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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太股票入息基金  2022年10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英鎊 1.88%   

A2 類 美元 1.88%   

A4(G)類 歐元對沖 1.88%   

A5(G)類 港元 1.88%   

A5(G)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8%   

A5(G)類 美元 1.88%   

A6 類 港元對沖 1.87%   

A6 類 美元 1.87%   

A8 類 澳元對沖 1.88%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8%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88%   

C5(G)類 新加坡元對沖 3.13%   

C5(G)類 美元 3.12%   

D2 類 美元 1.13%   

D4(G)類 英鎊 1.19% ^  

D5(G)類 新加坡元對沖 1.13%   

D5(G)類 美元 1.1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 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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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 

 每季：A5(G)、C5(G)、D5(G) 

 每年：A4(G)、D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太股票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股票投資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本基金將不少於70%的總資

產投資於在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印度、南韓及台灣）。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 亞太區指包含亞洲及周邊太平洋島嶼國家（包括澳州和新西蘭）在內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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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4(G)、5(G)、

6及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

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

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

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4.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亞太區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

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比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額為大。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

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太區(日本除外)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

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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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本基金的

認購和贖回或會涉及貨幣兌換。貨幣兌換將按適用匯率進行，須受限於適用的差價。 
 

 並非以人民幣為基礎的投資者須承受外匯風險，概不保證人民幣兌投資者的本國貨幣不會貶值。人民

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投資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因此，CNY和CNH不一定有相同的匯率，其走勢方向亦未必

一樣。在為計算具有人民幣參考貨幣的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而須將本基金的基本貨幣兌換為人民幣

時，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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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1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亞太（日本除外）指數（MSCI All Country Asia Pacific ex Japan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9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本基金 26.6 10.2 4.6 -10.6 7.9 28.5 -20.3 15.1 14.4 1.9

基準† 22.3 3.4 2.8 -9.4 6.8 37.0 -13.9 19.2 2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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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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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巨龍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5%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5%   

A2 類 歐元 1.85%   

A2 類 歐元對沖 1.85%   

A2 類 英鎊 1.85%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85%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5%   

A2 類 美元 1.85%   

A4 類 英鎊 1.84%   

C2 類 歐元 3.10%   

C2 類 美元 3.10%   

D2 類 澳元對沖 1.09%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9%   

D2 類 歐元 1.09%   

D2 類 歐元對沖 1.09%   

D2 類 英鎊 1.09%   

D2 類 美元 1.09%   

D4 類 英鎊 1.09%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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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洲巨龍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亞洲（日本除外）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

務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印度、南韓及台灣）。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亞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

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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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日本除外），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

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日本除外）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

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8.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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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亞洲（日本除外）指數（MSCI All Country Asia ex Japan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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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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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增長型領先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4%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4%  
A2 類 歐元對沖 1.84%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4%  

A2 類 美元 1.84%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8%  

D2 類 歐元 1.08%  

D2 類 歐元對沖 1.09%  

D2 類 英鎊 1.08%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8%  

D2 類 美元 1.08%  

D3 類 美元 1.0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D3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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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洲增長型領先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亞洲（日本除外）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

務的公司之股票。本基金側重於投資顧問認為具盈利或銷售額增長率高於平均水平及資本回報率較高或正

在增長等增長投資特性的行業和「領先」公司。這些公司亦可能具備或展現潛力，在其經營所在地區或在

其主要業務領域中一項或多項產品或服務取得高於平均水平的市場份額。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印度、南韓和台灣）。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由於本基金為股票基金，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

並現時屬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若干亞洲國家，日本除外）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

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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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日本除外），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

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日本除外）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

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8.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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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滾存

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基金

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認為

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亞洲（日本除外）指數（MSCI All Country Asia ex Japan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2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2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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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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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21%     

A2 類 歐元對沖 1.21%     

A2 類 英鎊對沖 1.21%     

A2 類 港元對沖 1.21%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1%     

A2 類 美元 1.21%     

A5 類 美元 1.19% &    

A6 類 美元 1.21%     

A8 類 澳元對沖 1.21%     

A8 類 歐元對沖 1.21%     

A8 類 英鎊對沖 1.21%     

A8 類 港元對沖 1.21%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21%     

A8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1%     

D2 類 歐元對沖 0.71%     

D2 類 英鎊對沖 0.71% &    

D2 類 美元 0.71%     

D3 類 歐元對沖 0.71%     

D3 類 英鎊對沖 0.71% &    

D6 類 美元 0.71%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

但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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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D3、D6 

 每季：A5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的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亞洲政府和機構及在亞洲註冊或從事大部份

經濟活動的公司發行並以不同貨幣計值的高收益(即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定息證券。這些證券可包括全線定

息證券，例如所有不同到期期限的債券、匯票和票據、貨幣市場工具、存款證、商業票據及或然可換股債

券。 
 

本基金的相關債券並沒有側重於特定行業/界別、計值貨幣或市值。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及在符合本基金的目標之下，本基金總資產的其餘部份可投資於全球各

地任何經濟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及投資級債務證券，惟本基金的

股票投資將少於其資產淨值的30%。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

投資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

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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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

要相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亞洲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

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

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

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

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3. 資本增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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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

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

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

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本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

金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

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

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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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NM0423U-2874260-25/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22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ICE美銀美林混合指數：ACCY, 20% Lvl4上限3%限制指數（ICE BofAML Blended Index: ACCY, 20% Lvl4 Cap 

3% Constrain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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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從2020年12月1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的期間，管理費將扣減年率0.30%。折扣可隨時更改或撤銷，

由管理公司酌情決定，惟須事先向股東發出書面通知。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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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67%  

A6 類 港元對沖 1.67%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67%  

A6 類 美元 1.6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的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

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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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洲多元資產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

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從其投資提供入息及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將直接和間接透過認可投資，以其至少70%的總資產

投資於在亞洲（日本除外）註冊或從事大部份經濟活動的發行人及公司發行的定息可轉讓證券及股本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全線認可投資，包括股票、股票相關證券、定息證券（包括非投資級或無評級*）、集體投資

計劃、現金、存款及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資產淨值的80%投資於股票。本基金對於所投資的股票，並不特別側重於特定行業/界別

或市值。 
 

本基金亦可最多以80%投資於定息證券（包括非投資級或無評級*）。這些證券可包括全線定息證券，例如

由公司、政府、政府機構或跨國/超國家組織發行的所有不同到期期限的債券、匯票和票據、貨幣市場工具、

存款證和商業票據，以及或然可換股債券。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

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採取靈活的資產配置策略，並側重於產生入息的證券(包括定息可轉讓證券及派息股票)。本基金在決

定其股票分配時，會考慮宏觀經濟、國家及行業觀點，在決定其固定收益分配時，會考慮宏觀經濟、信貸及

利率觀點。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

資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

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

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

要相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本基金亦可將合計最多以其資產淨值的30%訂立總回報掉期(「TRS」)及差價合約。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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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動態資產配置策略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可定期重新調整，因此，本基金可能招致較採用靜態配置策略的基金更高的交易費用。 
 

3. 與股票有關的風險 

• 股票市場風險：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

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

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

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亞洲(日本除外)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

動性較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

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

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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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日本除外)。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

動。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日本除外)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

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與總回報掉期有關的風險 

與總回報掉期有關的損失風險限定於參考投資、指數或一籃子投資的總回報率與定息或浮息付款之間

的淨差額。如總回報掉期的另一方違約，在正常情況下，本基金的損失風險將包括每方按合約有權收

取的總回報付款的淨額款項。 
 

11. 與差價合約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差價合約，可能須承受市場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視乎相關資產的價格變動及任何隨之而

