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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金清单* 

 

在本理财计划下，本行提供如下海外基金（以下海外基金均为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

作谅解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所批准、登记或认可的公募基金），由投资者在申/认购本理财计划时自行决定其申/认购资金最

终由本行投资于哪一个或多个海外基金。 

*了解产品详细内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登陆 www.hsbc.com.cn 或致电 95366 或亲临我行分支机构 

 

理财计划下

之参考编号 

理财计划

投资货币 
海外基金 

海外基金

计价货币 

海外基金类

型 

全国银行业理财

信息登记系统登

记编码** 

IPFD2001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中国股票

（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1 

IPFD3001 美元 

IPFD2002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新兴四国市

场股票（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2 

IPFD3002 美元 

IPFD2003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资产配置

基金 
美元 均衡型 C1050108000003 

IPFD3003 美元 

IPFD2004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世界矿业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4 

IPFD3004 美元 

IPFD2005 人民币 霸菱国际伞子基金 - 霸菱香港中

国基金（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5 

IPFD3005 美元 

IPFD2006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亚太股息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6 

IPFD3006 美元 

IPFD2007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新兴市场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7 

IPFD3007 美元 

IPFD2008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香港股票

（暂停申购） 
港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8 

IPFD3008 港元 

IPFD2009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元股票 欧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09 

IPFD3009 欧元 

IPFD2011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新兴消费概

念（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11 

IPFD3011 美元 

IPFD2012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气候变化概

念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12 

IPFD301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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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013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亚洲债券

（暂停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08000013 

IPFD3013 美元 

IPFD2014 人民币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施罗德商

品基金 
美元 

期货及期权

型 
C1050108000014 

IPFD3014 美元 

IPFD2015 人民币 霸菱环球伞子基金 - 霸菱东欧基

金（暂停申购） 
欧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15 

IPFD3015 欧元 

IPFD2016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16 

IPFD3016 美元 

IPFD2017 人民币 景顺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08000017 

IPFD3017 美元 

IPFD2236 人民币 景顺新兴市场货币债券基金 - 美

元 - 累计（暂停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08000018 

IPFD3236 美元 

IPFD2020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台湾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20 

IPFD3020 美元 

IPFD2021 人民币 邓普顿环球总收益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08000021 

IPFD3021 美元 

IPFD2023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高入息

债券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1000165 

IPFD3023 美元 

IPFD2025 人民币 景顺亚洲资产配置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1000181 

IPFD3025 美元 

IPFD2026 人民币 景顺亚洲资产配置基金（暂停申

购）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1000182 

IPFD3026 港元 

IPFD2027 人民币 贝莱德营养科学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1000167 

IPFD3027 美元 

IPFD2028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动力股票

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1000168 

IPFD3028 美元 

IPFD2029 人民币 富兰克林天然资源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1000169 

IPFD3029 美元 

IPFD2030 人民币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10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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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030 美元 
法巴美国增长股票基金（暂停申

购） 

IPFD2031 人民币 安联美元高收益基金（暂停申

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02 

IPFD3031 美元 

IPFD2032 人民币 
景顺泛欧洲收益策略基金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03 

IPFD3032 欧元 

IPFD2033 人民币 霸菱环球组合伞子基金 - 霸菱倾

亚均衡基金（暂停申购）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04 

IPFD3033 美元 

IPFD2034 人民币 霸菱国际伞子基金 - 霸菱大东盟

基金（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05 

IPFD3034 美元 

IPFD2035 人民币 
汇丰亚洲债券基金（暂停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23 

IPFD3035 美元 

IPFD2036 人民币 
汇丰亚洲债券基金（暂停申购） 港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24 

IPFD3036 港元 

IPFD2037 人民币 汇丰亚洲高收益债券基金（暂停

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25 

IPFD3037 美元 

IPFD2038 人民币 汇丰亚洲高收益债券基金（暂停

申购） 
港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26 

IPFD3038 港元 

IPFD2039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亚太收益增

长股票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27 

IPFD3039 美元 

IPFD2040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亚太收益增

长股票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28 

IPFD3040 港元 

IPFD2041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中国消费潮

流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29 

IPFD3041 美元 

IPFD2042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中国消费潮

流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30 

IPFD3042 港元 

IPFD2225 人民币 法巴灵活系列 I商品基金（暂停

申购） 
美元 

期货及期权

型 
C1050112000210 

IPFD3225 美元 

IPFD2044 人民币 
安联欧洲成长基金（暂停申购）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11 

