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变更部分代客境外理财计划产品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的通知   

  

尊敬的客户，您好！  

   

为了产品的准确查询和更好的客户体验，我行决定自 2017年 8月 29日起，对下列 57支代

客境外理财计划-开放式海外基金型产品的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下称

“登记编码”）进行变更，变更后的详情请见下表（该等产品对应的《海外基金基本信

息》及其他产品文件也将相应修改）：  

  

产品名称  参考编号  登记编码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环球股票收益

进升基金 - 澳元对冲  IPFD2117I/PFD3117  C105011600039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环球股票收益

进升基金 - 人民币对冲  IPFD2118  C105011600039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日本基金 -  

A(分派) - 美元类别  IPFD2112/IPFD3112  C1050115000282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环球股票收益

进升基金 - 美元  IPFD2116/IPFD3116  C105011600039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日本基金 -  

A(累计) - 美元类别  IPFD2110/IPFD3110  C1050115000280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日本基金 -  

A(累计) - 美元对冲类别  IPFD2111/IPFD3111  C1050115000281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企业债券基金（A6 - 美元）  IPFD2103/IPFD3103  C105011500027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企业债券基金（A8 - 澳元对冲）  IPFD2104/IPFD3104  C1050115000279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德盛欧洲股息基金－ 

AM类（欧元）收息股份  IPFD2092/IPFD3092  C105011400023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企业债券基金（A8 - 人民币对冲）  IPFD2102  C105011500027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德盛欧洲股息基金－ 

AM类（H2-美元对沖）收息股份  IPFD2090/IPFD3090  C105011400023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德盛欧洲股息基金－ 

AM类（H2-澳元对沖）收息股份  IPFD2091/IPFD3091  C105011400023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 

(每月派息)加元对冲类别  IPFD2088/IPFD3088  C105011400023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德盛欧洲股息基金－ 

AM类（H2-人民币对沖）收息股份  IPFD2089  C105011400023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 

(每月派息)人民币对冲类别  IPFD2085  C1050114000231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 

（每月派息）美元类别  IPFD2086/IPFD3086  C1050114000232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东协基金 （累

计）人民币对冲类别  IPFD2083  C1050114000229  

 

产品名称  参考编号  登记编码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东协基金 （累

计）美元类别  IPFD2084I/PFD3084  C1050114000230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股票收益基金 （澳元对冲）  IPFD2082/IPFD3082  C105011400022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股票收益基金 （人民币对冲）  IPFD2080  C105011400022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 - 环

球股票收益基金 （美元）  IPFD2081/IPFD3081  C105011400022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元股票 - 人民币对冲  IPFD2078  C105011400022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元股票 - 美元对冲  IPFD2079/IPFD3079  C105011400022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邓普顿亚洲增长基金  

- 人民币对冲  IPFD2076  C1050114000222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邓普顿亚洲增长基金  

- 美元  IPFD2077/IPFD3077  C105011400022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澳元对冲  IPFD2074/IPFD3074  C1050114000220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加元对冲  IPFD2075/IPFD3075  C1050114000221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欧元对冲  IPFD2073/IPFD3073  C1050114000219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港元  IPFD2072/IPFD3072  C105011400021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人民币对冲  IPFD2070  C105011400021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环球股票专注波幅 - 美元  IPFD2071/IPFD3071  C105011400021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

基金 - 美元对冲  IPFD2065/IPFD3065  C105011400021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

基金 - 港元对冲  IPFD2066/IPFD3066  C105011400021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富兰克林美国机会基

金 - 港元  IPFD2063/IPFD3063  C105011300028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

基金 - 欧元  IPFD2064/IPFD3064  C105011400021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

基金 - 欧元  IPFD2059/IPFD3059  C105011300028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富兰克林美国机会基

金 - 美元  IPFD2062/IPFD3062  C105011300028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

基金 - 美元  IPFD2057/IPFD3057  C1050113000282  

产品名称  参考编号  登记编码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富达基金 - 环球股息

基金 - 港元  IPFD2058/IPFD3058  C105011300028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澳元  IPFD2055/IPFD3055  C105011200023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加元  IPFD2056/IPFD3056  C105011200023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美元  IPFD2053/IPFD3053  C105011200023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全方位入息基金  

- 港元  IPFD2054/IPFD3054  C105011200023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投资基金 - 环球

高收益债券基金 - 美元  IPFD2051/IPFD3051  C105011200023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投资基金 - 环球

高收益债券基金 - 港元  IPFD2052/IPFD3052  C105011200023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 JF亚太入息基金 

- 美元 （暂停申购）  IPFD2049/IPFD3049  C1050112000231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摩根 JF亚太入息基金 

- 港元 （暂停申购）  IPFD2050/IPFD3050  C1050112000232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中国消费潮流- 美元  IPFD2041/IPFD3041  C1050112000229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中国消费潮流- 港元  IPFD2042/IPFD3042  C1050112000230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亚太收益增长股票- 美元  IPFD2039/IPFD3039  C1050112000227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汇丰环球投资基金 - 

亚太收益增长股票- 港元  IPFD2040/IPFD3040  C1050112000228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汇丰亚洲高收益债券

基金- 美元  IPFD2037/IPFD3037  C1050112000225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汇丰亚洲高收益债券

基金- 港元  IPFD2038/IPFD3038  C1050112000226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汇丰亚洲债券基金- 

美元  IPFD2035/IPFD3035  C1050112000223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汇丰亚洲债券基金- 

港元  IPFD2036/IPFD3036  C1050112000224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景顺亚洲平衡基金- 

港元  IPFD2026/IPFD3026  C1050111000182  

汇丰代客境外理财计划 – 景顺亚洲平衡基金- 

美元  IPFD2025/IPFD3025  C1050111000181  

  

您可依据以上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查询相关产品信息。  

  

详情请咨询您的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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