來的催繳按金通知而定。若合約的交易對手並未履行其財務責任，本基金亦可能須承受交易對手/信

貸風險，可能導致合約只剩少許價值或毫無價值，不論相關資產的價值有多少。 
 

12.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3.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類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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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資額回報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

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或總收入支付

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14.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9年12月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投資者應注意，章程標題為「所用基準」的分節所述的有關指數不應用以比較本基金的表現。 
 

本基金發行日：2016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NM0423U-2874260-32/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29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股份價格

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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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1.21%  
A2 類 歐元對沖 1.21%  

A2 類 港元對沖 1.21%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1%  
A2 類 美元 1.21%  
A3 類 澳元對沖 1.21%  
A3 類 歐元對沖 1.21%  
A3 類 港元對沖 1.21%  
A3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21%  
A3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1%  
A3 類 美元 1.21%  
A6 類 歐元對沖 1.21%  
A6 類 英鎊對沖 1.21%  
A6 類 港元對沖 1.21%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1%  
A6 類 美元 1.21%  
A8 類 澳元對沖 1.21%  
A8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21%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21%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21%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21%  
C1 類 美元 2.47%  
C2 類 美元 2.47%  
D2 類 歐元對沖 0.71%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1%  
D2 類 美元 0.71%  
D3 類 港元對沖 0.71%  
D3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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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類 美元 0.71%  
D4 類 英鎊對沖 0.71%  
D6 類 美元 0.71%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D6 

 每年：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

每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

決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亞洲老虎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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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由亞洲老虎國家**政府╱機關及在亞洲老虎國

家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包括非投資級*債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

投資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的債

務證券。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

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

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

要相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

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

招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亞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

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 「亞洲老虎國家」指南韓、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香港、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印度尼西

亞、澳門、印度及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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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4.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5.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

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

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

息損失的風險。 

 
6.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

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

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

金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

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8.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

蒙受巨額損失。 
 

9.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

可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0.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老虎國家，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

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日本除外）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

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11.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

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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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回報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

息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

派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

資本扣除。 
 

12.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3.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

對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價值減損。 

 
14.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

貨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

貨幣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5.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

票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

市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

部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

證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

亦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

業集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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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大通亞洲信貸指數（JP Morgan Asia Credit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6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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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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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中國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 本基金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QFI」）制度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該機制讓境外機構

投資者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外投資計劃」）及／或債券通。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

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QFI持牌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或BlackRock Group聯營公司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QFI保管人／在岸結算代

理人：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 0.98%  

A2 類 歐元 0.98%  

A2 類 日圓對沖 0.97%  

A2 類 人民幣 0.98%  

A2 類 美元 0.98%  

A2 類 美元對沖 0.97%  

A3 類 港元 0.98%  

A3 類 人民幣 0.98%  

A3 類 新加坡元 0.98%  

A3 類 美元 0.98%  

A6 類 澳元對沖  0.98%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8%  

A6 類 歐元對沖  0.97%  

A6 類 英鎊對沖 0.97%  

A6 類 港元對沖  0.98%  

A6 類 紐西蘭元對沖 0.97%  

A6 類 人民幣 0.98%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98%  

A6 類 美元對沖 0.97%  

A8 類 港元對沖 0.98% * 

A8 類 美元對沖 0.98% * 

C2 類 美元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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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類 歐元 0.64%  

D2 類 歐元對沖  0.62%  

D2 類 人民幣 0.64%  

D2 類 美元 0.64%  

D2 類 美元對沖  0.62%  

D3 類 美元 0.64%  

D4 類 英鎊對沖  0.63%  

D6 類 人民幣 0.64%  

D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62%  

D6 類 美元對沖 0.6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人民幣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 C2, 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 A6, A8, D3, D6 

 每年：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中國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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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透過認可機制（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

報價系統及／或透過境內或境外發行及／或任何日後開發的渠道）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中國政府

及政府機構或在中國從事大部份經濟活動的實體發行並以人民幣或其他非中國當地貨幣（即非人民幣貨幣）

計值的定息可轉讓證券。  
 

本基金可透過以下個別方式投資於中國而不受限制：(1)QFI制度及(2)透過(i)境外投資計劃及／或(ii)債券通

及／或(iii) 相關規例可能不時允許的其他方法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線允許的定息可轉讓證券及定息相關證券，包括城投債*（最多為總資產的100%）及非

投資級**（以總資產的50%為限）。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1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的

債務證券。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少於其資產

淨值的 30%。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 20%為限。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

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本基金可運用

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

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

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破

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

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城投債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上市債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工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營公

司成立的獨立法律實體，為公共福利投資或基建項目籌集資金。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即非中國的認可信貸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

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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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由中小型公司發行的債務證券的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可能較高。此外，與較

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

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

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

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

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

息損失的風險。 
 

• 城投債風險：城投債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行，該等債券一般不獲中國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擔保。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支付城投債的本金或利息方面違約，本基金可能

蒙受巨額損失及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

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

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

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基

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可

靠性。 
 

3. 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 與透過QFI機制進行投資有關的風險：本基金進行有關投資或全面實施或執行其投資目標和策略的

能力須受限於中國的適用法律、規則和規例(包括對投資及調回本金和溢利的限制)，該等法律、規

則和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 
 

 若QFI的批核被撤回/終止或因其他原因無效，以致本基金被禁止買賣有關證券及調回本基金的資

金，或如任何主要營運者或營運方(包括QFI保管人/經紀)破產/違約及/或喪失履行其責任(包括執行

或結算任何交易或調撥資金或證券)的資格，本基金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 與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可能承受監管風險及不同風險，例如波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結算及交易對手風險，以及一般適用於債務證券的其他風險因素。投資於中國銀行間

債券市場的相關規則及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若相關中國機關暫停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買賣，本基金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能力將受限，本基金可能因而蒙

受巨額損失。  
 

• 中國稅務風險：對於本基金透過QFI制度、境外投資計劃或債券通在中國的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益，

與之有關的中國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和慣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能具有追溯效力)。對本基金徵

收的任何增加的稅務責任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根據專業和獨立的稅務意見，本基金將不會就其中國投資轉讓所得的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益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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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撥備。 
 

4.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中國。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

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中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

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

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

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的分派，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

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付

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本

扣除。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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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1.  人民幣貨幣和兌換風險 

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並非以人民幣為基礎的投資者須承受外匯風險，概不保證人民幣兌投資者的本國貨幣不會貶值。人民

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本基金的投資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因此，CNY和CNH不一定有相同的匯率，其走勢方向亦未必

一樣。在計算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時，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

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2. 對沖風險 

本基金可使用貨幣衍生工具對沖貨幣風險。概不保證對沖技巧將完全及有效達致預期效果。對沖成功

與否視乎投資顧問的專業知識而定，對沖可能欠缺效率或無效。這可能對本基金及其投資者構成不利

影響。 
 

儘管本基金可進行對沖交易以降低風險，但出乎意料的貨幣、利率及市場情況轉變可能導致本基金的

整體表現轉差。本基金的對沖工具與被對沖投資組合持倉之間不一定完全相關。不完全相關可能令本

基金無法達致預期對沖或令本基金面對虧損風險。 
 

視乎本基金於非人民幣計值工具的持倉比例而定，若大部份非人民幣計值工具須對沖為人民幣，本基

金可能招致巨額對沖交易開支。該等對沖交易產生的任何開支亦可能因當前市況而相當重大，並且將

由本基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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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人民幣計算，當中反映出

