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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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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靈活投資寶  

（各稱「計劃」及合稱「各計劃」）保單持有人 
 

各相關基金的若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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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發出
的通知書，各相關基金作出下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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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股票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股票基金 

各稱「東方匯
理相關基

金」及合稱
「各東方匯

理相關基
金」 

A2 類股份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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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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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類股份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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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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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利智富東方匯理亞洲智選股
票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亞洲智選股票基金 

I2 類股份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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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匯理亞洲智選股票基金 

宏利精選投資保 宏利精選東方匯理亞洲智選股
票基金 

靈活投資寶 亞洲智選股票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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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類股份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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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投資寶 現金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摩根東協基金 

摩根東協基金 

各稱「摩根相
關基金」及合
稱「各摩根
相關基金」 

美元（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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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東協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摩根中國入息基金（支
付派發） 

摩根中國入息基金 

美元（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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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中國入息基金 美元（累計）股份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摩根南韓基金 

摩根南韓基金 美元（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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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南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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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美元（累計）股份 
宏利智富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支付派發） 

美元（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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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美元（累計）股份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施羅德新興市場股債
收息基金（支付派發）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收息 各稱「施羅德
相關基金」

及合稱「各施
羅德相關基

金」 

A1 類股份(美元
收息)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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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新興市場股債收息基
金 

A1類股份（美元累
積）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施羅德環球股債收息
基金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 
A1 累積股份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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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環球股債收息基金 

1. 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及各摩根相關基金的波幅定價/財務費用政策的暫時更改 

因應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特殊市況，各相應相關基金的波幅定價/財務費用調整政策分別作出以下變
動。 

a. 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的調整 
正常情況下，東方匯理相關基金的資產淨值調整通常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2%。 
由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起，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的董事會（「董事會」）已根據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說明書
所准許的規定，臨時將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資產淨值調整限額異常提高至 5%（「新調整限額」），即直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請注意，新調整限額表示上限，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可採用較低的調整限額。 將進行定期分析，以確定各東
方匯理相關基金將予應用的適當調整限額。董事會認為，上述特殊變動乃基於嚴格符合各東方匯理相關基金
的股東之最佳利益而決定。 

b. 各摩根相關基金的調整 
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各摩根相關基金的經理人（「經理人」）已決定暫時允許適用於各摩根相關基
金的財務費用超過有關摩根相關基金的每單位資產淨值的 1%。 
以上變動乃按照各摩根相關基金的信託契約作出，且各摩根相關基金各自的信託管理人對以上變動並無異議。
在採用穩健的治理流程和方法後，只有在當前市況下被視為屬必要及在符合投資者最佳利益的情況下，才會
對各摩根相關基金徵收財務費用。 

2.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內部間接轉授安排 

根據各施羅德相關基金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發出的股東通知書，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董事會謹此通知我們一項
不符合監管規定事件。多年來，他們將各施羅德相關基金某個比例的資產轉授予施羅德集團其他實體（「間接轉授」），
而並無通知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相關股東或取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事先批准。他們確認
間接轉授並無對各施羅德相關基金造成負面影響，亦無對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股東造成任何損失，以及香港投資者
的利益並無受到損害。 

下表所列的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投資經理（「投資經理」）已將各施羅德相關基金若干比例的資產的投資管理分
配予施羅德集團其他實體（「副投資經理」），費用由投資經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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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基金名稱 投資經理 副投資經理 間接轉授的生效日
期 0F

1 
相關基金的證監會
認可日期 1F

2 

施 羅 德環 球基 金 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收息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施 羅 德 投 資 管 理
（香港）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8 日 2 F

3 

2015 年 12 月 9 日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2019 年 12 月 16 日 

施 羅 德環 球基 金 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North America 
Inc. 

2012 年 4 月 18 日 3 

2013 年 2 月 21 日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2013 年 7 月 1 日 

由於內部程序的無意之失，他們並未取得證監會對此等間接轉授的事先批准，並無在間接轉授生效之前知會各施羅
德相關基金的股東，亦未有在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中披露間接轉授，以致不符合證監會發佈的《單位
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附錄 C 第 11.1(b)、11.1A 及 C3(c)條。請參閱上表以了解每一施羅德相關基金的副投資經理
及間接轉授的生效日期。 

他們現已取得證監會對間接轉授的批准，並將盡快相應更新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包括發行章程、香
港說明文件及產品資料概要）以反映間接轉授。閣下毋須就上述的安排採取任何行動。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投資經理已將若干資產類別或策略的投資管理分配予設於施羅德集團其他實體的投資專家團
隊，以在制定該等策略時發揮其專業知識和經驗，從而符合各施羅德相關基金投資者的最佳利益。 

間接轉授的影響 

他們確認： 

(a)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均由經證監會批准及已在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中披露的投資經理管理； 
(b) 各副投資經理均已獲得證監會的批准，可擔任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其他證監會認可基金 2 的投資經理，並現正

進行管理； 
(c)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所有投資經理及副投資經理均為施羅德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故須遵守施羅德集團的管

控標準和政策，如包括有關投資風險及交易活動的管控標準和政策； 
(d)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均已按照其在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中披露的投資目標、政策及限制進行管理

及將繼續按此進行管理；及 
(e) 概無就間接轉授向各施羅德相關基金收取額外費用及開支。 

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營運及／或管理方式不會有任何轉變，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政策及限制或適用於各
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風險將無任何變更。各施羅德相關基金應付的管理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與間接轉授相關的成本（包括監管和股東通訊的成本以及更新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的成本）將由各施
羅德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承擔。 

請參閱各相關基金的相應通知書及最新銷售文件，以獲取有關於上述變更的詳情。 

                                                
1生效日期指投資經理授權副投資經理管理各施羅德相關基金相關比例的資產的日期，惟不一定為副投資經理開始管理此等資產的日期，因此生效
日期可能早於該日期。 
2證監會的認可並非對計劃作出推薦或認許，亦非對計劃的商業利弊或其業績表現的保證。證監會的認可不表示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計劃

適合任何特定投資者或某類別投資者。 
3間接轉授於各施羅德相關基金向證監會提交認可申請之前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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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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精選投資保及靈活投資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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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