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形成觀點可被視爲對現時經濟數據及市場環境的宏
觀觀點，從中可反映長線預期回報，而其制定是基於當
時所獲得的資訊。

團隊對個別資產類別的宏觀觀點將會分爲「正面」、
「中性」及「審慎」。

下一步是要辨別出有機會被列入優選基金名單的基
金。在這階段只有屬於「正面」及「中性」觀點資產
類別下的投資基金才會列入於入圍資產類別基金群
組，屬於「審慎」觀點資產類別的基金則不會入圍該
群組。

優選基金名單
重要風險警告

• 本文件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投資者不應只單獨基於本文件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

• 本文件並不擬及不構成任何招攬、建議或提供任何基金之投資意見。特別是本文件篩選基金方法並沒有考慮任
何個別投資者的個人情況。

• 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而所呈列的過往
表現資料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表現。

• 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就投資於新興市
場的基金而言，特別是有關投資於新興市場所涉及的風險因素）之全文）。

• 以上只列出投資者須注意的若干重要風險，請參閱以下「其他重要風險警告」及「注意事項」一節以知悉其他
重要風險。

•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審核。

2023年5月

恒生銀行優選基金名單(「優選基金名單」) 是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旗下投資顧問服務團隊(「團隊」)所製作。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是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全資附屬機構。

現時本行所分銷的投資基金涵蓋不同區域及資產類別，而團隊會定時根據以下篩選過程來評估基金，並選出預期長線
表現符合或較相關主要環球股票及環球債券指數好的一系列基金。

篩選方法
先由團隊根據一系列因素形成投資市場觀點，其中包括：

• 團隊對宏觀經濟數據的内部預測及分析，當中涉及收集及分析來自不同來源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第三
方研究報告、市場數據及其他公開或需獲授權才取得之資料；

• 不同資產類別的估值（例如：股票、債券、混合資產等）；

• 其他一系列考慮因素例如：政治及政策環境、資金流向及市場流動性、行業及商業基本因素；

• 將上述因素應用於分析具代表性地區，包括但不限於環球、美國、歐洲、亞太地區、新興市場、
中國內地及香港等。

@相關的指標是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所決定，為公衆所
認識，且涵蓋重要資產類別的環球指數

表示團隊預期該資產類別長期表現相對
主要環球市場指標較好＠

「正面」 (+)

「中性」 (=)

「審慎」 (-)

表示團隊預期該資產類別長期表現
接近主要環球市場指標＠

表示團隊預期該資產類別長期表現
相對主要環球市場指標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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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基金出現於優選基金名單，並不代表該基金會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亦不代表該基金可維持其歷史表現，相關的資料只供一般參
考之用。

最後是將上一步驟入圍基金群組中的各基金詳細評估後，得出「優選基金名單」，而名單上的基金均獲
得證監會授權。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該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該
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綜合基金本身的質化和量化評估，以及比較其他於相同資產類別的基金，團隊最終將選出一系列基金
組成恒生銀行「優選基金名單」。

• 量化評估

包括但不限於基金表現、規模、波動性、期內最大跌幅、股息分派、管理費用、其他第三方研究機
構所給予的評級及獎項等。

• 質化評估

包括但不限於透過與基金公司代表會面，了解基金的投資範圍、投資風格及哲學、基金公司及基金經
理的聲譽及往績、ESG方針（即環保、社會及管治）、基金公司所作的披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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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基金名單」表現 (截至27-04-2023)
基金列表的排序是先依由低至高的基金風險程度順序，再依基金名稱的英文字母排序

基金名稱
基金
編號i

報價
貨幣 成立日期ii

資產總值

(百萬, 以報價
貨幣計算)^

基金回報%(以報價貨幣計算)iii
風險

程度iv 基金分類v

年初
至今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短期債券AM2類 (美元 每月分
派-現金派息)

U45301 美元 06-12-2018 826.60 1.62 -5.38 0.82 4.63 5.81 - 1 環球債券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A類別股份 (美元 每月特色派
息(G)-現金派息)