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

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1年期中國家庭儲蓄存款利率。 
 

本基金發行日：201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3.7 3.8 3.8 4.5 8.8 3.3 8.8 8.2 -2.0 -4.3

基準† 4.0 3.0 3.2 4.7 3.8 1.6 1.4 0.8 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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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

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

未經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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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中國靈活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

及合格境外投資者(「QFI」)制度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本基金以美元而非人民幣(「人民幣」)計值。所有認購和贖回均以美元或其他主要貨幣(人民幣除外)進

行。本基金涉及貨幣兌換，因此須承受較高的費用及貨幣兌換風險。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QFI持牌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或BlackRock Group聯營公司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QFI保管人：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93%   

A2 類 美元 1.93%   

D2 類 歐元對沖 1.18%   

D2 類 美元 1.1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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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中國靈活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總部設於中國或在中國從事其大部份業務

的公司(包括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就投資目標而言，「中國」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本基金

對在岸（「中國A股」）及離岸中國股票市場(包括但不限於H股、P籌股、紅籌股及美國預託證券（「ADR」）)

之間將有靈活配置。  
 

本基金採用靈活管理方法，側重於基本分析。本基金可將其資產淨值的0%至100%分配至在岸中國股票及

其資產淨值的0%至100%分配至離岸中國股票。本基金在岸及離岸中國股票之間作決定時考慮若干因素，

例如市場情況、獨特的風險、相對機會、估值及流動性。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資產淨值的100%通過互聯互通機制及QFI制度投資於中國。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之下，其餘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各地任何經濟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

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

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

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

要相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市場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

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

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與動態資產配置策略有關的風險 

動態資產配置未必可在所有情況和市況下達到理想的結果。 
 

本基金的投資可定期重新調整，因此，本基金可能招致較採用靜態配置策略的基金更高的交易費用。 
 

4. 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 與中國股票市場高波動性有關的風險：市場的高波動性及潛在結算困難亦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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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 與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規定/交易所政策有關的風險：中國的證券交易所一般有權暫停或限制在有

關交易所買賣的任何證券的交易。政府或監管機構亦可實施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政策。凡此種種

都可能對本基金有負面影響。 
 

• 人民幣貨幣和兌換風險：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人民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本基金的投資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雖然離岸人民幣(CNH)與在岸人民幣(CNY)是同一貨幣，但按不同匯率買賣。CNH與CNY之間的

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

息（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 與透過QFI機制進行投資有關的風險：本基金進行有關投資或全面實施或執行其投資目標和策略

的能力須受限於中國的適用法律、規則和規例(包括對投資及調回本金和溢利的限制)，該等法律、

規則和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 
 

若QFI的批核被撤回/終止或因其他原因無效，以致本基金被禁止買賣有關證券及調回本基金的資

金，或如任何主要營運者或營運方(包括QFI保管人/經紀)破產/違約及/或喪失履行其責任(包括執

行或結算任何交易或調撥資金或證券)的資格，本基金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 與互聯互通機制有關的風險：互聯互通機制的相關規則和規例可能有所變動，並可能具有潛在追

溯效力。互聯互通機制設有額度限制。若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實施暫停，本基金透過機制投資於

中國A股或進入中國市場的能力將受到不利的影響。在該種情況下，本基金達到其投資目標的能

力可能受到負面的影響。 
 

• 中國稅務風險：對於本基金透過QFI制度或互聯互通機制在中國的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益，與之

有關的中國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和慣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能具有追溯效力)。對本基金徵收

的任何增加的稅務責任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根據專業和獨立的稅務意見，本基金將不會就其中國A股投資轉讓所得的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

益作出稅務撥備。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中國。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中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

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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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即美元）以外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

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

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9.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中國所有股份 10-40 指數（MSCI China All Shares 10-40 Index）。基準已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更

改，因為現行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可投資範圍。現行基準已應用於本基金從最初設立以來的表現記錄。 
 

本基金發行日：201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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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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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中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3%   
A2 類 歐元 1.83%   
A2 類 歐元對沖 1.83%   
A2 類 港元 1.83%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3%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3%   
A2 類 美元 1.83%   
A4 類 英鎊對沖 1.83%   
A10 類 美元 1.82% *  

C2 類 美元 3.09%   
D2 類 歐元對沖 1.08%   
D2 類 英鎊對沖 1.08%   
D2 類 港元 1.08%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8%   
D2 類 美元 1.08%   
D4 類 英鎊對沖 1.0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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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中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或從事其

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中國）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

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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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中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中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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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

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

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中國10/40指數（MSCI China 10/40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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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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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中國科技創新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和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合稱為「互聯互通機

制」）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本基金以美元而非人民幣（「人民幣」）計值。本基金涉及貨幣兌換，因此須承受較高的費用及貨幣兌換

風險。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人民幣對沖 1.00% 
 

D2 類 美元 1.00% 
 

 

由於本基金是新近設立的，經常性開支比率僅屬估算數字。經常性開支比率是

管理公司依據 12 個月期間的估算費用及支出而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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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中國科技創新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達到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本基金將其至少 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大中華註冊或在或從大中華從

事大部份業務活動且其貨品和服務透過科技創新對大中華的競爭優勢作出貢獻的公司所發行或對上述公司

有風險承擔的股本證券或股本相𨶚證券（包括衍生工具）投資組合，且側重於收益來自各種創新科技的公

司，例如人工智能、計算、自動化、機械人、技術分析、電子商貿、支付系統、電動和自動汽車、通訊技

術和衍生式設計。大中華指中國和中華民國（台灣）。 

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將投資於大型、中型、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合。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

置時，投資顧問會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大中華創新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可持

續發展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

其策略性地管理 ESG 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就本基金所投資的已發展市場證券的發行人（即本基金在大中華的主要投資以外）及新興市場證券的發行

人（包括中國和台灣）而言，該等已發展市場發行人有超過 90%具有 ESG 評分或已進行 ESG 分析，而該

等新興市場發行人有超過 75%具有 ESG 評分或已進行 ESG 分析。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 

評定公司對活動（就大中華創新主題及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而言）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

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就貝萊德 EMEA基線篩選政策而言）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

多少。 

本基金可透過互聯互通機制最多以其總資產的 100%直接投資於中國。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本基金總資產的餘下30%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

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

投資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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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市場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

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

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 與中國股票市場高度波動有關的風險：市場的高波動性及潛在結算困難亦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

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 與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規定∕交易所政策有關的風險：中國的證券交易所通常有權暫停或限制在有

關交易所買賣的任何證券的交易。政府或監管機構亦可實施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政策。凡此種種

都可能對本基金有負面影響。 

 

• 與互聯互通機制有關的風險：互聯互通機制的相關規則和規例可能有所變動，並可能具有潛在追

溯效力。互聯互通機制設有額度限制。若透過機制進行的交易暫停，本基金透過機制投資於中國

A股或進入中國市場的能力將受到不利影響。在該種情況下，本基金達到其投資目標的能力可能

受到負面的影響。 

 

• 中國稅務風險：對於本基金透過互聯互通機制在中國的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益，與之有關的中國

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和慣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能具有追溯效力）。對本基金徵收的任何增

加的稅務責任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根據專業和獨立的稅務意見，本基金將不會就其中國A股投資轉讓所得的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

益作出稅務撥備。 

 

4. 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大中華及與科技創新有關的公司。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

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大中華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

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5. 與科技行業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對推動或受惠於科技創新的公司的投資很可能受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以及該行業的監

管發展所影響。該等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能轉瞬過時（或可能依賴轉瞬過時的科技），以致這些公司

的證券價值因此而受到負面的影響。 

 

