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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我行近期接获海外基金管理人通知，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贵金属基金将于近日清盘，所

有实物资产及负债将注入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为此，我行特通知如下： 
 
1. 海外基金管理人通知 
 

根据施罗德基金管理人的通知，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贵金属基金（“施罗德贵金属基金”

或“注资方基金”）将于 2016年 6月 29日（“生效日期”）将其所有实物资产及负债（“注资”）

注入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环球黄金（“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或“接管方基金”）。注资已

获施罗德贵金属基金注册地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认可。施罗德贵金属基金将于注资后清盘。 

 
（1）注资理由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的董事会根据其就注资入接管方基金是否符合股东利益作出决定的权

力，经过详细分析及审核后已决定，基于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投资目标之相对类似之

处，注资方基金的股东将受惠于向接管方基金作出的注资。截至 2016年 3月 31 日，施罗德

贵金属基金基金规模约 128.9百万美元，基金规模太小而难于以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施罗

德另类投资方略的董事会相信，由于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为一只 UCITS 基金（即欧盟可转

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相比施罗德贵金属基金可以在全球不同国家获更广泛的分销及认可，

而且注资也可为注资方基金所有股东带来较低的经常性开支。 

 
（2）注资方基金和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类似及差异之处概要 

(i)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类似之处如下： 

– 结构：两者均为符合资格作为可变资本投资公司（Société dˈ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SICAV」）的开放式投资公司的子基金；  

– 主要营运机构：两者均有相同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及保管人/存管处；  

– 投资目标：注资方基金其中一个目标及接管方基金的目标为透过投资于与黄金相关工业

的公司之股票以提供资本增长； 

(ii)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差异之处如下: 

– 基金类型：注资方基金为期货及期权基金，而接管方基金为股票基金； 

– 合资格资产：注资方基金同时投资于实物抵押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及商品相关股票，而

接管方基金将纯粹集中于商品相关股票；  

– 分散投资的限制：注资方基金并无分散投资的限制，而接管方基金须遵从5/40分散投资

规则； 

– 波动性：预期接管方基金的波动性会因其较为集中于股票投资而稍为高于注资方基金； 

– UCITS规例：注资方基金毋须遵从UCITS规例，而接管方基金则须遵从UCITS规例；  

– 基金规模：注资方基金于截至2016年3月31日管理约128.9百万美元，而接管方基金则尚

未推出，但将于注资后成立；  

详情请参看附件：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特性对照表 

 
（3）注资的预期影响 

预期注资将会对注资方基金的股东带来有利的影响，所依据的理由如下：(i)尽管两项基金

均有大致类同的市场投资参与，两者均投资于涉及黄金相关工业的公司之股票，施罗德基金

管理人相信，鉴于接管方基金较为集中于股票投资，接管方基金具潜力在长远而言实现较大

的回报。投资团队能胜任且具经验管理黄金相关策略。管理注资方基金的投资部门将管理接

管方基金，并将于注资后继续管理。(ii)施罗德基金管理人相信，接管方基金的资产在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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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会有增长，并应达致降低向投资者收取的经常性开支。请注意，在注资之前可能会出现

注资方基金被大量赎回的风险，这可能减少接管方基金透过注资而收到的资产。同时亦有接

管方基金于推出后未必可吸纳如预计般多资产的风险。 

 

以上是海外基金管理人有关注资的部分通知内容，您亦可通过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网站[www.schroders.com.hk]查阅《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施罗德贵金属基金客户通知

函》及相应海外基金说明书以了解更多关于本次注资事件的信息。 

 
2. 您持有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基金） 

 

以上注资事件触发了我行对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的风险评级审查。基于我行最新审查结果，我行已于 2016年 6月 3 日将汇丰代客境

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基金）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最高级 5

级。 

 

鉴于施罗德贵金属基金将于注资后清盘，针对我行发行的投资于该海外基金的汇丰代客境外

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我行本着善意和适当谨慎的原则，基于法律法规和海

外基金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提供如下方案供您选择： 

 

方案 1：选择持有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 

 

若您希望持有投资于接管方基金（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

式海外基金型产品，请于 2016年 6月 22日前亲临我行网点并签署相关产品文件，以接受同

等价值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理财

计划单位以替换您持有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基

金）的理财计划单位（“注资替换”）。我行将不会就注资替换收取任何费用。注资替换后您

所持有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理财计

划单位数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理财计划单位数（对应于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 （施罗德贵金属基金于生效日期的基金净

值×您所持有的理财计划单位数（对应于施罗德贵金属基金））/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首次

基金净值。 

 

请注意，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将仅

开放给持有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基金）的投资

者以满足其注资替换需求。如您选择持有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

品（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注资替换完成后，您将无法继续申/认购该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亦不能将您届时持有的投资于施罗德基金的代客境外理财计划项下的理财计划单位转换为

对应于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理财计划单位。 

 

方案 2：选择赎回或转换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

基金）的理财计划单位 

 