IPFD3044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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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045 人民币 
富兰克林科技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2000212 

IPFD3045 美元 

IPFD2237 人民币 景顺新兴市场货币债券基金 - 美

元 - 分派（暂停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14 

IPFD3237 美元 

IPFD2048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高入息

债券 AM 类 - 澳元对冲 
澳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15 

IPFD3048 澳元 

IPFD2049 人民币 摩根亚太入息基金 - 美元 - 分

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1 

IPFD3049 美元 

IPFD2050 人民币 摩根亚太入息基金 - 港元 - 分

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2 

IPFD3050 港元 

IPFD2051 人民币 摩根投资基金 - 环球高收益债券

基金 - 美元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33 

IPFD3051 美元 

IPFD2052 人民币 摩根投资基金 - 环球高收益债券

基金 - 港元 
港元 债券型 C1050112000234 

IPFD3052 港元 

IPFD2053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美元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5 

IPFD3053 美元 

IPFD2054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港元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6 

IPFD3054 港元 

IPFD2055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澳元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7 

IPFD3055 澳元 

IPFD2056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加元 加元 均衡型 C1050112000238 

IPFD3056 加元 

IPFD2057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基金 - 美

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282 

IPFD3057 美元 

IPFD2058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基金 - 港

元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283 

IPFD3058 港元 

IPFD2059 人民币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基金 - 欧

元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284 

IPFD3059 欧元 

IPFD2060 人民币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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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060 美元 
富达基金 - 亚太股息基金 A 类 

每月特色派息 

IPFD2061 人民币 
摩根美国价值基金 - 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180 

IPFD3061 美元 

IPFD2062 人民币 
富兰克林美国机会基金 - 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285 

IPFD3062 美元 

IPFD2063 人民币 
富兰克林美国机会基金 - 港元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3000286 

IPFD3063 港元 

IPFD2064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基金 - 欧

元（暂停申购）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3 

IPFD3064 欧元 

IPFD2065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基金 - 美

元对冲（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4 

IPFD3065 美元 

IPFD2066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基金 - 港

元对冲（暂停申购）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5 

IPFD3066 港元 

IPFD2067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亚洲小型公

司股票（日本除外）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044 

IPFD3067 美元 

IPFD2068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欧元区股票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045 

IPFD3068 欧元 

IPFD2069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世界健康科学

基金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046 

IPFD3069 美元 

IPFD2070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人民币对冲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16 

IPFD2071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7 

IPFD3071 美元 

IPFD2072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港元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8 

IPFD3072 港元 

IPFD2073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欧元对冲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19 

IPFD3073 欧元 

IPFD2074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澳元对冲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0 

IPFD3074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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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075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

