而積極管理子基金的投
資組合。 

投資經理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副投資經理  NH-C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iv)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中東北非基金 
 
『目標 
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特別是，子基金力求(在扣除適用費用之後)取得優越於 S&P Pan Arab Large Mid Cap 指數的表
現。 

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中東及北非(中東北非)公司的股票。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 67%資產投資於其總部或主要業務設於中東北非國家的公司的股票及股票掛鈎票據。子基金可為有
效投資組合管理而投資於參與憑證。這些投資並未設定貨幣限制。 

在奉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子基金餘下的資產亦可投資於其他股票、股票掛鈎票據、可轉換債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
並可以最多 10%的淨資產投資於 UCITS/UCI。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藉結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策略積極管理子基金的投資組合：地區的配置、每個國家內的行業配置及選股以增長潛
力及估值為依據。 

投資經理 Amundi Asset Management』 
 

(v)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泰國基金 
 
『目標 
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特別是，子基金力求(在扣除適用費用之後)取得優越於 Bangkok Set (TRI) 指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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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泰國股票。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 67%資產投資於在泰國證券交易所(SET)上市及由其總部或主要業務設於泰國的公司發行的股票。 

在奉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子基金餘下的資產亦可投資於其他股票、股票掛鈎票據、可轉換債券、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
並可以最多 10%的淨資產投資於 UCITS/UCI。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所採用的選股模式(由下而上)，旨在選取按增長潛力及估值準則而言屬最具吸引力的股票，從而積極管理子基金的投
資組合。 

投資經理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副投資經理 Amundi Singapore Ltd.』 
 

(vi)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目標 
以達到與三個月美元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相近的穩定表現為目標。 

投資 
子基金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值或與美元對沖的貨幣市場工具。 

具體而言，子基金至少以 67 %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子基金的投資組合平均屆滿期維持於 90 日或以下。 

在子基金仍獲證監會認可的期間，子基金將按照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 . 2 章的投資原則(包括投資及借貸限
制)營運。子基金將不會購入超逾 397 日才到期的金融票據，或如果購入政府證券及其他公共證券，則其餘下屆滿期不可超逾
兩年。 

子基金不會以超過 30%的資產投資於由歐盟內的任何單一國家、公共地方當局或至少一個歐盟成員國所屬的國際組織所發行
或保證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衍生工具 
子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用途。子基金不會大量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基本貨幣 美元。 

管理程序 
投資團隊在建構高度集中於流動性和風險管理的優質投資組合時，將運用技術及基本分析，包括信貸分析，以挑選發行人及短

期私募證券(由下而上)。 

投資經理  Amundi Asset Management.』 
 
除上述各項變更外，各相關基金的現行投資目標及政策以及其現行管理方式均沒有任何重大影響。各相關基金的整體

風險概況不會有重大的變更或提高。各相關基金之股東的權利或權益亦不會受到重大的損害。實施上述變更不會導致

各相關基金的收費/管理費用有任何改變。上述變更的相關費用及開支將由各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承擔。 
 
各相關基金的說明書將在適當時候相應地更新。請參閱各相關基金的銷售文件，以獲取有關於上述變更的進一步資料。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閣下的宏利保險顧問，或於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辦公時間內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852) 2108 1110 (有關於宏利投資計劃、宏利智富錦囊及宏利睿富錦囊) 及 (852) 2510 3941 (有關於傲峰定期

投資計劃、傲富投資理財計劃、邁駿投資理財計劃及宏利精選投資保) 或 (澳門) (853) 8398 0383。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個人理財產品客戶服務部謹啟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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