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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1987年1月16日

美元 120.72

波幅 基金規模

資訊比率 -2.10 - HSBHKEI LX

貝他值 1.03 -

風險披露

基金投資目標及策略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香港股票
2019年10月31日

PD 4.43 -2.62

5年¹

1當計算期超過一年，業績為累積表現。
2如股份類別成立少於五年，其首年年度表現為
成立日至年底。

股份類別詳情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香港股票。
•本基金涉及與投資於單一市場產生的集中性風險。
•本基金可透過各項市場准入計劃及中國A股連接產品投資於中國在岸證券。該等投資涉及額外風險，包括與中國稅務規則和慣例有關的風險。
•由於本基金的基本貨幣、投資及份額類別可按不同的貨幣計值，故此，外匯管制及匯率波動可能對投資者構成不利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可能使本基金的資產淨值較波動。
•本基金之投資可能涉及重大的信貸、貨幣、波動性、流動性、利率、稅務及政治風險。投資者投資於本基金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基金產品並不相等於定期存款。投資者不應僅就此文件提供之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並應細閱基金銷售文件內有關基金之詳情。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投資香港公司股票（或類似於股票的證券），提供長期資本增長。該等股票的發行公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設有註冊辦事
處並正式掛牌上市，或在香港開展大部分業務。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至少將90%的資產投資於該等公司。 

投資策略
本基金持有的公司並無市值限制。本基金投資中國A股及中國B股的上限是其資產的20%。此外，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的10%投資於其他基金。
請參閱基金說明書，了解關於投資目標及衍生工具使用的完整說明。

PD -2.92 0.61 35.92 -16.24 股份類別基本貨幣

-6.07 3.66 41.54 -12.88 註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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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風險衡量
指標

PD
投資組合特點 參考基準 股份類別成立日期

每股資產淨值

參考表現基準：由2011年12月1日起，基準為富時強積金香港淨回報指數。
由1990年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為恒生總額指數。此前為恒生價格指數
。

對本基金表現可能有重大影響的變動：2016年6月20日－更改投資目標。20

18 年11 月16 日 - 變更收取銷售費／轉換費用的方式。
從此處下載銷售文件 

http://services.assetmanagement.hsbc.com.hk/site/media/pdf/documents/

English/AMHK_HGIF.pdf

美元 118,016,182

彭博代號

參考基準
富時強積金香港淨回報指

數

過去的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表現以股份類別基本貨幣計算，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將股
息再作投資，並已扣除費用。如投資業績非以港元或美元計算，以港元或美元作投資的投資者
須承受匯率波動的風險。

資料來源：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數據截至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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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表現評論

市場回顧
10月，香港和中國內地股市上升，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以美元計）升3.75%。漲勢的多數支持來自中美兩國就部分協定達成共識，中美貿易
戰暫時休戰，英國有望達成脫歐協定以及全球多國央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10月份經濟數據在某些方面亦有所改善——9月份的工業生產按年
顯著回升5.8%，而8月份僅為4.4%，零售銷售額按月穩定增長0.7%，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亦繼續表現領先。另一方面，個別數據令人失望：
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6.0%，而2019年第二季為6.2%。9月份出口按年進一步下跌3.2%，8月份出口按年下跌1%，因豬肉價格高，9月
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8月份按年上升2.8%。 

投資組合回顧
基金表現領先於基準指數，主因是健康護理及工業的負面選股影響，部分被公用事業的負面選股影響所抵銷。 

中國生物製藥是本月對基金表現作出最大積極貢獻的因素，該公司公布2019年上半年業績符合預期，其中腫瘤藥物因推出新產品而表現出色，
三個主要產品進入中國醫保藥品目錄談判目錄。立訊精密是對基金表現作出積極貢獻的另一因素，因為該公司贏得蘋果公司份額而且執行能力
強，所以公布的2019年第三季盈利高於公司指引的高位水平。
另一方面，華潤啤酒是拖累基金表現的最主要因素，因為部分資金轉向，流入近期首次公開發售新股的百威啤酒。中電控股是拖累基金表現的
另一個股，由於香港業務回報或會受到新《管控計畫》中新通過的回報規定限制，由7月起對違約市場發行債券實施規管，因此澳洲零售業務
面臨挑戰。
月底主要持重的行業為健康護理和消費品，而主要持輕的行業為金融業和工業。 

展望
貿易談判可能存在出乎意料的負面情況，對亞洲市場而言依然是一大主要風險。然而，從長遠來看，國內增長和政策支持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 

近期的政策舉措釋放出明顯的寬鬆訊號，這在宏觀不確定性因素陰霾不散的背景下應會利好短期市場氣氛。展望未來，雖然經濟放緩仍令人擔
憂，但我們預期企業盈利將重新受到投資者的關注。基本因素和增長強勁的公司預期將表現領先。貿易緊張局勢的短期不確定性可能為市場帶
來更多動盪，但亦可能為審慎的投資者創造更多錯誤定價的投資機會。我們繼續持重健康護理和消費品行業。



行業分佈 (%)