注波幅 - 加元对冲 
加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1 

IPFD3075 加元 

IPFD2076 人民币 
邓普顿亚洲增长基金 - 人民币对

冲（暂停申购）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22 

IPFD2077 人民币 邓普顿亚洲增长基金 - 美元（暂

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3 

IPFD3077 美元 

IPFD2078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元股票 

- 人民币对冲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24 

IPFD2079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元股票 

- 美元对冲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5 

IPFD3079 美元 

IPFD2080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股票收益

基金 （人民币对冲）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26 

IPFD2081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股票收益

基金 （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7 

IPFD3081 美元 

IPFD2082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股票收益

基金 （澳元对冲）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28 

IPFD3082 澳元 

IPFD2083 人民币 
摩根东盟基金 （累计）人民币对

冲类别（暂停申购）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29 

IPFD2084 人民币 摩根东盟基金 （累计）美元类别

（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0 

IPFD3084 美元 

IPFD2085 人民币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每月派息)人

民币对冲类别（暂停申购）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31 

IPFD2086 人民币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每月派息）

美元类别（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2 

IPFD3086 美元 

IPFD2087 人民币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每月派息）

澳元对冲类别（暂停申购）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159 

IPFD3087 澳元 

IPFD2088 人民币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每月派息）

加元对冲类别（暂停申购） 
加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3 

IPFD3088 加元 

IPFD2089 人民币 
安联欧洲股息基金－AM类（H2-

人民币对沖）收息股份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4000234 

IPFD2090 人民币 安联欧洲股息基金－AM类（H2-

美元对沖）收息股份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5 

IPFD3090 美元 

IPFD2091 人民币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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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091 澳元 
安联欧洲股息基金－AM类（H2-

澳元对沖）收息股份 

IPFD2092 人民币 安联欧洲股息基金－AM类（欧

元）收息股份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237 

IPFD3092 欧元 

IPFD2093 人民币 
富达基金-环球房地产基金-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4000175 

IPFD3093 美元 

IPFD2095 人民币 
富达基金-环球股息基金 - 人民

币对冲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5000052 

IPFD2096 人民币 汇丰亚太股票（日本除外）专注

波幅基金 - 美元（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046 

IPFD3096 美元 

IPFD2100 人民币 安本环球 - 世界股票基金（暂停

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101 

IPFD3100 美元 

IPFD2101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球股票收益

基金（A8） - 人民币对冲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5000100 

IPFD2102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贝莱德环球企

业债券基金（A8 - 人民币对冲) 
人民币 债券型 C1050115000277 

IPFD2103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贝莱德环球企

业债券基金（A6 - 美元)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5000278 

IPFD3103 美元 

IPFD2104 人民币 贝莱德全球基金 - 贝莱德环球企

业债券基金（A8 - 澳元对冲) 
澳元 债券型 C1050115000279 

IPFD3104 澳元 

IPFD2105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欧元区股票 

- 美元对冲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127 

IPFD3105 美元 

IPFD2110 人民币 摩根日本基金 - A(累计) - 美元

类别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280 

IPFD3110 美元 

IPFD2111 人民币 摩根日本基金 - A(累计) - 美元

对冲类别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281 

IPFD3111 美元 

IPFD2112 人民币 摩根日本基金 - A(分派) - 美元

类别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5000282 

IPFD3112 美元 

IPFD2113 人民币 美盛西方资产亚洲机会基金 - A

类美元精选派息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5000264 

IPFD3113 美元 

IPFD2114 人民币 美盛西方资产亚洲机会基金 - A

类澳元精选派息(对冲) 
澳元 债券型 C1050115000265 

IPFD3114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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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116 人民币 贝莱德智慧数据环球股票高息基

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6000396 

IPFD3116 美元 

IPFD2117 人民币 贝莱德智慧数据环球股票高息基

金 - 澳元对冲 - 分派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6000397 

IPFD3117 澳元 

IPFD2118 人民币 
贝莱德智慧数据环球股票高息基

金 - 人民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16000398 

IPFD2119 人民币 摩根国际债券基金 - 美元（暂停

申购）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058 

IPFD3119 美元 

IPFD2120 人民币 摩根国际债券基金 - 澳元对冲

（暂停申购） 
澳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059 

IPFD3120 澳元 

IPFD2121 人民币 摩根国际债券基金 - 加元对冲

（暂停申购） 
加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060 

IPFD3121 加元 

IPFD2122 人民币 摩根国际债券基金 - 港元（暂停

申购） 
港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061 

IPFD3122 港元 

IPFD2123 人民币 
摩根国际债券基金 - 人民币对冲

（暂停申购） 
人民币 债券型 C1050116000062 

IPFD2124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欧

元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6000164 

IPFD3124 欧元 

IPFD2125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美

元对冲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6000169 

IPFD3125 美元 

IPFD2126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澳

元对冲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6000165 

IPFD3126 澳元 

IPFD2127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加

元对冲 
加元 均衡型 C1050116000166 

IPFD3127 加元 

IPFD2128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港

元对冲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6000167 

IPFD3128 港元 

IPFD2129 人民币 
汇丰欧元多元资产入息基金 - 人

民币对冲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6000168 

IPFD2130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22 

IPFD3130 美元 

IPFD2131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黄金基金 - 美元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6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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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131 美元 

