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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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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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亞洲成立、主要業務活動在亞洲和 / 或在亞洲交易所
上市的企業（不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以實現長期資本增值。

基金總值 2,020 百萬美元
基金價格 ( 資產淨值 ) 34.26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130.69 人民幣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過去十二個月
最高 / 最低資產淨值 #

39.70 美元 /28.41 美元 (A 類累積 - 美元 )
154.82 人民幣 /109.89 人民幣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成立日期 2001 年 5 月 14 日 (A 類累積 - 美元 )
2012 年 7 月 27 日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交易日 每日
基金經理 Sukumar Rajah
管理費 ^ 每年 1.85% (A 類累積 - 美元 )

每年 1.85%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財政年度終結日 6 月 30 日

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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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14.01 -10.62 12.32 -12.34 440.28

基准 美元 4.45 16.18 -8.90 22.33 0.36 434.81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3.34 12.14 -12.53 14.35 -10.30 30.69

基准 美元 4.45 16.18 -8.90 22.33 0.36 71.26

歷年回報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A 類累積 -
美元 -20.31 21.93 23.84 -9.55 -23.61

基准 美元 -14.37 18.17 25.02 -4.72 -19.76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19.48 21.65 25.25 -7.46 -24.15

基准 美元 -14.37 18.17 25.02 -4.72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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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FD2077/IPFD3077 4 – 較高風險 A 類累積 - 美元 LU0128522157 TEMFRBI LX C1050114000223

IPFD2076 4 – 較高風險 A 類累積 - 人民幣 - 對沖 1 LU0808758436 TEAGAH1 LX C10501140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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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幣 - 對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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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普頓亞洲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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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的邀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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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而與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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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亞洲除日本所有國家 10/40 淨回報指數— 連結
所示基準表現為本基金成立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摩根士丹利亞洲除日本所有國家指數、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摩根士丹利亞洲除日本所有國家— 淨回報以及此
後的摩根士丹利亞洲除日本所有國家 10/40— 淨回報的綜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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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摩根士丹利數據均按「原來數據」提供。本文所載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保薦或認可。無論任
何情況下，摩根士丹利、其聯屬公司或任何摩根士丹利數據提供者均不就本文所載的摩根士丹利數
據或基金承擔任何相關責任。嚴禁複製或重新分發摩根士丹利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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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 市帳率
17.77x 2.41x

一月份的強勁開局及報告期末恢復平靜，掩蓋了本季度發生的重大事件，即
美國的通脹高於預期以及困擾已發展市場銀行業的問題。亞洲股市本季度收
高，部分得益於中國台灣及韓國科技密集型市場的上漲。中國內地本季度末
亦收高，其重新開放及部分積極的監管舉措有助於刺激投資者情緒。由於擔
憂消費放緩及潛在危機蔓延風險，印度股市承壓，風險首先來自一家大型國
內企業集團，其次是影響部分已發展市場銀行的流動性危機。

市場已開始從美國及瑞士一些銀行的流動性危機造成的波動中復蘇。展望未
來，亞洲銀行面臨的不確定性亦有望得到控制。此前，亞洲幾家新興監管機
構迅速發表聲明，重申該國銀行體系穩健，對受影響銀行的投資有限。由於
資本水平較高及監管更嚴格，亞洲銀行更具彈性，存款外逃的風險較低。
亞洲銀行的嚴格監管反映在資產負債表的過剩資本水平較高。例如，中國
及印度銀行的資本較當地一級資本要求高出3至6個百分點，持有的資本超
過《巴塞爾協議III》規定的最低要求。此外，我們全面的盡職調查流程注
重企業盈利的彈性及可持續性。因此，投資組合所持銀行股均為擁有強大
商業模式，並將受益於金融產品在各自市場不斷滲透的領先的本地銀行。

雖然自銀行業危機以來，投資情緒已有所好轉，但我們仍對可能改變我們
整體前景的事態發展保持警惕，尤其是可能波及亞洲經濟體的事態發展。
我們的本地團隊受益於公司管理層及商業領袖及時而持續的見解。這種積
極參與最終組成了擁有高置信度且充分多元化，方向性偏差較低，並注重
長線投資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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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4% 0.00% 0.00% 0.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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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半導體及半導
體設備

中國
台灣 199,031,254 9.84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科技硬件和
設備 韓國 185,207,643 9.15

TENCENT HOLDINGS LTD 媒體及娛樂 中國
內地 122,968,718 6.08

AIA GROUP LTD 保險 中國
香港 116,493,080 5.76

ICICI BANK LTD 銀行 印度 101,988,559 5.04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非必需消費品
分銷與零售

中國
內地 79,209,297 3.91

HDFC BANK LTD 銀行 印度 71,674,149 3.54
LG CHEM LTD 物料 韓國 49,687,496 2.46

JD.COM INC 非必需消費品
分銷與零售

中國
內地 42,863,208 2.12

CHINA MENGNIU DAIRY CO 
LTD

食品，飲料及
煙草

中國
內地 42,745,44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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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31%
印度 24%
韓國 16%
中國台灣 11%
中國香港 9%
印度尼西亞 3%
新加坡 3%
菲律賓 2%
盧森堡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