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匯丰代客境外理財計划－開放式海外基金型
二零二三年四月

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

理財非存款、產品有風險、投資須謹慎。
本理財計劃是開放式公募理財產品，屬於非保本浮動收益產品，不保證本金和收益。您的本金可能蒙受重大損失，您應充分認識投資風險，
謹慎投資。本理財計劃與儲蓄存款存在明顯區別，具有投資風險。投資者有可能在贖回時受到本金損失，甚至贖回額為零。
以下信息由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本行」）根據海外基金管理人向本行提供的數據為投資者提供，旨在向投資者披露代客境外理
財計劃下所投資之基金的部分信息，僅供投資者作參考之用。若您想了解本代客境外理財計劃，請您向我行索取相關法律文件和介紹材
料。本文件包含了本行和海外基金管理人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的信息，該等第三方系海外基金管理人認可的可靠的信息來源，但除非本行有
欺詐、惡意或重大過失，本行不對該等第三方提供的信息的準確有效性做出保證或承擔責任。有關信息不應被視為建議出售或促銷本文件
所述之任何投資項目。

本基金投資於位於已發展及新興市場的天然資源界別、以美元及其他貨幣
定值的證券，以達致為投資者提供資本增值及目前收益的目標。

基金總值 373 百萬美元
基金價格 ( 資產淨值 ) 7.71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過去十二個月
最高 / 最低資產淨值 # 8.53 美元 /6.24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成立日期 2007 年 7 月 12 日 (A 類累積 - 美元 )
交易日 每日
基金經理 Fred Fromm
管理費 ^ 每年 1.50% (A 類累積 - 美元 )
財政年度終結日 6 月 30 日

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
A 類累積 - 美元

累積回報 (%)
年初至今 六個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成立至今

A 類累積 -
美元 -2.53 17.00 -0.26 170.53 13.55 -22.90

基准 美元 -2.80 14.94 0.73 163.27 45.95 42.23

歷年回報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A 類累積 -
美元 -24.58 8.15 -22.26 35.02 29.04

基准 美元 -21.07 17.63 -19.01 39.94 34.07

理財計划发行机构：

海外基金投資目標 海外基金表現（截至2023年3月31日）

海外基金資料

資料來源：富蘭克林鄧普頓，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 以 52 週為周期。
^ 基金說明書中規定的每年管理費由投資管理費與維持費組成，詳情請參閱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
金的年度報告。

價
格
指
數

年份

匯丰银行理財產品參考編号 匯丰银行理財產品风险水平 股份类別 ISIN 代碼 彭博代碼 中国银行业理財信息登記系统登記編碼 1

IPFD2029/IPFD3029 5 – 很高風險 A 類累積 - 美元 LU0300736062 FTNRACU LX C1050111000169

理財產品信息

1 可依据編碼在「中国理財网」(www.chinawealth.com.cn) 查询該產品信息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業績比較基準 / 基準指數不是預期收益率，不代表產品的未來表現和實際收益，不構成對產品收益
的承諾。

資料來源：富蘭克林鄧普頓及 Morningstar 2，以美元及資產淨值計算，已考慮股息再投資及資本增
長及損失。上述表現為 A 類累積 - 美元股之表現。

2 資料來源：© 2023 Morningstar, Inc. 版權所有。本資料為（1）Morningstar Inc. 及其資料提供者
特許持有；（2）非經許可，有關資料不得複印、複製、轉載或分發；（3）Morningstar Inc. 及其
資料提供者對資料的可靠性、完整性、時效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表示或保證。

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為一匯豐銀行代客境外理財計劃－海外基金系列有可能買入的基金。本文件
無任何部分構成在中國境內購買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的邀約。投資者不因購買匯豐銀行代客境外
理財計劃－海外基金系列－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而與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其基金經理人管理
公司或其他關聯機構產生任何法律或合同上的關係。

投資附帶風險，理財產品過往業績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不等於理財產品實際收益，投資須謹慎。請
參閱產品銷售文件以便獲取其他資料，包括風險披露。