從科技創新產生收益的公司很大程度上須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及／或許可證，任何專利、知識產權或

許可證的喪失或受損都可能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從事此行業的公司可能須面對增長率方

面劇烈及往往無法預料的變動，以及公司之間的競爭及爭相羅致合資格人員提供服務的情況。此外，

該等公司須承受網絡安全的風險，以致可能產生諸如系統故障、暫停提供產品或服務、丟失或濫用公

司或個人資料等問題，並導致在法律、財務、營運及聲譽方面不利的後果。凡此種種都可能對本基金

的投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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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7. 中小型公司的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8.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即美元）以外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

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

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9.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10. 與人民幣貨幣及其兌換有關的風險  

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本基金的認購和贖回或會涉及貨幣兌換。貨

幣兌換將按適用匯率進行，須受限於適用的差價。 

 
並非以人民幣為基礎而投資於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投資者須承受外匯風險，概不保證人民幣兌投

資者的本國貨幣不會貶值。人民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投資的價值

有不利的影響。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或從相關投資以人民幣向本基金支付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因此，CNY和CNH不一定有相同的匯率，其走勢方向亦未必

一樣。在為計算具有人民幣參考貨幣的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而須將本基金的基本貨幣兌換為人民幣

時，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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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由於本基金新近成立不足一個完整的公曆年，因此沒有足夠的數據為投資者提供有關過去業績表現的有用

指標。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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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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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中國在岸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 本基金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QFI」）制度、供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制度

（「境外投資計劃」）及／或債券通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

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並可

向香港代表索取。 

QFI持牌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或BlackRock Group聯營公司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QFI保管人／在岸結算代

理人：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人民幣 1.30%  
 

A6 類 人民幣 1.30% 
 

A8 類 港元對沖 1.30% 
 

A8 類 美元對沖 1.31% 
 

 

由於本基金是新近設立的，經常性開支比率僅屬估算數字。經常性開支比率是

管理公司依據 12 個月期間的估算費用及支出而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人民幣（「人民幣」）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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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

的每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

決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

先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中國在岸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其

至少 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中國從事大部份經濟活動的實體所發行及在中國在岸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

定息可轉讓證券（透過認可的機制，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額度制度

及∕或透過在岸發行及∕或任何未來發展的渠道）。 

本基金力求透過增加對ESG表現優異者的投資並減少對ESG 落後者的投資（如下文ESG政策進一步說

明），以達到與投資範圍相比更優的ESG概況。在岸可投資範圍由修改後的中債信用債指數代表，以包括

存款證並排除未償還債券和存款證總額低於人民幣20億元的發行人。投資顧問認為此項修改可公平地代表

資產類別的流動性可投資範圍。離岸市場由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中國代表，而本基金對離岸發行的投

資以其資產淨值的最多30%為限。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其至少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各定義於章程

中界定）。 

 

ESG投資策略透過以下方式減少對ESG落後者的投資，從而將本基金的可投資範圍減低至少20%： 

 

(i) 採用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

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特定

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限於： 

(a) 生產具爭議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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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c)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例如動力煤及焦油砂）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d)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e)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

涵蓋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ii) 採用貝萊德 ESG 框架，利用來自外聘 ESG 提供商及∕或內部研究的數據，排除 ESG 表現

最差的公司（即按投資顧問評估為 ESG 得分最差的發行人）。 

 

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置時，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公司（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

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其業務慣例有關的ESG相關風險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其ESG風險和

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

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進行此項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提供的數據、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

地考察。 

 

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

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

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

評估。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本基金總資產餘下的30%可投資於全球經

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 

 

本基金可透過以下任何個別方式在中國不受限制地投資：(1) QFI 制度及(2)透過(i)境外投資計劃及∕或(ii)債

券通及∕或(iii)相關規例可能不時允許的其他方式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本

基金可投資於全線認可的定息可轉讓證券及定息相關證券，包括城投債*（最多為總資產的 100%，預期投

資佔總資產的 20%至 50%）及非投資級**（以不超過總資產的 5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

的債務證券。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少於其資產

淨值的 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

 
 
*   城投債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上市債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工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

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營公司成立的獨立法律實體，為公共福利投資或基建項目籌集資金。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即非中國的認可信貸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

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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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 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

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

金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

主要相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 0%至 40%之間，並將符合本

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

會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

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來評估某一證券或

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內部研究及∕或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

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

人的風險。本基金的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

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

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由中小型公司發行的債務證券的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可能較高。此外，與

較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

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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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

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城投債風險：城投債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行，該等債券一般不獲中國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擔保。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支付城投債的本金或利息方面違約，本基金可

能蒙受巨額損失及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風

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

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4. 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 與透過QFI制度進行投資有關的風險：本基金進行有關投資或全面實施或執行其投資目標和策略

的能力須受限於中國的適用法律、規則和規例(包括對投資及調回本金和溢利的限制)，該等法律、

規則和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 

 

若QFI的批核被撤回/終止或因其他原因無效，以致本基金被禁止買賣有關證券及調回本基金的資

金，或如任何主要營運者或營運方(包括QFI保管人/經紀)破產/違約及/或喪失履行其責任(包括執

行或結算任何交易或調撥資金或證券)的資格，本基金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 與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可能承受監管風險及不同風險，例如波動性風

險、流動性風險、結算及交易對手風險，以及一般適用於債務證券的其他風險因素。投資於中國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相關規則及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若相關中國

機關暫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買賣，本基金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能力將受限，本基金

可能因而蒙受巨額損失。 

 

• 中國稅務風險：對於本基金透過QFI制度、境外投資計劃或債券通在中國的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

益，與之有關的中國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和慣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能具有追溯效力)。對本

基金徵收的任何增加的稅務責任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根據專業和獨立的稅務意見，本基金將不會就其中國投資轉讓所得的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益作

出稅務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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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中國。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價值可能較為波動。本基

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中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

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外匯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

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

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

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

對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價值減損。 

 

10. 人民幣貨幣和兌換風險 

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並非以人民幣為基礎的投資者須承受外匯風險，概不保證人民幣兌投資者的本國貨幣不會貶值。人民

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本基金的投資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

貨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因此，CNY和CNH不一定有相同的匯率，其走勢方向亦

未必一樣。在計算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時，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

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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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沖風險 

 本基金可使用貨幣衍生工具對沖貨幣風險。概不保證對沖技巧將完全及有效達致預期效果。對沖成

功與否視乎投資顧問的專業知識而定，對沖可能欠缺效率或無效。這可能對本基金及其投資者構成

不利影響。 

 

儘管本基金可進行對沖交易以降低風險，但出乎意料的貨幣、利率及市場情況轉變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整體表現轉差。本基金的對沖工具與被對沖投資組合持倉之間不一定完全相關。不完全相關可能

令本基金無法達致預期對沖或令本基金面對虧損風險。 

 

視乎本基金於非人民幣計值工具的持倉比例而定，若大部份非人民幣計值工具須對沖為人民幣，本

基金可能招致巨額對沖交易開支。該等對沖交易產生的任何開支亦可能因當前市況而相當重大，並

且將由本基金承擔。 

  

12.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

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

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

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

息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

派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

從資本扣除。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由於本基金新近成立不足一個完整的公曆年，因此沒有足夠的數據為投資者提供有關過去業績表現的有

用指標。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股份價

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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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

取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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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循環經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類 澳元對沖 1.81%  