十大持倉 (%) 股票行業 比重 (%)

科技 8.38

金融 7.51

金融 5.68

金融 4.98

消費者服務 4.46

金融 4.32

金融 3.45

消費品 3.37

健康護理 3.34

消費品 3.14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

Indl and Comm Bank of China Ltd

HSBC Holdings PLC

Ping An Ins Grp Co of China Ltd

Meituan Dianping

資料來源：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數據截至2019年10月31日

Sino Biopharmaceutical Ltd

China Resources Enterprise Ltd

Kweichow Moutai Co Ltd-A

指數免責聲明

資料來源：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FTSE2019。「FTSE®」為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旗下公司的註冊商標，富時國際有限公司獲許可使用
。富時指數和/或富時評級的所有權利歸屬於富時及/或其許可人。對於富時指數和/或富時評級或其相關數據，富時及其許可人概不就其任何錯誤或
遺漏承擔任何責任。在未得富時明確書面同意前，不得進一步分發富時的數據。

AIA Group Ltd

Tencent Holdings Ltd

重要資訊

本文件只提供一般性資料，並不針對任何可能收到本文件的人士的具體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特別需求。在此表達之意見可因應情況修改而不作另
行通知。本文件並非銷售文件，且不構成建議、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或認購任何投資。本文件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説明用途，且並非任
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就預測、預計或目標未能達成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本文件內的資料
乃取自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合理地相信可靠的來源。然而，無論明示或暗示，滙豐環球投資管理不保證、擔保或代表本文件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有
效性或完整性。投資附帶風險，過去的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便獲取其它資料，包括風險因素。此文件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批閱。版權 ©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2019。版權所有。本文件由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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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累積股份: 基金賺取的收益留存於基金的股份類別

授權公司董事(ACD):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本公司的授權公司董事

主動管理: 基金經理利用其經驗篩選投資項目以實現基金目標

貝他值: 衡量過往波幅的指標，用於衡量某一基金相對於其基準（即某一指數）的走勢 

集合投資計劃: 

超過一人出資、其目標為增加投資價值或自集合投資中所收取收益的基金。基金經理將集合資金投資於一個或多個類別的資產，如股票、債券
或房地產

成熟市場: 個人收入較高且經濟成熟的國家

新興市場: 正在向成熟市場邁進的國家，通常表現為金融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發展、存在某種形式的證券交易所及監管機構

股票: 一間公司所發行的股份

期貨: 一種金融合約，據此買方（賣方）有責任於預定的未來日期按預定的價格購買（出售）某一項資產，例如實物商品或金融工具

增長: 投資價值增加

對沖基金: 集合投資者的資金並投資於各類資產的投資基金，通常包含複雜的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技術

對沖: 採用衍生工具類投資以減少風險的一種途徑

收益: 基金所產生的資金回報，例如債券利息或股份股息，可派付予投資者或歸還予基金進行再投資

收益股份: 基金賺取的收益派付予投資者的股份類別

資訊比率: 衡量某一基金相對於其基準的經風險調整回報的指標

市值: 一間公司已發行股份的市場價值總額。按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數乘以每股當前市價計算

資產淨值: 基金的計劃資產價值減去該基金的負債

經常性開支: 對基金進行投資的成本的衡量指標。 其包含支付予ACD的費用及其他營運成本

市盈率: 就一股股份支付的價格除以公司一年所賺取的每股利潤

優先股: 持有人可享有固定股息的公司股份，該股息的派付優先於普通股股息。 優先股可轉換為公司的普通股

房地產相關證券: 擁有、管理或發展房地產及房地產投資信託（擁有樓宇及土地的投資公司）的房地產公司股份

回報: 投資賺取或損失的資金

股份: 某間公司的基金等價持倉，代表該基金的一部分所有權，包括較大面值股份及較小面值股份

夏普比率: 計算經風險調整回報的指標，此比率已成為該等計算的行業標準

波幅: 某一投資在短期內的變動幅度及頻率的衡量指標

孳息（率）: 投資的收益，通常以投資價值的百分比表示



補充資料

PD 美元

AD 美元

ADHKD 港元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香港股票
2019年10月31日

2019年7月11日 0.129167

每年 2019年7月11日 2.065756 1.63%

每年 2019年7月11日 1.462210 1.13%

1.11%

上表僅引用過去12個月內支付的最後一次股息。 

並不保證會支付股息，且可能自資本中支付，這會導致資本侵蝕及資產淨值減少。正分派收益率並不表示正回報率。過往分派收益率和付款並
不代表未來的分派收益率和付款。過往付款可能同時包含分派收益及資本。 

年化收益率的計算方法：  （（1 +（股息金額／ 除權後資產淨值））^n）-1，n取決於分派頻率。  

每年分派為1；每半年分派為2；每季分派為4；每月分派為12。 

年化股息收益率根據相關日期的股息分派計算（股息再投資），並可能高於或低於實際每年股息收益率。

每年

派息頻率 除息日 每股股息
年化股息率

（派息不獲保證及可從
股本中分派）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基本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