基准：標準普爾北美天然資源行業指數
當投資組合或其基準表現已被轉換時，可以在投資組合及其基準間使用不同的外匯收盤利率。
標準普爾、標普及標普 500 指數為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 的註冊商標。標準普
爾並不保薦、認可、銷售或宣傳任何標普指數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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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 市帳率
9.83x 2.00x

商品為二零二二年表現最佳的資產類別，但受廣泛的經濟擔憂（包括幾個
關鍵國家的製造業活動疲弱）、美國經濟可能衰退（主要與通脹及利率相
關）以及對銀行業危機蔓延的擔憂（美國及瑞士銀行體系的突然壓力削弱
三月份的需求情緒）影響，於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的交易環境中開局不
順。在全球各國央行歷史上一次最激進的加息期開始一年後出現這種下行
波動。此外，很多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警告稱，由於
投資疲弱、生產率增長緩慢、政府債務激增、關稅等限制性貿易措施，以
及三年疫情造成的破壞的持續負面影響，全球可能出現長期結構性增長放
緩局面。與二零二二年最後一個季度類似，很多分析師認為基本面依然穩
固，但商品綜合指數仍在攀登“擔憂之牆”，但由於特殊因素導致回報差
異，商品表現可能繼續出現分化。

儘管我們預計未來幾個季度能源市場環境會有所改善，但四月初，沙特阿
拉伯及其他幾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及主要盟友國家宣佈從五月到年底大幅減
產，油價及產油國得到大幅提振。此外，為抗議西方的制裁及實施的價格
上限，俄羅斯宣佈將延長減產計劃（目前為每天50萬桶）至今年底，較此
前宣佈的時間延長六個月。此舉可能導致今年下半年供應缺口擴大，這可
能會減少過去幾個月開始積累的庫存。由於庫存被視為衡量供需平衡的最
佳指標之一，假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能夠避免經濟硬着陸，價格可
能會有積極反應。無論經濟結果如何，供應減少至少將有助於降低價格並
支持能源公司的盈利。

長期來看，基建發展及綠色能源轉型仍相當支持金屬需求。這有助於人們進
一步認識到，金屬將是推動清潔能源的必要組成部分。幾乎所有金屬的需求
都明顯上升，但供應方面仍面臨挑戰，原因是對短期內供應過剩、平均資本
成本高、項目成本迅速上升、審批程序日益嚴格及耗時，以及一般需取得社
會對新礦山許可的接受的擔憂。雖然我們的天然資源投資組合一直受到這些
趨勢影響，但我們仍在繼續尋找投資該行業的更多機會。

投資組合的流動性風險分析
並非所有基金持有的證券或投資項目均交投活躍，所以其流動性可能偏低。
基金亦可能因不利市場情況導致流動性受限制。因市場內部和外部原因，基
金產品如不能按約定及時變現，投資者可能會蒙受損失。                 

海外基金经理評論

股票 固定收益 債券 現金或現金等值 總和
99.74% 0.00% 0.00% 0.26% 100.00%

美國 68%
加拿大 16%
英國 6%
澳大利亞 4%
法國 2%
巴西 2%
挪威 2%

資產分布

十大投資項目（截至2023年3月31日）

海外基金投資分布（截至2023年3月31日）

地區分布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日；對市場的回顧和展望不應被視為對未來業績的預測。

股票基金額外信息（截至2023年3月31日）

證券 類別 地區 持倉規模
( 美元 ) %

CONOCOPHILLIPS 能源 美國 15,615,592 4.19

CHEVRON CORP 能源 美國 15,255,431 4.09

EXXON MOBIL CORP 能源 美國 14,705,494 3.94
EOG RESOURCES INC 能源 美國 11,978,926 3.21

SHELL PLC 能源 英国 11,329,442 3.04
SCHLUMBERGER NV 能源 美國 10,900,305 2.92
FREEPORT-MCMORAN INC 物料 美國 10,468,931 2.81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LTD

能源 加拿大 10,121,818 2.71

MARATHON PETROLEUM CORP 能源 美國 9,060,720 2.43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CO

能源 美國 7,935,866 2.13

註：關於持倉規模，可以通過基金總值及相關比率相乘計算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