U44937 美元 09-04-2013 335.62 1.81 -10.50 0.05 4.99 12.69 -2.89 2 環球債券

恒生亞洲債券基金A類單位(港元 每月現金派息) U45256 港元 28-03-2022 35.93* 4.77 -5.09 - - - - 2 亞洲及新興
市場債券

恒生香港債券基金A類單位 (港元 每月派息單位-現金派
息)

U43013 港元 09-09-2002 432.01 5.37 -10.52 -0.27 6.68 6.62 3.18 2 亞洲及新興
市場債券

聯博－美元收益基金AA類股份（美元 每月派息-現金派
息)

U45025 美元 09-01-2014 18,861.49 2.54 -13.09 -0.34 4.62 12.31 -1.11 3 環球債券

聯博－環球高收益基金AA類股份（美元 每月派息-現金
派息) 6

U45038 美元 09-01-2014 13,823.33 2.92 -12.32 2.82 1.83 13.42 -5.47 3 高收益債券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系統分析環球股票高息基金A6類股
份 (美元 每月派息股份-現金派息)

U44949 美元 08-10-2014 4,438.63 6.65 -14.85 17.01 8.86 17.27 -9.47 3 環球股票

富達基金 - 環球股息基金A類別股份 (美元 每月特色派
息(G)-現金派息)

U44429 美元 30-01-2012 12,305.15 7.78 -12.09 11.08 7.90 23.49 -4.81 3 環球股票

高盛全球多元資產收益投資組合(基準貨幣類股份 美元
總收益每月分派-現金派息)

U45131 美元 18-03-2014 436.43 5.42 -12.87 9.91 5.93 18.41 -5.89 3 股票債券混合

高盛全球千禧世代股票投資組合 (基準貨幣類股份 美元
累積)

U45130 美元 19-09-2012 1,608.32 13.71 -39.18 7.38 54.70 35.32 -6.38 3 環球股票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亞洲高入息債券基金AM2類
(美元 每月分派-現金派息)

U44838 美元 24-02-2017 564.81 1.79 -18.43 -6.58 5.60 11.65 -2.77 3 亞洲及新興
市場債券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AM2類 (美元 每月分派-現金派息)

U50004 美元 21-01-2022 41.88 4.84 -13.63 - - - - 3 股票債券混合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低碳債券 AM2類(美元 每月分
派-現金派息)

U45099 美元 21-03-2018 154.55 3.22 -14.91 -1.00 6.22 13.25 -0.09 3 環球債券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高入息債券AM2類 (美元 每月
分派-現金派息)

U44322 美元 28-07-2010 789.80 2.23 -15.76 -1.15 6.79 12.07 -3.16 3 環球債券

JPM亞太入息(美元)A股(每月派息-現金派息) U44437 美元 25-05-2012 1,784.75 2.90 -12.49 4.28 6.94 11.37 -6.08 3 股票債券混合

摩根全方位入息(美元)(每月派息-現金派息) U44388 美元 09-09-2011 4,796.04 3.15 -12.18 9.10 4.73 14.81 -5.03 3 股票債券混合

施羅德亞洲高息股債基金A類別 (美元 每月收息單位-現
金派息)

U44376 美元 27-06-2011 2,811.01 1.15 -14.50 3.57 2.27 12.14 -5.27 3 股票債券混合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綠息基金A2 MTD3 (D) 
類股份 (美元 每月派息-現金派息)

U45316 美元 12-03-2021 276.68 0.82 -17.51 -3.81 - - - 4 亞洲及新興
市場債券

富蘭克林入息基金A類 (美元 每月分派-現金派息) U43918 美元 01-07-1999 3,441.71 3.39 -7.33 13.88 1.26 13.90 -7.31 4 股票債券混合

高盛亞洲高收益債券投資組合 (基準貨幣類股份 美元 總
收益每月分派-現金派息) 6

U45366 美元 13-08-2020 512.00 -0.13 -13.78 -7.29 5.92 - - 4 高收益債券

恒生A股行業龍頭指數基金A類單位 (美元對沖 累積) U44912 美元 26-04-2018 9.25 6.87 -17.91 -12.77 23.74 35.53 -16.40 4 大中華股票