A2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1%  

A2類 歐元 1.81% 
 

A2類 歐元對沖 1.81%  

A2類 英鎊對沖 1.81%  

A2類 港元對沖 1.81%  

A2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0%  

A2類 人民幣對沖 1.81%  

A2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1%  

A2類 美元 1.81%  

A4類 美元 1.81%  

A10類 美元 1.81% * 

A10類 港元對沖 1.81% * 

A10類 澳元對沖 1.81% * 

A10類 人民幣對沖 1.81% * 

D2類 歐元 0.99%  

D2類 英鎊對沖  0.99%  

D2類 美元 0.99%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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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 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

每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

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循環經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其至少8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受益於「循環經濟」的發展或

對其作出貢獻的公司的股本證券。雖然本基金只擬投資於該等股本證券，但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20%投資

於其他股本證券、定息證券、集體投資計劃或現金(未必與循環經濟概念相符)，以達到本基金的目標或作流

動資金用途。 
 

循環經濟概念確認可持續經濟體系的重要性，代表著替代既定的「製造-使用-丟棄」消費模式的經濟模式，

該模式被認為在資源匱乏及廢物管理成本日增的情況下不可持續。循環經濟概念主張重新設計產品和系統，

以達致減廢及使用更多可回收及再用的物料。 
 

本基金的目標是按照投資顧問(在適當情況下考慮專業的第三方資料來源後)決定的循環經濟原則進行投

資。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將投資於所有行業界別內受益於循環經濟及／或對促進循環經濟作出貢獻的大

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合，橫跨以下四類： 
 

採用者：正在業務營運中採用「循環概念」的公司(例如：從事可持續時裝的公司或已在生產程序中承諾使

用回收塑料的公司)。 
 

促進者：針對物料使用效率低及污染問題而提供嶄新和創新解決方法的公司(例如：從事產品回收的公司、

從事減低水和能源等投放的公司及促進可持續運輸的公司)。 
 

受益者：提供取代不可回收物料的另類選擇或向較廣泛的價值鏈供應有關物料的公司 (例如：預計產品需

求將隨著市場轉投較容易回收的產品而增加的公司及提供天然或植物為本的另類循環物料，以取代從事不

可回收或不可生物降解產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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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 加權平均評分是參考第三方 ESG 評分計算得出。  

業務模式贏家：透過創新業務模式促進有效率或更負責任消費的公司(例如：以另類數碼模式取代現有業務

模式的公司及從事可延長物品壽命的修理或轉售業務的公司)。 
 

評定公司受益於及／或對上述每一類別的循環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

平，或與循環經濟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投資顧問將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

理與循環經濟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

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

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就可持續投資採取「同類最佳」的取向。意思是本基金就每個相關行業活動選取（根據投資顧問對

上述ESG因素的評估而從ESG觀點來看）最佳發行人（但不排除任何行業活動），而從摩根士丹利所有國

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MSCI ACWI)摒除至少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本基金的

加權平均ESG評分將高於MSCI ACWI的ESG評分*。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

或已進行ESG分析。  
 

投資顧問將對全球公司進行篩選，以查核其是否涉及殺傷性地雷、集束彈藥及貧化鈾彈及裝甲的業務。如

企業被證實牽涉其中，本基金將排除投資於該等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雖然本基金的大部份投資將為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但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其資產淨值的

最多2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對沖、投資用途及進行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

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

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採取的「同類最佳」取向及其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

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

售證券。 
 

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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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

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亦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應用相關的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

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4.    與投資於奉行循環經濟概念的公司有關的風險 

對於循環經濟概念或行業界別缺乏一個標準化的分類。不同的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可能會有所

不同。就投資於奉行循環經濟概念的公司之本基金而言，有關發行人是否符合循環經濟概念的評估涉

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此外，由於在選股過程中採用了符合循環經濟定義的標準，因此本基金可投

資的公司範圍可能不及一般基金那麼多元化。循環經濟公司可能會受到環境問題、稅項、政府監管、

價格和供應的變化以及競爭的影響。 
 

5.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受益於循環經濟概念的發展或對其作出貢獻的公司，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

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所影響。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

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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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2.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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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

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9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22.0 17.6 -27.0

基準† 16.3 18.5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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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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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陸靈活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美元 1.82%  

A2 類 美元對沖 1.81%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A4 類 英鎊對沖 1.81%  

C2 類 歐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英鎊對沖 1.05%  

D2 類 美元 1.07%  

D2 類 美元對沖 1.06%  

D4 類 歐元 1.07%  

D4 類 英鎊 1.07%  

D4 類 英鎊對沖 1.06%  

D4 類 美元對沖 1.0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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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陸靈活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不包括英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

務的公司之股票。本基金可投資於具增長力或具價值的投資特性的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英國除外），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

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歐洲（英國除外）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

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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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歐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

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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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世界歐洲（英國除外）指數（FTSE World Europe ex UK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86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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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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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動力高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77%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7%   

A2 類 美元 1.77%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77%   

A6 類 歐元對沖 1.77%   

A6 類 英鎊對沖 1.77%   

A6 類 港元對沖 1.77%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7%   

A6 類 美元 1.77%   

A8 類 澳元對沖 1.77%   

A8 類 歐元對沖 1.77%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77%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77%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3%   

D2 類 歐元 1.02%   

D2 類 歐元對沖 1.02%   

D2 類 美元 1.02%    

D5(G)類 英鎊對沖 1.02%   

D6 類 美元 1.0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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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D類股份）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D6 

 每季：D5(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扣

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些

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動力高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奉行靈活的資產配置政策，力求提供高收入水平。為了產生高收入水平，本基金將在各種資產類別中尋求多

元化的收入來源，至少以本基金資產的70%投資於產生收入的資產，例如定息證券（最多可不時佔本基金資

產淨值的100%並包括全線定息證券，可以是定息及浮息，及可以是投資級、非投資級或無評級*，例如由公

司、政府、政府機構或跨國/超國家組織發行的所有不同到期期限的債券、匯票和票據、貨幣市場工具、存

款證和商業票據，以及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及或然可換股債券）、股票（最多可不時佔本基金資產

淨值的100%並包括全線股本證券，例如優先股及股票相關證券）、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位、備兌認購期權及

現金存款。 
 

本基金將運用各種投資策略，並可在全球投資於全線認可投資。本基金採取靈活的資產配置策略，並提供分

散的多元資產投資組合。本基金在決定其股票分配時，會考慮宏觀經濟、國家及行業觀點，在決定其固定收

益分配時，會考慮宏觀經濟、信貸及利率觀點。本基金對於所選擇的投資，並沒有側重於特定行業/界別、

地區或市值。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5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

屬投資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

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的債務證券。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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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9%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會

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與動態資產配置策略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可定期重新調整，因此，本基金可能招致較採用靜態配置策略的基金更高的交易費用。 
 

3.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

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若干國家及地區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

較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風

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

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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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4. 與股票有關的風險 

• 股票市場風險：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

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

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

勢及災難事故。 
 

5. 與優先股有關的風險 

優先股股東不會如普通股股東一樣在公司享有相同的產權權利。沒有投票權意味著公司對優先股股東

並不負有如股票股東一樣的義務。雖然優先股的固定股息，必須在普通股股東獲付股息之前支付，但

當利率上升時，該固定股息對本基金而言可能並非那麼有利。此外，即使有關公司錄得高收益，但由

於固定的股息，本基金的優先股投資未必為本基金帶來額外回報。因此，本基金的價值可能受到不利

的影響。  
 

6.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7.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5(G)、6及

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

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8.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採

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

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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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10.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此外，本基金可投資於備兌認購期權。本基金作為備兌認購期權賣方，是放棄期權相關工具賺取高於