若您无意持有投资于接管方基金（施罗德环球黄金基金）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

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您可于 2016年 6月 22日前亲临我行网点或通过网上银行部分或全部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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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您持有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属基金）的理财

计划单位，或者将您持有的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施罗德贵金

属基金）的理财计划单位部分或全部转换成对应于另一只可互换的施罗德基金的理财计划单

位。我行将免除此项转换的转换费。 

 

我行提供的以上信息并非也不应被视为关于持有、赎回或转换任何产品的建议。投资有风

险，过往表现不代表也不预示将来表现。您可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您的风

险偏好、投资经验、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等），考虑和自行决定持有相关代客境外理财产品

或是适时选择赎回或转换。您若有任何疑问或者希望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您可随时垂询您的

您经理或拨打理财热线 800 820 8828（卓越理财）/ 800 820 8878（运筹理财）。 

 

 

谢谢！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6 日 

 

 

附件：注资方基金及接管方基金的主要特性对照表 

 

 注资方基金： 施罗德另类投资方略 

– 施罗德贵金属基金 

接管方基金：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环球黄金  

结构  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法律成立为「有限

公司」的开放式投资公司，并符合资

格作为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可变资本投资公司）

（「SICAV」）及作为有关另类投资

基金经理的2013年7月12日法律第

1(39)条所定义的另类投资基金的子

基金。 

基金不符合资格作为UCITS  

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法律成立为「有限

公司」的开放式投资公司，并符合资

格作为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可变资本投资公

司）（「SICAV」）的子基金。 

基金符合资格作为UCITS  

监管状况  在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登记及获香

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  

在卢森堡金融业管理局登记及获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  

管理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投资经理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存管处  J.P. Morgan Bank Luxembourg S.A.  J.P. Morgan Bank Luxembourg S.A.  

香港代表人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类型  期货及期权基金 股票基金  

基金货币  美元  美元  

推出日期  2008年7月7日 尚未推出（基金将于生效日期或之后

透过注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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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限制的

主要更改  

- 无分散投资限制 - 遵从5/40分散投资规则：在某单一

发行人超过5%的投资不可占整个投资

组合40%以上。 

投资目标及

政策 

投资目标：  

基金的投资目标是透过投资于与黄

金及贵金属商品有关的工具以及全

球各地参与贵金属相关工业的公司

股本以产生长期的增值。 

 

投资政策：  

基金主要投资于一系列与黄金及贵

金属商品有关的衍生工具，主要包括

期货及其他商品挂钩衍生工具（例如

实物商品掉期、商品指数期货）、股

票、交易所交易基金、结构性票据，

以及在较少程度上投资于债务证券、

可换股证券、贵金属相关行业发行商

所发行的认股权证。基金亦可投资于

外币（例如远期货币合约、货币期权

及货币掉期）及现金或现金等值，包

括存款证、国库券及浮息票据。 

投资目标：  

基金透过投资于与黄金相关的公司的

股票，旨在提供资本增值。 

 

 

 

投资政策：  

基金将最少三分之二的资产（现金除

外）投资于世界各地涉及黄金业的公

司的股票和股票相关证券，亦会透过

股票、基金和合资格黄金和其他贵金

属可转让证券投资于黄金和其他贵金

属。基金最高可持有40%的现金、存款

和货币市场工具。基金不会直接投资

于任何实物商品或签订任何有关实物

商品的合约。 

基金可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对冲和投

资目的。然而，基金无意为投资目的

而大量运用金融衍生工具。 

合资格资产  - 股票  

- 交易所交易基金（包括实物抵押商

品交易所交易基金）  

- 金融衍生工具 

- 债务证券  

- 可换股证券 

- 现金、存款及货币市场工具 

- 股票  

- 投资基金  

- 交易所交易基金（不包括实物抵押

商品交易所交易基金）  

- 金融衍生工具 

- 现金、存款及货币市场工具 

 

主要风险  -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 

- 商品投资风险 

- 行业集中风险 

- 集中投资的风险 

 

- 股票投资风险 

- 有关投资于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风

险 

- 行业集中风险 

-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 

- 货币风险  

股息政策  A累积股份类别－不会派发股息，但

会将股息再投资于基金 

A累积股份类别－不会派发股息，但会

将股息再投资于基金 

费用 申/认购费率：2.50% 

 

以下费用由海外基金公司收取，并反

映在基金净值当中： 

投资管理费：每年1.50%  

存管费：每年不多于0.005%  

行政费：每年不多于0.3%  

申/认购费率：2.50% 

 

以下费用由海外基金公司收取，并反

映在基金净值当中： 

投资管理费：每年1.50%  

存管费：每年不多于0.005%  

行政费：每年不多于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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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费：每年0.00%  

保管服务费：每年不多于0.3%  

交易费用（由保管人征收）：每宗交

易不多于150美元 

会计及估值服务费： 不多于0.020%  

分销费：每年0.00%  

保管服务费：每年不多于0.3%  

交易费用（由保管人征收）：每宗交

易不多于150美元 

会计及估值服务费： 不多于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