恒生指數基金A類單位 (港元) 4,5 U42272 港元 13-07-1998 2,799.98 0.30 -13.82 -13.02 -1.69 11.40 -11.70 4 大中華股票

恒生日本指數基金A類單位 (美元) 4,5 U42349 美元 04-10-1999 1.91 6.42 -16.54 0.87 12.91 17.99 -14.79 4 亞洲太平洋股
票 - 單一國家

恒生太平洋指數基金A類單位 (美元) 4,5 U42348 美元 04-10-1999 4.28 2.88 -16.42 5.77 20.20 17.64 -13.73 4 亞洲太平洋
股票 - 地區

恒生A股通低碳指數ETF非上市A類單位(港元對沖 累積)
4,5

U45281 港元 30-03-2023 - - - - - - - 4 大中華股票

恒生科技指數ETF非上市A類單位(港元 累積) 4,5 U45144 港元 28-06-2021 2,995.98 -6.59 -27.18 -31.59 - - - 4 行業股票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基建股票AM2類 (美元 每月分
派-現金派息)

U45356 美元 15-11-2022 651.91 - - - - - - 4 行業股票

摩根東協(港元)(累計) U44623 港元 04-02-2013 10,158.04 3.65 -5.27 5.82 0.33 9.81 -9.61 4 亞洲太平洋
股票 - 地區

摩根亞洲股息(美元)(每月派息-現金派息) U44513 美元 31-05-2013 1,294.16 3.60 -13.63 9.28 8.28 11.98 -8.11 4 亞洲太平洋
股票 - 地區

百達 - 精選品牌-HP美元股份類別 (美元) U44341 美元 16-11-2010 2,472.46 13.93 -15.65 34.22 18.45 35.54 -4.56 4 行業股票

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A2類股份 (美元 累積) U44503 美元 31-03-2000 3,759.92 1.23 -4.35 4.72 23.41 27.06 2.01 5 行業股票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黃金基金A類別 (美元 累積股
份)

U44801 美元 30-11-2007 557.70 17.44 -11.70 -11.91 25.97 38.23 -5.92 5 行業股票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A2 MDIS 類別 (美元 每月分派-現金
派息)

U44512 美元 28-09-2012 1,559.39 10.29 -18.88 3.53 13.88 14.91 -14.18 5 亞洲太平洋
股票 - 地區

資料來源：成立日期,資產總值 (百萬,報價貨幣計算)及基金回報%(以報價貨幣計算)等資料由 Morningstar Asia Limited所提供。
^資產總值資料，截31-03-2023 ，*截28-02-2023 ；基金回報%資料，截至27-04-2023 ；基金編號、基金之風險程度及基金分類分別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界定，資料截
至30-04-2023
於基金名稱下標註 1,２,３,４,５,6的基金：
1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1 ; 2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2 ; 3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3 ; 4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4
5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5 ; 6請詳閱本文件第4頁註釋中的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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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兩部份之一）：

註1：

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1」之基金（如適用）可能會廣泛地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故須承受較高的波動性以
及較高的信貸/交易對手及流通性風險。投資於該等基金將涉及較高的損失全部或重大部分投資本金之風險。

註2：

為了符合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訂定有關投資者分類之規定，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
行」）只會接受被本行分類為已對衍生工具的性質及風險有一般認識的客戶認購於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
2」之基金（如適用）。該等基金內的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承擔淨額（“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承諾方
法計算超逾該計劃的總資產淨值的50%，當中並不包括為了對沖目的而取得的金融衍生工具。

註3：

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3」之基金（如適用）是證監會的《網上分銷及投資諮詢平台指引》中定義的複雜產
品，投資者應審慎投資此類基金。

註4：

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4」之基金（如適用）是與指數基金有關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追蹤誤差風險：

概不能保證相關基金的表現將與相關指數的表現完全一致，相關基金須支付之收費及支出、有關投資組合重整的時
差、相關基金購入或出售相關指數成份股的價格、有關購入或出售時的市場情況、所使用的指數追蹤策略或金融衍
生工具等因素，將影響該基金相對於相關指數的表現。

