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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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基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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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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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FD2307/IPFD3307 4 - 高度风险 AC LU2449327464 HSGIEAU LX C1050123000001

IPFD2308/IPFD3308 4 - 高度风险 AMFLX LU2495998598 HBGIEAU LX C1050123000002

IPFD2309/IPFD3309 4 - 高度风险 AMFLXHKD LU2495998671 HBGIEAH LX C1050123000003

IPFD2310/IPFD3310 5 - 最高风险 AMFLXOAUD LU2495998838 HBGIEAD LX C1050123000004

IPFD2311 4 - 高度风险 AMFLXORMB LU2495998754 HBGIEAR LX C1050123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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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基金表现（截至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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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 03/2301/2311/2209/2207/22

基金（AC类）

累积回报 (%)
六个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成立至今 成立日期

AC类(美元) 14.6 – – – -4.6 05/04/2022
AMFLX类(美元) – – – – – 11/10/2022
AMFLXHKD类(港元) – – – – –

19/12/2022AMFLXOAUD类(澳元) – – – – –
AMFLXORMB类(人民币) – – – – – 21/12/2022

历年回报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初至今

AC类(美元) – – – – -8.1 3.7
AMFLX类(美元) – – – – – –
AMFLXHKD类(港元) – – – – – –
AMFLXOAUD类(澳元) – – – – – –
AMFLXORMB类(人民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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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基金投资目标

投资目标

本基金旨在投资于由上市基建证券组成的环球多元化集中式投资组
合，提供长线总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其至少90%的净资产投资于在任何国家（包括成熟市场及
新兴市场）注册、位于该国、在该国从事商业活动或在该国受规管
市场上市的基建行业相关公司的股票及等同股票的证券。基建资
产例子包括水务设施、油气储存及运输设施、电力输送设施及电
网、机场、收费公路、广播设施及流动讯号塔。本基金亦可投资
于合资格封闭式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作为其主要投资
策略的组成部分。本基金旨在实现上述目标，同时促进SFDR第8
条界定的ESG特点。本基金旨在透过更高的ESG评级来实现该目
标，该评级由经过额外汇丰专有分析的成熟第三方来源提供，计
算为本基金投资发行人的ESG评级市值加权平均数，其高于可投
资基建股票范围的加权平均数。于中国股票的投资包括但不限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A股及中国B
股（及其他可供认购的证券）。本基金可透过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及／或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直接投资于中
国A股，惟须受适用额度限制所规限。此外，本基金可透过中国
A股连接产品（“中国A股连接产品”，例如但不限于与中国A股挂钩
的参与票据）间接投资于中国A股。

海外基金资料（AC类）

基金总值： 6.5191亿美元

基金价格（资产净值）： 9.538美元

过去12个月
最高/最低资产净值: 10.206美元 / 7.948美元

成立日期: 2022年4月5日

交易日: 每日

基金经理: Giuseppe Corona

管理费: 每年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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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基金的投资方式，本基金的投资对升市或跌市的敏感度可能较低，尤其是市
场以情绪为主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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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金投资分布（截至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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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4.1%

加拿大 11.9%

中国内地 8.6%

英国 7.9%

西班牙 7.7%

法国 7.4%

意大利 5.3%

瑞士 2.8%

荷兰 2.6%

巴西 1.6%

现金及其他 0.2%

行业分布

35.8%

24.7%

20.8%

9.4%

9.2%

0. 2%

公用事业 35.8%

能源 24.7%

工业 20.8%

电信 9.4%

房地产 9.2%

现金及其他 0.2%

资产分布

股票 99.8% 债券 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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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家电网 公用事业 英国 7.3 47,519,528

美国发射塔公司 房地产 美国 5.9 38,805,801

威廉姆斯公司 能源 美国 5.3 34,890,305

万喜集团 工业 法国 4.5 29,680,495

桑普拉能源 公用事业 美国 4.4 28,791,445

Cellnex电信股份公司 电信 西班牙 4.4 28,755,317

彭比纳管道公司 能源 加拿大 4.1 26,666,124

NiSource 公司 公用事业 美国 3.6 23,623,404

爱迪生国际 公用事业 美国 3.5 22,627,977

法罗里奥有限公司 工业 西班牙 3.3 21,65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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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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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疲弱的2月之后，3月环球股市反弹（包括基础设施股），其中
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数上升3.1%，道琼斯布鲁克菲尔德环球基础设
施指数上升2.3%。环球市场摆脱对银行体系的担忧，因为矽谷银
行破产以及瑞士信贷被迫被瑞银收购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通胀及央行

持续加息的倾向。此外，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强健，突显出制造

业、服务业和劳工市场强劲，打消市场对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担

忧。3月，基金表现较道琼斯布鲁克菲尔德环球基础设施指数高出
0.3%。表现领先的主因是对工业和电讯的选股，分别增加52个基
点和30个基点。从行业来看，公用事业构成的负面影响最大，导
致表现下跌31个基点。由于能源转型和数码化等长期趋势，基建
正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投资周期。我们相信，上市基建的增长会持续

得到强劲长期有利因素及其潜在特征的支持，这些特征在当前市场

环境下极具吸引力，例如稳健的现金流和通胀对冲。由于投资者寻

找不受通胀影响的收益以及构建投资组合的防守型组成部分，该资

产类别录得稳定的资金流入。基金维持其对工业的偏高比重持仓，

因为城市化、全球中产阶级规模扩大以及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为该行

业带来长期利好因素。我们看好收费公路，我们认为创新特许／

修正案有望支撑该板块上行。我们对机场的观点更为独特－通胀成

本压力可能很难立即转嫁，因此我们专注于拥有更好监管保护的地

区。此外，我们维持电讯业的主动持仓。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该行

业估值大幅下降，自2022年以来，我们持续增加持仓。虽然美国
塔台相对于欧盟塔台的溢价有所减少，但由于其估值更具支撑性，

我们继续看好欧洲（及亚太区）资产。尽管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

但对环球5G网络覆盖的需求仍然稳健。营运商可能在2023年完成
初步的监管覆盖规定，以及数据使用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推高对下

一阶段5G技术向网络超密集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对能源业持偏低
比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欧洲能源供应，能源安全仍然最受关

注，市场日益认识到全球产能结构性投资不足的负面影响。虽然我

们在过去12个月已大幅减少对该行业的持仓，但我们的持仓主要集
中于拥有具吸引力增长机会和健康资产负债表的优质天然气公司，

我们认为此类公司的市场价格依然被低估。公用事业通常因通胀保

护而受惠，此类资产对一系列拥有人而言更具吸引力。虽然由于能

源政策引导对该行业进行投资并在全球创造增长机会，我们继续认

为公用事业领域存在投资机会，但我们已根据估值对该行业持偏低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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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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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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FLX 29/03/2023 0.51446 美元 5.54%

AMFLX 28/02/2023 0.52542 美元 5.64%

AMFLX 31/01/2023 0.54787 美元 5.69%

AMFLX 29/12/2022 0.51188 美元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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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FLXHKD 29/03/2023 0.46318 港元 5.54%

AMFLXHKD 28/02/2023 0.47297 港元 5.64%

AMFLXHKD 31/01/2023 0.49192 港元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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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FLXOAUD 29/03/2023 0.33966 澳元 4.09%

AMFLXOAUD 28/02/2023 0.33150 澳元 3.97%

AMFLXOAUD 31/01/2023 0.35369 澳元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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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FLXORMB 29/03/2023 0.25250 人民币 3.05%

AMFLXORMB 28/02/2023 0.26492 人民币 3.19%

AMFLXORMB 31/01/2023 0.23495 人民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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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