期權行使價的機會。本基金的價值或會因此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3.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4.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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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本基金發行日：201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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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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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歐洲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0.15% ^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15% ^  
A2 類 美元 0.15% ^  
A4 類 歐元 0.15% ^  
A4 類 英鎊 0.15% ^  
C2 類 歐元 0.15% ^  
C2 類 美元 0.15% ^  
D2 類 歐元 0.15% ^  

D2 類 英鎊對沖 0.15% ^  

D2 類 美元 0.15% ^  

D4 類 英鎊 0.15% ^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12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12個月

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

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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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歐洲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或地中海*新興國家註冊或從事其大部

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

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歐洲╱地中海新興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

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 地中海國家指地中海周邊國家，例如土耳其及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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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地中海新興國家，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

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歐洲╱地中海新興國家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

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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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因本基金暫停計算資產淨值，暫無2022年的往績資料。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歐洲10/40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Europe 10/40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5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4.5 -14.3 0.3 25.2 7.9 -11.6 33.2 -12.7 22.9

基準† -8.5 -19.7 -5.0 29.5 5.7 -6.6 32.5 -19.1 21.7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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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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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1.47%  
A1 類 美元 1.47%  
A2 類 捷克克朗 1.47%  
A2 類 歐元 1.47%  
A2 類 歐元對沖 1.47%  
A2 類 英鎊對沖 1.47%  
A2 類 美元 1.47%  
A3 類 歐元 1.47%  
A3 類 美元 1.47%  
A4 類 歐元 1.47%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47%  

A6 類 英鎊對沖 1.47%  

A6 類 港元對沖 1.47%  
A6 類 美元 1.47%  
A8 類 澳元對沖 1.47%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47%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47%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47%  
C1 類 美元 2.71%  
C2 類 美元 2.71%  
D2 類 歐元 0.87%  
D2 類 歐元對沖 0.87%  
D2 類 美元 0.87%  
D3 類 歐元 0.87%  
D3 類 美元 0.8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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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的政府╱

機關或在當地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包括非投資級*債券）。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淨值的20%各投資於阿根廷、巴西、印尼、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土耳其、烏克

蘭及委內瑞拉政府發行及╱或擔保而且現時被評定為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該等投資建基於：(i)對有關國家

的債券市場在本基金的基準（即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多元化債券指數）的新興市場債券範圍內所佔比重的

參考(雖然本基金並非指數追蹤基金，投資顧問在作出投資決定時都會考慮基準成份股的比重)；及/或(ii)投

資顧問的專業判斷，其投資理由可包括有關主權國發行人的前景屬有利/正面，該等投資的評級可能調升及

預期該等投資的價值因評級變更而改變。現時阿根廷、巴西、印尼、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土耳其、烏

克蘭及委內瑞拉的政府債券市場在該指數各自佔有相當比重。 
 

基於市場走勢及信貸╱投資評級的變化，投資情況可能隨時日而變動。上述國家只供參考，可能有所變動而

不會事先通知投資者。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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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1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

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4.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5.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6.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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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本基金投資於由非投資級國家（即阿根廷、巴西、印尼、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土耳其、烏克蘭及

委內瑞拉）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證券的資產比率可能較高（每一國家最高可達 20%），可能導致較高

的信貸╱違約風險及集中風險。 
 

7.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資額回報

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

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

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8.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9.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10.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2.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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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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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多元化債券指數（JP Morgan 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 基準於2013年3月21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2004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4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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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2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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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69%  

A2 類 美元 1.69% 
 

D2 類 歐元對沖 0.96% 
 

D2 類 美元 0.96%  

D3 類 英鎊對沖 0.9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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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和南韓）註冊或

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以任何貨幣計值的債券（包括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務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的債

務證券。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

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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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7.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8.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9.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及貨幣（例如有外匯管制的人民幣）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

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或貨幣可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

調回。 
 

10.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NM0423U-2874260-10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103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大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廣泛多元化指數（JPMorgan Corporate 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 Broad 

Diversified）。 
 

本基金發行日：2013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2.7 -0.5 9.7 8.5 -3.2 13.7 8.8 -2.2 -13.0

基準† 5.0 1.3 9.7 8.0 -1.7 13.1 7.1 0.9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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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

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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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股票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6%   

A2 類 歐元對沖 1.87%   

A2 類 美元 1.86%   

A5(G)類 美元 1.86%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7%   

A6 類 歐元對沖 1.87%   

A6 類 英鎊對沖 1.87%   

A6 類 港元對沖 1.86%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7%   

A6 類 美元 1.86%   

A8 類 澳元對沖 1.86%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6%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7%   

D2 類 歐元 1.11%   

D2 類 歐元對沖 1.11%   

D2 類 美元 1.11%   

D5(G)類 英鎊 1.11%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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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 

 每季：A5(G)、D5(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市場股票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股票投資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

投資於在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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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5(G)、6及

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

資額回報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已發展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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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

www.blackrock.com/hk。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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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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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捷克克朗 1.85%  

A2 類 歐元 1.85%  

A2 類 歐元對冲 1.85%  

A2 類 美元 1.85%  

A4 類 歐元對冲 1.85%  

A4 類 美元 1.85%  

C2 類 歐元 3.11%  

C2 類 美元 3.11%  

D2 類 歐元 1.10%  

D2 類 歐元對冲 1.10%  

D2 類 美元 1.1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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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市場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註冊或

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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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8.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3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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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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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1.28%  
A1 類 美元 1.28%  
A2 類 瑞士法郎 1.28%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28%  

A2 類 捷克克朗 1.28%  

A2 類 歐元 1.28%  

A2 類 歐元對沖 1.28%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28%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28%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8%  
A2 類 美元 1.28%  
A3 類 澳元對沖 1.28%  
A3 類 歐元 1.28%  
A3 類 港元 1.28%  
A3 類 美元 1.28%  
A4 類 歐元 1.28%  
A4 類 美元 1.28%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28%  
A6 類 英鎊對沖 1.28%  
A6 類 港元對沖 1.28%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8%  
A6 類 美元 1.28%  
A8 類 澳元對沖 1.28%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28%  
C1 類 美元 2.53%  
C2 類 歐元 2.53%  
C2 類 美元 2.53%  
D2 類 瑞士法郎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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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78%  

D2 類 歐元 0.78%  

D2 類 歐元對沖 0.78%  

D2 類 英鎊對沖 0.78%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0.78%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7%  

D2 類 美元 0.78%  

D3 類 澳元對沖 0.76%  

D3 類 歐元 0.77%  

D3 類 英鎊對沖 0.78%  

D3 類 港元 0.77%  

D3 類 美元 0.77%  

D4 類 歐元 0.78%  

D4 類 美元 0.78%  

D5 類 英鎊 0.7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 

 每季：D5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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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

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的政府╱

機關及在新興市場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包括非投資級*），該等債券以當地貨幣

計值。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淨值的20%各投資於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政府發行及

╱或擔保而且現時被評定為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該等投資建基於：(i)對有關國家的債券市場在本基金的基

準（即摩根大通政府債券指數－全球新興市場多元化指數）的新興市場債券範圍內所佔比重的參考(雖然本

基金並非指數追蹤基金，投資顧問在作出投資決定時都會考慮基準成份股的比重)；及/或(ii)投資顧問的專業

判斷，其投資理由可包括有關主權國發行人的前景屬有利/正面，該等投資的評級可能調升及預期該等投資

的價值因評級變更而改變。現時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的政府債券市場在該指

數各自佔有相當比重。 
 

基於市場走勢及信貸╱投資評級的變化，投資情況可能隨時日而變動。上述國家只供參考，可能有所變動而

不會事先通知投資者。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

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

票的資產以不多於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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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4.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5.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本基金投資於由非投資級國家（即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發行及╱或擔

