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三年四月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环球低碳股票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本理财计划是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不保证本金和收益。您的本金可能蒙受重大损失，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
资。本理财计划与储蓄存款存在明显区别，具有投资风险。投资者有可能在赎回时受到本金损失，甚至赎回额为零。以下信息由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本行」）根据海外基金管理人向本行提供的数据为投资者提供，旨在向投资者披露代客境外理财计划下所投资之基金的部分信息，仅
供投资者作参考之用。若您想了解本代客境外理财计划，请您向我行索取相关法律文件和介绍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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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第三方系海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可靠的信息来源，但除非本行有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本行不对该等第三方提供的信
息的准确有效性做出保证或承担责任。有关信息不应被视为建议出售或促销本文件所述之任何投资项目。

海外基金表现（截至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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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AD类）

基准指数

累积回报 (%)

六个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成立至今 成立日期

AD类（美元） 16.4 -8.5 46.2 31.7 38.2
27/09/2017

基准指数（美元） 18.3 -7.0 57.7 47.0 54.1

历年回报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初至今

AD类（美元） -11.7 24.6 13.9 20.2 -18.2 5.6

基准指数（美元） -9.4 28.3 16.0 22.2 -18.0 7.4

基金表现以股份类别基本货币计算，资产净值对资产净值，将股息再作投资，并已扣除费用。

如股份类别成立少于五年，其首年年度x表现为成立日至年底。当计算期超过一年，业绩为累积表现。

基准：摩根士丹利环球净回报指数。

资料来源：MSCI，MSCI资料仅可供阁下作内部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复制或重新散布，且不得
用作任何金融工具或产品或指数的相关基准或组成部分。MSCI资料一概不拟构成投资意见或者作
出（或不作出）任何类型的投资决定的推荐建议，且不得被视为相关意见或推荐建议而加以依赖。过

往数据及分析不应被视为对任何未来表现分析、预测或预计的指示或保证。MSCI资料乃按「现况」
基准提供，有关资料的使用者承担对该资料作出的任何使用的全部风险。MSCI，其各联属公司以及
参与编制、计算或制作任何MSCI资料或与之相关的每名其他人士（统称为「MSCI人士」），均明示
免除有关该资料的一切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原创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侵权性、适销性及适

于特定用途的任何保证）。在不局限任何前述内容的原则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MSCI人士概不就任
何直接、间接、特殊、附带、惩罚性、相应而生（包括但不限于失去的利润）或任何其他的损害负上任

何法律责任。(www.msci.com)

业绩比较基准／基准指数不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不构成对产品收益

的承诺。

理财产品信息

汇丰银行理财产品参考编号 汇丰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水平 股份类别 ISIN代码 彭博代码 中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IPFD2164/IPFD3164 4 – 高度风险 AD LU1674673691 HSGLCAD LX C1050118000051

#可依据该编码在“中国理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 查询该产品信息

海外基金投资目标

投资目标

本基金旨在投资于相比参考基准碳排放强度较低及环境、社会和

管治(ESG)评级较高的公司的股票，提供长线资本增值及收益。碳
排放强度按本基金的投资的碳排放强度及ESG评级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本基金符合资格作为SFDR第8条基金。
投资策略

本基金进行主动管理。于正常市况下，本基金至少将其资产的

90%投资于驻于成熟市场的公司（无论规模大小）的股票（或类似
于股票的证券）。投资程序鉴定本基金投资范围内的股票并进行排

名。为降低对碳密集型企业的持仓及提升本基金的ESG评级，本
基金评估投资组合的所有持仓的单独碳足迹及ESG得分。随后创
建一个旨在将增长及收益最大化并减少碳足迹的投资组合。本基

金不会投资于被视为未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或较大程度参与

特定除外活动（例如动力煤发电及动力煤开采）的公司的股票。本

基金可投资最多10%于其他基金。请参阅基金说明书，了解关于
投资目标及衍生工具使用的完整说明。

海外基金资料（AD类）

基金总值： 2.7041亿美元

基金价格（资产净值）： 13.403美元

过去12个月
最高/最低资产净值: 14.587美元 / 11.296美元

成立日期: 2017年9月27日

交易日: 每日

基金经理: HSBC Index and Systematic Equity Portfolio 
Management Team

管理费: 每年0.80%

财政年度终结日: 3月31日

资料来源：汇丰环球投资管理，数据截至2023年3月31日。

投资附带风险，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须谨慎。请参阅产品销售文件以便获取其他资料，包括风险披露。