被動式投資風險：

當市況逆轉時，基金經理沒有任何酌情權揀選個別股票或進行防禦。故此，就任何相關指數的下跌，將引致相關基
金的價值相應下跌。相關指數的成份可能會改變及現時組成相關指數的股份隨後可能會被除牌，及後亦可能會有其
他股份加入成為相關指數的成份股。

集中風險：

相關基金的投資可能會集中在單一或特定行業或一組行業或單一國家/地區。相關基金之表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
關單一或特定行業或市場之表現，相關基金之表現可能相對一般作廣泛投資之基金而較為反覆，因為相關基金較容
易受相關單一或特定行業或市場不利情況所影響。為了反映相關指數之成份股之比重，相關基金的投資可能會集中
在單一或數隻成份股。相關指數及基金的表現或會因一隻或數隻相關指數成份股的價格波動而受到重大影響。

註5：

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5」之基金（如適用）是與槓桿式指數基金有關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相關基金非常有別於指數追蹤基金。由於使用槓桿及受複合效應影響，相關基金的表現會相對相關指數之表現而被
放大（不論在升市或跌市）。由於相關基金對相關指數進行槓桿式投資，相關指數之價值下降將會引發相關基金資
產淨值較大及加速下跌。

使用槓桿式投資令相關基金承受相關指數不利走勢所引致的較大虧蝕風險。因此，投資者應密切（在波動期甚至應
每日）監察其於相關基金的投資。相關基金並不適合打算採取傳統的買入及持有策略的散戶投資者。

註6：

本「優選基金名單」標以「註6」之基金是根據本行內部評估界定為高收益債券基金，投資者認購此類基金時應審
慎了解主要投資於高息債務證券之基金的特點及風險，有關詳情可參閱《基金投資客戶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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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兩部份之二）：

i. 基金編號：

基金編號僅供參考。透過「恒生基金每月投資計劃」認購之基金及與貸款相連之基金，於客戶合約單上的基金
編號或會不同。

ii. 成立日期：

基金推出及運作的日期。

iii.回報：

• 所有回報乃根據於「報價貨幣」一欄列明之有關基金報價貨幣以及以有關基金之「資產淨值」之資料，以資產
淨值對資產淨值、從有關基金所得的所有股息（如有）再投資之原則計算。就計算回報時有否計及有關基金的
股息，Morningstar Asia Limited只會計及其於2023年4月27日計算有關基金的回報時已取得之股息資料。只
有於取得資料當日最少已有6個月的投資往績紀錄之基金，有關之百分比回報才會顯示。

• 就每一年之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為上一年之12月31日後，該年之百分比回報將會計算自有關基金
之成立日至該年年底。

• 年初至今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22年12月
31日至2023年4月27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 2022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21年12月31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於2021年12月31日之後，則計算基金自成立日
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 2021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20年12月3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於2020年12月31日之後，則計算基金自成立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 2020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19年12月31
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於2019年12月31日之後，則計算基金自成立日
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 2019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18年12月31
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於2018年12月31日之後，則計算基金自成立日
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 2018回報—此乃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就其於2023年4月27日已取得之資料，計算基金自2017年12月31
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於2017年12月31日之後，則計算基金自成立日
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的百分比回報。

iv.風險程度：

本行界定某一隻基金的風險程度（1=低風險、2=低至中度風險、3=中度風險、4=中度至高風險、5=高風
險），乃是根據本行按不同風險因素作出之內部評估，包括但不限於該基金所屬投資市場組別之風險程度、基
金波幅、市場環境、基金之投資目標及基金之投資策略等而釐定的，並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本行就某一
隻基金界定之風險程度將每半年評估一次，最近半年度風險程度評估的結果之生效日期為30-01-2023。本行可
不時更改就某一隻基金所界定的風險程度而不作事先通知。近期添加到本行平台的基金之風險程度是於基金添
加日期評估的。有關風險評估的資料乃本行根據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整理而成。

v. 基金分類：

「 基 金 分 類 」 之 分 類 類 別 ， 資 料 截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 有 關 「 基 金 分 類 」 之 全 部 分 類 ， 請 參 閱
https://www.hangseng.com/zh-hk/fundsupermart/advancesearch/p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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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風險警告：