保的債務證券的資產比率可能較高（每一國家最高可達20%），可能導致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及集

中風險。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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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

生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基準並無包括的貨幣之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

而言，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

損。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及貨幣（例如有外匯管制的人民幣）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

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或貨幣可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

調回。 
 

9.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資額回報

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

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

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12.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3.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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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3年3月及2019年12月更改其投資政

策，本基金更新其衍生工具的使用可容許本基金更大量及靈活地使用衍生工具。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大通政府債券指數－全球新興市場多元化指數（JP Morgan GBI-EM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 基準於2013年3月21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6.6 -6.9 -14.2 13.0 13.9 -12.3 11.8 2.2 -8.2 -9.1

基準† -9.0 -5.7 -14.9 9.9 15.2 -6.2 13.5 2.7 -8.8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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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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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ESG靈活策劃保守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0.95% &   

A2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2 類 英鎊對沖 0.99% *   

A2 類 港元對沖 0.99% &   

A2 類 人民幣對沖 0.96% &   

A2 類 美元 0.99% &   

A6 類 澳元對沖 0.96% &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6 類 英鎊對沖 0.99% * 
  

A6 類 港元對沖 0.99% &   

A6 類 人民幣對沖 0.96% &   

A6 類 美元 0.99% &   

A10 類 澳元對沖 0.96% &   

A10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10 類 英鎊對沖 0.99% & 
  

A10 類 港元對沖 0.99% &   

A10 類 人民幣對沖 0.96% &   

A10 類 美元 0.99% &   

D2 類 美元 0.55% &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

但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NM0423U-2874260-125/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ESG 靈活策劃保守型基金 

122 
 

 

 
 
*  城投債是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上市債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工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地

方政府及/或其聯繫公司為公共福利投資或基建項目籌集資金而設立的獨立法人實體。  
**  有關債務證券不獲評級，或於買入時獲最少一家認可評級機構評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

用)根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素評估程序，有關債務證券達到相若質素。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10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收入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

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

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SG靈活策劃保守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在審慎風險程度下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盡量提高總回報。  
  

本基金所投資的投資組合，將旨在使碳排放強度得分在任何時候均較由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2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80%）

（這些代表性指數說明了本基金對股票和定息證券的擬定投資額，如下文所述）組成的綜合基準低20%，

且加權平均 ESG評分高於該綜合基準，並由下文所述本基金各項投資的加權平均得分來衡量。 
 

本基金將尋求透過間接投資於廣泛的資產類別以達致其投資目標，這些資產類別可包括股票和股票相關證

券、定息和定息相關證券（包括城投債*（預計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5%）和非投資級**）、另類資

產（最多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例如商品）、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這些資產類別的投資將通過集

中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集體投資計劃」）投資組合的股份或單位來實現（這些投資計劃本身投資於多

元化的資產組合），包括由 BlackRock Group 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主動式管理基金、交易所買賣

基金（「ETF」）及指數基金。  
 

本基金將其至少 80%的總資產投資於屬以下情況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定義見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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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力求實現正面的 ESG 目標或結果，即根據投資顧問的分類採用以下一個或多個 ESG 投資方針

的集體投資計劃： 

a. ESG篩選方法：排除具爭議性的活動及受益於該等活動的公司，例如具爭議性武器的製造

商、動力煤和焦油砂生產商、《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違規者，以這些活動產生的收益

等指標作為依據； 

b. ESG廣泛方法：側重於改善投資組合的整體ESG概況的策略，例如提高相對於基準的ESG

評分，依據ESG評分的同類最佳選股，投資組合的收益百分比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c. ESG主題方法：透過緊貼特定的環境、社會或管治主題，利用長期轉型性的行業或社會趨

勢的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來自與這些主題之一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 

d. 影響力方法：進行投資時，有意在獲取財務回報的同時產生正面、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

響力的投資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用於促進一項或多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其

各自的具體目標）的企業，或 
 

(ii) 就政府債券投資而言，追蹤在其指數計算方法納入 ESG 要求的基準指數（例如經氣候風險調整

後的政府債券指數）或由 ESG 主權評級至少為 BB（由第三方 ESG 數據提供商定義）的政府

發行的債券組成的基準指數之集體投資計劃，並且  

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符合 SFDR 規例（定義見章程）所規定資格（即 SFDR 規例第 8 或 9 條的基金）

的集體投資計劃。 
 

此外，本基金將目標分配其至少70％的總資產至以下的集體投資計劃﹕納入ESG因素作為其關鍵投資重

點，即屬上文(i)項所述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惟僅採用ESG篩選方法的集體投資計劃除外）或屬上文(ii)項

所述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為免引起疑問，本基金並沒有在投資組合層面採用任何排他性篩選，且每項有

關集體投資計劃不一定會採用排他性篩選，即ESG篩選方法。 
 

對每項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最高投資額以本基金總資產的20%為限。 
 

若確定為適當，本基金可最多以其資產淨值的 20%投資於有關集體投資計劃以外的集體投資計劃及∕或直接

投資於衍生工具、現金及近似現金的工具。本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例如指數期貨和外匯遠期）進行對沖、

減輕風險及／或作投資用途。  
 

就其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持有的投資而言，本基金將不受任何地域限制、行業界別或市值限額之規限。雖然

本基金的投資可能隨時間而變化，但本基金有意其對股票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20%為目標，而

對定息證券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80%為目標。然而，預期本基金的直接投資微乎其微。本基金

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無法保證本基金將維持審慎的風險程度，尤其是在股票和定息市場的波動性異常高或低的時期。一般而言，

本基金將尋求定位，使本基金按 5 年期的年化波動率計算的風險處於 3%-5%的幅度內，但本基金的風險概

況可能會不時超出既定的幅度。 
 

本基金可投資於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超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資產淨值 50%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本基金

只會投資於證監會認可 1 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或在盧森堡、愛爾蘭及／或英國註冊的合資格計劃（不論是

否獲證監會認可）。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其資產淨值

的最多 2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預計本基金可不時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佔其資產淨值的百分比介乎0%至40%，將與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一致。 
 
1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基

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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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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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

會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的風險 
 

• 與綜合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是綜合基金，將承受與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對相

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並無控制權，且無法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目標和策略將成功實現，這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負面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能不受證監會監管。投資於這些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時可能會涉

及額外費用。亦不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在本基金提出贖回要求時有足夠的流動資金應付本基金的

贖回要求。 
 

• 與指數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指數基金。指數基金並非主動式管理。相關追蹤指數的下

跌預期會導致相關指數基金的價值相應下跌。指數基金的費用和開支、指數基金資產與相關追蹤指數

內的基礎證券之間的相關性不完全、股價的湊整、追蹤指數的調整及監管政策等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

經理人為有關基金達致與追蹤指數密切相關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指數基金的回報可能會偏離

其追蹤指數的回報。這些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從而也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造成不利影響。 
 

• ETF的交易風險：ETF單位的交易價格受單位供求等市場因素驅動，可能與該ETF單位的資產淨值有

顯著差異。無法保證在任何可進行ETF單位交易的證券交易所會存在或維持活躍的ETF單位交易市

場。本基金可投資的ETF單位可能按其資產淨值大幅折價或溢價交易，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產生不利影響。 
 

• 潛在的利益衝突：如果本基金投資於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相關集體投

資計劃，則可能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出現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竭力確保經考慮投資者的利益後

公平解決該等衝突。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的分類法。本基金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在其投資策略上採用若干ESG