二零二三年四月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环球低碳股票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本理财计划是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不保证本金和收益。您的本金可能蒙受重大损失，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
资。本理财计划与储蓄存款存在明显区别，具有投资风险。投资者有可能在赎回时受到本金损失，甚至赎回额为零。以下信息由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本行」）根据海外基金管理人向本行提供的数据为投资者提供，旨在向投资者披露代客境外理财计划下所投资之基金的部分信息，仅
供投资者作参考之用。若您想了解本代客境外理财计划，请您向我行索取相关法律文件和介绍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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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第三方系海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可靠的信息来源，但除非本行有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本行不对该等第三方提供的信
息的准确有效性做出保证或承担责任。有关信息不应被视为建议出售或促销本文件所述之任何投资项目。

海外基金投资分布（截至2023年3月31日）

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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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国 64.9%

日本 5.6%

英国 5.0%

加拿大 3.9%

法国 2.7%

德国 2.4%

瑞士 2.1%

澳大利亚 2.0%

荷兰 1.8%

西班牙 1.2%

其他地区 5.7%

现金及其他 2.7%

资产分布

股票 97.3% 债券 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7% 总和 100.0%

十大投资项目（截至2023年3月31日）

证券 行业 地区 % 资产规模（美元）

微软－Τ 信息科技 美国 4.7 12,803,691

苹果公司 信息科技 美国 3.9 10,509,572

英伟达 信息科技 美国 1.8 4,753,478

联合健康 健康护理 美国 1.7 4,524,104

摩根大通 金融 美国 1.5 3,954,778

家得宝 可选消费品 美国 1.4 3,865,777

英特尔 信息科技 美国 1.3 3,657,668

可口可乐 消费必需品 美国 1.3 3,589,118

思科－Ｔ 信息科技 美国 1.3 3,563,012

奥多比 信息科技 美国 1.3 3,499,930

注：关于持仓规模，可以通过基金总值及相关比率相乘计算得出。

海外基金派息记录

基金类别 除息日 最后分红 / 派付 货币
按除息日计算之 
年率化息率

AD 06/07/2022 0.06815 美元 0.56%

AD 08/07/2021 0.04989 美元 0.35%

AD 07/08/2020 0.09980 美元 0.90%

AD 07/11/2019 0.10977 美元 1.02%

派息╱派付不获保证及会导致资本蚕食及资产净值减少。正派付╱股息派发不代表正回报。
年化收益率的计算方法：（（1 +（股息金额／除权后资产净值））̂n）-1，n取决于分派频率。每年分派
为1；每半年分派为2；每季分派为4；每月分派为12。
年化股息收益率根据相关日期的股息分派计算（股息再投资），并可能高于或低于实际每年股息收 
益率。

资料来源：汇丰环球投资管理，数据截至2023年3月31日。

海外基金经理评论

3月环球股市上升，逆转上半月的跌势，原因是市场对银行业的
担忧减弱。加息预期的下降进一步支持股市气氛，而股市上升主

要受成熟市场推动。本月的两个关键事件是矽谷银行(SVB)倒闭
以及不久后瑞士信贷被瑞银收购，这加剧环球股市波动，并引发

对银行业的担忧。地区方面，3月份美国股市在科技股复苏的带
动下上升。由于美国2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幅降至6.0%，联储
局仅加息25个基点。与此同时，欧洲股市总体收盘相对持平，因
为英国股市拖累该地区的股价表现。尽管3月银行业动荡，但由
于核心通胀持续高企，欧洲央行仍将利率上调50个基点。3月截
至月底，环球成熟市场的风格因子表现负面。在阿尔法因子中，

防守型低风险因子在整个3月份走高，收盘表现最佳。防守型质
素因子亦表现相对较好，而具活力的行业动量因子在各因子中

排名居中。周期性规模因子在整个3月份苦苦挣扎，一直处于负
值，收盘时仍无法收复失地。最后，周期性价值因子本月全程表

现落后，收盘时为落后因子。3月截至月底，基金表现落后于其
市值加权指数。投资组合层面，低风险、质素及行业动量因子持

仓为基金表现作出贡献，但价值和规模因子则构成拖累。行业方

面，我们持重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及技术硬件和设备，加上持轻

金融服务为基金表现带来贡献。相反，我们持重保险和银行加上

持轻媒体和娱乐拖累基金表现。国家／地区方面，我们持重加拿

大加上持轻美国和法国为基金表现带来贡献。相反，持重芬兰，

加上持轻新加坡及澳洲拖累基金表现。股票层面，我们持重Intel 
Corp、Adobe Inco和Microsoft Corp为基金表现带来贡献。相
反，持轻Meta Platforms Inco和Alphabet Inco，加上持重信诺
集团拖累基金表现。

截至2023年3月31日。对市场的回顾和展望不应被视为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分析

并非所有基金持有的证券或投资项目均交投活跃，所以其流动性

可能偏低。基金亦可能因不利市场情况导致流动性受限制。因市

场内部和外部原因，基金产品如不能按约定及时变现，投资者可

能会蒙受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