• 基金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一般須承受該等投資的交易對手及／或發行人的交易對手和信貸風險，以及其
他風險。與基金交易的交易對手╱發行人周轉不靈及╱或失責不履行償付責任會對基金的資產值及償付責任的
能力有不利影響。

• 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基金會涉及特殊的考慮因素及較高的風險。並非所有的新興市場都受到監管，其監管及法
律架構可能較不完善及可能存在經濟、社會及政治之不穩定等。該等市場可能遠較已發展市場波動。新興市
場基金的投資不及其他種類的基金多元化，因此，波幅可能較大。滙率的波動亦可能對基金投資的價值有不
利影響。投資者亦須注意投資於單一國家╱市場的集中風險。

• 投資回報是以有關基金貨幣計算（可能是外幣）。以美元/港元作出投資的投資者，需承受美元/港元/外幣兌
換率的波動的風險。

• 基金被列入本「優選基金名單」內並不表示該基金適合閣下，亦不代表其將來之表現會繼續與過去相近。該
資料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概無保證投資者將可就投資於某一基金取得任何回報或就所投資的本金取得
回報。除非投資者完全明白及願意承受與某一基金的相關投資有關的各種各樣風險（該等風險可能令該基金
承受收益以及本金方面的重大損失）以及擁有所需的財政資源以承擔損失重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投資本金
的風險，否則投資者不應投資於該基金。

• 投資者應避免過度投資於任何一類投資產品（以該投資佔整個投資組合之比例計），包括任何擬對有關基金
之投資，以避免投資組合過度受某一種投資風險影響。

• 投資者須注意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而所呈列的過往表現
資料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表現。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
括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就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基金而言，特別是有關投資於新興市場所涉及的風險因素）之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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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所分銷以供香港零售投資者投資之投資基金而言，本行乃以代理人之身份
行事。本行所分銷之該等基金乃由不同基金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於本行之關聯公司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及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與本行全資附屬公司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恒生投資管理」)。

• 本行及／或其聯營公司／附屬公司（包括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或會於該等由本行分銷之投資基金擁有權
益，亦可能會就該等基金提供意見或相關投資服務。

• 基於以下原因，本行並非獨立中介人︰
(i) 本行就分銷投資基金向包括恒生投資管理之其他人士（當中可能包括產品發行人）收取費用、佣金或其他

金錢利益，詳情請參考本行就金錢利益所作披露；及／或
(ii) 本行向包括恒生投資管理之其他人士收取非金錢利益，或與本行可能分銷之產品之發行人之間存在密切關

連或其他法律或財政關係。
• 如欲查閱所有本行代理之基金及有關之基金銷售說明書，請到各分行索取或於網頁www.hangseng.com下

載。

• 除另有指明，本文件內之基金已獲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資料截至2023年4月
30日）。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該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
表該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 本文件並不擬及不構成任何招攬、建議或提供任何基金之投資意見，並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

• 本行為本文件所載基金（此等基金僅屬本行所分銷基金中的一部分）的分銷商。本行會就所分銷的基金收取
報酬及年金。

• 在此所載基金表現之資料及統計數據（合稱「資料」）乃由Morningstar Asia Limited提供並僅供一般資料及
參考之用，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及本行盡力確保所提供資料乃屬準確及可
靠，但對其準確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證，亦毋須就由於任何不正確或遺漏而導致之損失或損害負責
（不論屬侵權或合約或其他方面）。就所披露的由外界提供的基金資料，本行合理地相信該等資料是準確、
完整及最新的。投資者須對「資料」的相關性、準確性及充足性自行作出評估，並就此評估進行認為需要或
合適的獨立調查。

投資涉及風險。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就訂立任何投資安排之建議或招攬。過往表現並不表示
將來亦會有類似的表現。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之詳情。

本文件的中英文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在事前未得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以書面方式表示批准的情況下，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途徑（包括電子、機械、複印、錄影或其他形
式）複製或傳送本文件各部分或將本文件各部分儲存於可予檢索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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