IPFD2132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债券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342 

IPFD3132 美元 

IPFD2133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债券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343 

IPFD3133 美元 

IPFD2134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债券基金 - 欧元对冲 

- 累计 
欧元 债券型 C1050116000344 

IPFD3134 欧元 

IPFD2135 人民币 贝莱德新兴市场股票入息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054 

IPFD3135 美元 

IPFD2136 人民币 贝莱德新兴市场股票入息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055 

IPFD3136 美元 

IPFD2137 人民币 贝莱德新兴市场股票入息基金 - 

港元对冲 - 分派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056 

IPFD3137 港元 

IPFD2138 人民币 
摩根策略总报酬基金 - 欧元 欧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7000135 

IPFD3138 欧元 

IPFD2139 人民币 摩根策略总报酬基金 – 美元对

冲 
美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7000136 

IPFD3139 美元 

IPFD2140 人民币 摩根策略总报酬基金 – 澳元对

冲 
澳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7000137 

IPFD3140 澳元 

IPFD2145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能源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189 

IPFD3145 美元 

IPFD2146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能源基金 - 欧元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190 

IPFD3146 欧元 

IPFD2147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能源基金 - 澳元对冲 

- 累计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191 

IPFD3147 澳元 

IPFD2141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企业债券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7000213 

IPFD3141 美元 

IPFD2142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企业债券基金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债券型 C1050117000214 

IPFD3142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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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143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企业债券基金 - 澳元

对冲 - 累计 
澳元 债券型 C1050117000215 

IPFD3143 澳元 

IPFD2144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企业债券基金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债券型 C1050117000216 

IPFD2148 人民币 富达环球金融服务基金 - 欧元 - 

分派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227 

IPFD3148 欧元 

IPFD2149 人民币 富达环球金融服务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7000228 

IPFD3149 美元 

IPFD2150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均衡基金 - 美元 - 

分派（暂停申购）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02 

IPFD3150 美元 

IPFD2151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均衡基金 - 港元 - 

分派（暂停申购）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03 

IPFD3151 港元 

IPFD2152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均衡基金 - 澳元对冲 

- 分派（暂停申购）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04 

IPFD3152 澳元 

IPFD2153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均衡基金 - 欧元对冲 

- 分派（暂停申购）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05 

IPFD3153 欧元 

IPFD2154 人民币 
摩根全方位均衡基金 - 人民币对

冲 - 分派（暂停申购）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8000006 

IPFD2155 人民币 
富达大中华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07 

IPFD3155 美元 

IPFD2156 人民币 
贝莱德中国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08 

IPFD3156 美元 

IPFD2157 人民币 
贝莱德中国基金 - 港元 - 累计 港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09 

IPFD3157 港元 

IPFD2158 人民币 贝莱德中国基金 - 澳元对冲 - 

累计 
澳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10 

IPFD3158 澳元 

IPFD2159 人民币 贝莱德中国基金 - 欧元对冲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11 

IPFD3159 欧元 

IPFD2160 人民币 汇丰环球新兴市场多元资产入息

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16 

IPFD3160 美元 

IPFD2161 人民币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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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161 港元 
汇丰环球新兴市场多元资产入息

基金 - 港元 - 分派 

IPFD2162 人民币 汇丰环球新兴市场多元资产入息

基金 - 欧元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18 

IPFD3162 欧元 

IPFD2163 人民币 汇丰环球新兴市场多元资产入息

基金 - 澳元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8000019 

IPFD3163 澳元 

IPFD2165 人民币 景顺亚洲机遇股票基金 - 美元 - 

累计（暂停申购） 
美元 股票型 C1050108000010 

IPFD3165 美元 

IPFD2164 人民币 汇丰环球低碳股票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8000051 

