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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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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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主要地投資於被認為擁有可持續發展特質及符合增長、質素和評估
的準則的美國公司股票，以達致資本增值的目標。這包括不同行業中具有
強勁增長潛力的大、中、小型市值公司，具有特殊增長潛力的行業及其中
增長迅速及致力創新的公司。

基金總值 5,660 百萬美元
基金價格 ( 資產淨值 ) 22.68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30.98 港元 (A 類累積 - 港元 )
過去十二個月
最高 / 最低資產淨值 #

28.67 美元 /19.68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39.07 港元 /26.88 港元 (A 類累積 - 港元 )

成立日期 2000 年 4 月 3 日 (A 類累積 - 美元 )
2011 年 12 月 2 日 (A 類累積 - 港元 )

交易日 每日
基金經理 Grant Bowers
管理費 ^ 每年 1.50% (A 類累積 - 美元 )

每年 1.50% (A 類累積 - 港元 )
財政年度終結日 6 月 30 日

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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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11.29 -19.12 33.17 42.91 123.94
羅素 3000® 增長指數 美元 13.85 16.49 -10.88 65.26 84.38 269.46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美元 7.50 15.63 -7.73 66.84 69.94 323.06
A 類累積 - 港元 11.68 11.32 -18.92 34.87 42.96 209.83
羅素 3000® 增長指數 港元 14.50 16.49 -10.69 67.34 84.40 380.21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港元 8.11 15.63 -7.53 68.93 69.96 316.58

歷年回報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A 類累積 - 美元 -1.85 32.10 42.66 16.53 -37.14
羅素 3000® 增長指數 美元 -2.12 35.85 38.26 25.85 -28.97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美元 -4.38 31.49 18.40 28.71 -18.11
A 類累積 - 港元 -1.61 31.45 41.92 17.20 -37.07
羅素 3000® 增長指數 港元 -1.90 35.18 37.56 26.56 -28.89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港元 -4.17 30.85 17.79 29.44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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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FD2062/IPFD3062 5 – 最高風險 A 類累積 - 美元 LU0109391861 TEMAGAI LX C1050113000285

IPFD2063/IPFD3063 5 – 最高風險 A 類累積 - 港元 LU0708995401 TUSOAAH LX C10501130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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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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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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元及 A 類累積 - 港元股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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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美國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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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會基金的邀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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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而與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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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用於基金表現對比目的。本基金將羅素 3000 增長指數視為主要基準，因為它由多個增長證券
組成，這與投資經理在管理基金時專注於增長型證券的策略相一致。此外也可能提供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表現數據，因為它被認為代表美國股市。儘管投資經理在本基金的主動型管理方面不受約束，
且在投資未列入基準的公司方面擁有絕對酌處權，但本基金的表現可能不時與這些基準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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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FTSE。欲了解重要數據提供方通知和條款，請登錄
www.franklintempletondatasources.com。



匯丰代客境外理財計划－開放式海外基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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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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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基金額外信息（截至2023年3月31日）

儘管銀行業動蕩導致金融市場三月份波動加劇，但美國主要股指二零二三
年第一季度仍收漲。美國兩家中型銀行倒閉，一家瑞士銀行被迫合併。然
而，當局迅速介入有助於平息這些擔憂，同時企業盈利報告好於預期及美
聯儲加息幅度較小亦提振投資者情緒。

二零二三年三月銀行體系出乎意外的壓力加劇了宏觀經濟疲弱及金融市場動
蕩的情況，不過很多投資者認為銀行體系已穩定，股市本月底出現反彈。
基金並未投資硅谷銀行（當時屬於硅谷銀行金融集團的子公司）或任何其
他地區銀行。展望未來，我們將密切關注市場動蕩的後續影響，尤其是對
銀行貸款、信貸及商業地產的影響。我們預計，這將對今年剩餘時間的經
濟增長造成一定阻力。

作為主動管理基金經理及基本面選股者，我們仍側重於投資具可持續增長
動力（可能並未反映在當前估值中）的優質企業。其中很多投資都涉及長
期增長主題，而這些主題可在長期內實現穩健表現。為此，我們依賴自下
而上的基本面研究能力，並利用我們的內部分析師團隊來發掘有潛力成為
市場領軍者的公司。

我們對二零二三年的前景保持謹慎樂觀。我們繼續預計，市場波動期可能
會導致我們以大幅折讓買入估值具吸引力的增長公司。因此，經驗豐富的
主動管理對於應對宏觀不利因素及識別能夠在不明朗的市場中表現良好的
行業領導者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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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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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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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 33%
健康護理 15%
金融 14%
非必需消費品 13%
工業 8%
通訊服務 7%
必需消費品 4%
房地產 3%
物料 2%
其他 1%

市盈率 市帳率
38.66x 7.39x

股票 固定收益 債券 現金或現金等值 總和
99.71% 0.00% 0.00% 0.29% 100.00%

證券 類別 地區 持倉規模
( 美元 ) %

MICROSOFT CORP 軟體及服務 美國 335,977,013 5.94

APPLE INC 科技硬件和
設備 美國 317,694,013 5.61

MASTERCARD INC 金融服务 美國 314,546,847 5.56

AMAZON.COM INC 非必需消費品
分銷與零售 美國 295,261,961 5.22

ALPHABET INC 媒體及娛樂 美國 186,679,054 3.30

META PLATFORMS INC 媒體及娛樂 美國 170,575,296 3.01

UNITEDHEALTH GROUP INC
醫療保健設備

和服務
美國 166,488,508 2.94

NVIDIA CORP 半導體及半導
體設備 美國 162,707,380 2.87

SERVICENOW INC 軟體及服務 美國 159,447,006 2.82
VISA INC 金融服务 美國 151,431,920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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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