IPFD3164 美元 

IPFD2166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级证券化信用债券

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8000054 

IPFD3166 美元 

IPFD2167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级证券化信用债券

基金 - 澳元对冲 - 分派 
澳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8000055 

IPFD3167 澳元 

IPFD2168 人民币 
汇丰环球投资级证券化信用债券

基金 - 人民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另类投资型 C1050118000056 

IPFD2169 人民币 
摩根美国小型企业增长基金 - 美

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1 

IPFD3169 美元 

IPFD2170 人民币 
摩根美国小型企业增长基金 - 欧

元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2 

IPFD3170 欧元 

IPFD2171 人民币 安联环球人工智能股票基金 - 美

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3 

IPFD3171 美元 

IPFD2172 人民币 安联环球人工智能股票基金 - 欧

元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4 

IPFD3172 欧元 

IPFD2173 人民币 景顺环球消费趋势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5 

IPFD3173 美元 

IPFD2174 人民币 富达印度焦点基金 - 美元 - 分

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6 

IPFD3174 美元 

IPFD2175 人民币 富达印度焦点基金 - 欧元 - 分

派 
欧元 股票型 C1050119000007 

IPFD3175 欧元 

IPFD2179 人民币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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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179 美元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1 - 美元 

- 分派 

IPFD2180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1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2 

IPFD3180 港元 

IPFD2181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1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3 

IPFD3181 澳元 

IPFD2182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1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4 

IPFD3182 欧元 

IPFD2183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2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5 

IPFD3183 美元 

IPFD2184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2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6 

IPFD3184 港元 

IPFD2185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2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7 

IPFD3185 澳元 

IPFD2186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2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8 

IPFD3186 欧元 

IPFD2187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19 

IPFD3187 美元 

IPFD2188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0 

IPFD3188 港元 

IPFD2189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1 

IPFD3189 澳元 

IPFD2190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2 

IPFD3190 欧元 

IPFD2191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3 

IPFD3191 美元 

IPFD2192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4 

IPFD3192 港元 

IPFD2193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5 

IPFD3193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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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2194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6 

IPFD3194 欧元 

IPFD2195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5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7 

IPFD3195 美元 

IPFD2196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5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8 

IPFD3196 港元 

IPFD2197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5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29 

IPFD3197 澳元 

IPFD2198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5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30 

IPFD3198 欧元 

IPFD2199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1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43 

IPFD2200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2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44 

IPFD2201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45 

IPFD2202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46 

IPFD2203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5 - 人民

币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47 

IPFD2204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美元 

- 灵活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48 

IPFD3204 美元 

IPFD2205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港元 

- 灵活分派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49 

IPFD3205 港元 

IPFD2206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澳元

对冲 - 灵活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0 

IPFD3206 澳元 

IPFD2207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欧元

对冲 - 灵活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1 

IPFD3207 欧元 

IPFD2208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3 - 人民

币对冲 - 灵活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52 

IPFD2209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美元 

- 灵活分派 
美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3 

IPFD3209 美元 

IPFD2210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港元 港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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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210 港元 - 灵活分派 

IPFD2211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澳元

对冲 - 灵活分派 
澳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5 

IPFD3211 澳元 

IPFD2212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欧元

对冲 - 灵活分派 
欧元 均衡型 C1050119000056 

IPFD3212 欧元 

IPFD2213 人民币 
汇丰组合 - 环球智选 4 - 人民

币对冲 - 灵活分派 
人民币 均衡型 C1050119000057 

IPFD2176 人民币 贝莱德美洲多元化股票绝对回报

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9000008 

IPFD3176 美元 

IPFD2177 人民币 贝莱德美洲多元化股票绝对回报

基金 - 欧元对冲 - 累计 
欧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9000009 

IPFD3177 欧元 

IPFD2178 人民币 贝莱德美洲多元化股票绝对回报

基金 - 澳元 - 累计 
澳元 另类投资型 C1050119000010 

IPFD3178 澳元 

IPFD2214 人民币 富兰克林美国政府基金- 美元 - 

分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19000058 

IPFD3214 美元 

IPFD2215 人民币 富兰克林美国政府基金- 港元 - 

分派 
港元 债券型 C1050119000059 

IPFD3215 港元 

IPFD2216 人民币 富兰克林美国政府基金- 欧元对

冲 - 累计 
欧元 债券型 C1050119000060 

IPFD3216 欧元 

IPFD2231 人民币 联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09 

IPFD3231 美元 

IPFD2232 人民币 联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港元 

- 分派 
港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0 

IPFD3232 港元 

IPFD2233 人民币 联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 欧元

对冲 - 分派 
欧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1 

IPFD3233 欧元 

IPFD2234 人民币 
联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 澳元

对冲 - 分派 
澳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2 

IPFD3234 澳元 

IPFD2235 人民币 
联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 加元

对冲 - 分派 
加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3 

IPFD3235 加元 

IPFD2222 人民币 富达亚洲债券基金 - 每月特色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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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D3222 美元 息 - 美元 - 分派 

IPFD2223 人民币 
富达亚洲债券基金 - 每月特色派

息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03 

IPFD3223 港元 

IPFD2224 人民币 
富达亚洲债券基金 - 澳元对冲 - 

分派 
澳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04 

IPFD3224 澳元 

IPFD2226 人民币 汇丰环球低碳债券基金- 美元 - 

分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01 

IPFD3226 美元 

IPFD2227 人民币 美盛凯利环球基建基金- 欧元 - 

分派 
欧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05 

IPFD3227 欧元 

IPFD2228 人民币 美盛凯利环球基建基金- 美元对

冲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06 

IPFD3228 美元 

IPFD2229 人民币 美盛凯利环球基建基金- 澳元对

冲 - 分派 
澳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07 

IPFD3229 澳元 

IPFD2230 人民币 
美盛凯利环球基建基金- 人民币

对冲 - 分派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20000008 

IPFD2238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城市房地产股票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4 IPFD3238 美元 

IPFD2239 人民币 施罗德环球城市房地产股票基金 

- 欧元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5 IPFD3239 欧元 

IPFD2240 人民币 
联博美国增长基金-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6 

IPFD3240 美元 

IPFD2241 人民币 联博美国增长基金- 欧元对冲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7 

IPFD3241 欧元 

IPFD2242 人民币 
联博美国增长基金- 美元 - 分派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8 

IPFD3242 美元 

IPFD2243 人民币 
联博美国增长基金- 港元 - 分派 港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19 

IPFD3243 港元 

IPFD2244 人民币 联博美国增长基金- 澳元对冲 - 

分派 
澳元 股票型 C1050120000020 

IPFD3244 澳元 

IPFD2245 人民币 摩根新兴市场投资级别债券基金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21 



 

PUBLIC 

IPFD3245 美元 - 美元 - 分派 

IPFD2246 人民币 摩根新兴市场投资级别债券基金 

- 欧元对冲 - 累计 
欧元 债券型 C1050120000022 

IPFD3246 欧元 

IPFD2252 人民币 富达美元债券基金 - 美元 - 分

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01 

IPFD3252 美元 

IPFD2253 人民币 富达美元债券基金 - 美元 – 累

计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02 

IPFD3253 美元 

IPFD2254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1000003 

IPFD3254 美元 

IPFD2255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 - 欧元 - 

累计 
欧元 股票型 C1050121000004 

IPFD3255 欧元 

IPFD2256 人民币 
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 - 人民币对

冲 - 累计 
人民币 股票型 C1050121000005 

IPFD2257 人民币 汇丰蜕变亚洲股票基金 - 美元 - 

累计 
美元 股票型 C1050121000006 

IPFD3257 美元 

IPFD2258 人民币 汇丰蜕变亚洲股票基金 - 港元 - 

累计 
港元 股票型 C1050121000007 

IPFD3258 港元 

IPFD2259 人民币 安联环球机遇债券基金 - 美元 - 

分派 
美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08 

IPFD3259 美元 

IPFD2260 人民币 安联环球机遇债券基金 - 港元 - 

分派 
港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09 

IPFD3260 港元 

IPFD2261 人民币 安联环球机遇债券基金 - 欧元对

冲 - 分派 
欧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10 

IPFD3261 欧元 

IPFD2262 人民币 安联环球机遇债券基金 - 澳元对

冲 - 分派 
澳元 债券型 C1050121000011 

IPFD3262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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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海外基金清单可由本行不时增加、减少或调整，而无须事先通知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