標準，按其各自的ESG提供商所提供的數據釐定。不同的ESG基金可使用一個或多個不同的ESG提供

商，而不同的ESG基金運用ESG標準的方式或會有所不同。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有

不同的表現。此外，使用ESG標準也可能導致本基金集中於以ESG為重點的公司，與具有更多元化投資

組合的基金相比，其價值可能波動更大。 
 

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經理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

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經

理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選擇是基於投資經理的主觀判斷。因

此亦會導致投資經理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透過其在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有限度

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採用的ESG目標或結果可能不時變更。在某些時期，本基金可能透過有關集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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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劃涉及上述投資政策中披露的所有ESG投資方針，而其他時候可能並非如此。有關集體投資計

劃的ESG目標或結果的變更可能涉及本基金投資的重新調整，因此與採用買入並持有配置策略的基

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招致更高的交易費用。 
 

4. 與目標風險策略有關的風險 

無法保證本基金在所有情況下都會將投資組合風險程度維持在其目標範圍內。 
 

若市場風險程度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基金投資組合的變化可能會更加頻繁以維持目標的投資組合風

險程度，從而導致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周轉率更高。這些情況將導致本基金應支付的營運開支增加，因而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5.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由於直接和間接（透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投資於定息證券，將須承受以下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

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

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城投債風險：城投債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行，該等債券一般不獲中

國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擔保。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支付城投債的本金或利息方面違約，本基金

可能蒙受巨額損失及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

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

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

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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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

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

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

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

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

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

對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價值減損。 
 

9.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10

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

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

本或總收入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10.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兌

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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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

未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2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80%）。 
 

本基金發行日：202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2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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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4*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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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ESG靈活策劃增長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0.99% &   

A2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2 類 英鎊對沖 0.98% *  
 

A2 類 港元對沖 0.99% &  
 

A2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2 類 美元 0.99% &  
 

A6 類 澳元對沖 0.99% &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6 類 英鎊對沖 0.98% * 
 

 

A6 類 港元對沖 0.99% &  
 

A6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6 類 美元 0.99% &  
 

A10 類 澳元對沖 0.99% &  
 

A10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10 類 英鎊對沖 0.99% * 
 

 

A10 類 港元對沖 0.99% &  
 

A10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10 類 美元 0.99% &  
 

D2 類 美元 0.55% &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12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12個月

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於

2022年8月31日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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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10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收入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

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

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SG靈活策劃增長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在相對高風險程度下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盡量提高總回報。  
 

本基金所投資的投資組合，將旨在使碳排放強度得分在任何時候均較由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8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20%）

（這些代表性指數說明了本基金對股票和定息證券的擬定投資額，如下文所述）組成的綜合基準低20%，

且加權平均 ESG評分高於該綜合基準，並由下文所述本基金各項投資的加權平均得分來衡量。 
 

本基金將尋求透過間接投資於廣泛的資產類別以達致其投資目標，這些資產類別可包括股票和股票相關證

券、定息和定息相關證券、另類資產（最多為基金資產淨值的10%，例如商品）、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

這些資產類別的投資將通過集中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集體投資計劃」）投資組合的股份或單位來實現

（這些投資計劃本身投資於多元化的資產組合），包括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

主動式管理基金、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及指數基金。  
 

本基金將其至少 80%的總資產投資於屬以下情況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定義見本段）： 
 

(i) 力求實現正面的 ESG 目標或結果，即根據投資顧問的分類採用以下一個或多個 ESG 投資方針

的集體投資計劃： 

a. ESG篩選方法：排除具爭議性的活動及受益於該等活動的公司，例如具爭議性武器的製造

商、動力煤和焦油砂生產商、《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違規者，以這些活動產生的收益等

指標作為依據； 

b. ESG廣泛方法：側重於改善投資組合的整體ESG概況的策略，例如提高相對於基準的ESG

評分，依據ESG評分的同類最佳選股，投資組合的收益百分比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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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G主題方法：透過緊貼特定的環境、社會或管治主題，利用長期轉型性的行業或社會趨

勢的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來自與這些主題之一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 

d. 影響力方法：進行投資時，有意在獲取財務回報的同時產生正面、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

響力的投資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用於促進一項或多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其

各自的具體目標）的企業，或  

(ii) 就政府債券投資而言，追蹤在其指數計算方法納入 ESG 要求的基準指數（例如經氣候風險調整

後的政府債券指數）或由 ESG 主權評級至少為 BB（由第三方 ESG 數據提供商定義）的政府

發行的債券組成的基準指數之集體投資計劃，並且  

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符合 SFDR 規例（定義見章程）所規定資格（即 SFDR 規例第 8 或 9 條的基金）

的集體投資計劃。 
 

此外，本基金將目標分配其至少70％的總資產至以下的集體投資計劃: 納入ESG因素作為其關鍵投資重點，

即屬上文(i)項所述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惟僅採用ESG篩選方法的集體投資計劃除外）或屬上文(ii)項所述

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為免引起疑問，本基金並沒有在投資組合層面採用任何排他性篩選，且每項有關集

體投資計劃不一定會採用排他性篩選，即ESG篩選方法。 
 

對每項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最高投資額以本基金總資產的20%為限。 
 

若確定為適當，本基金可最多以其資產淨值的 20%投資於有關集體投資計劃以外的集體投資計劃及∕或直接

投資於衍生工具、現金及近似現金的工具。本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例如指數期貨和外匯遠期）進行對沖、

減輕風險及／或作投資用途。  
 

就其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持有的投資而言，本基金將不受任何地域限制、行業界別或市值限額之規限。雖然

本基金的投資可能隨時間而變化，但本基金有意其對股票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80%為目標，而

對定息證券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20%為目標。然而，預期本基金的直接投資微乎其微。本基金

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無法保證本基金將維持相對高的風險程度，尤其是在股票和定息市場的波動性異常高或低的時期。一般而

言，本基金將尋求定位，使本基金按 5 年期的年化波動率計算的風險處於 10%-15%的幅度內，但本基金的

風險概況可能會不時超出既定的幅度。 
 

本基金可投資於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超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資產淨值 50%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本基金

只會投資於證監會認可 1 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或在盧森堡、愛爾蘭及／或英國註冊的合資格計劃（不論是

否獲證監會認可）。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其資產淨值

的最多 2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預計本基金可不時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佔其資產淨值的百分比介乎0%至40%，將與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一致。 
 
1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基

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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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

會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的風險 

• 與綜合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是綜合基金，將承受與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對相

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並無控制權，且無法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目標和策略將成功實現，這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負面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能不受證監會監管。投資於這些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時可能會涉

及額外費用。亦不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在本基金提出贖回要求時有足夠的流動資金應付本基金的

贖回要求。 

 
• 與指數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指數基金。指數基金並非主動式管理。相關追蹤指數的下

跌預期會導致相關指數基金的價值相應下跌。指數基金的費用和開支、指數基金資產與相關追蹤指數

內的基礎證券之間的相關性不完全、股價的湊整、追蹤指數的調整及監管政策等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

經理人為有關基金達致與追蹤指數密切相關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指數基金的回報可能會偏離

其追蹤指數的回報。這些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從而也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造成不利影響。 
 

• ETF的交易風險：ETF單位的交易價格受單位供求等市場因素驅動，可能與該ETF單位的資產淨值有

顯著差異。無法保證在任何可進行ETF單位交易的證券交易所會存在或維持活躍的ETF單位交易市

場。本基金可投資的ETF單位可能按其資產淨值大幅折價或溢價交易，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產生不利影響。 
 

• 潛在的利益衝突：如果本基金投資於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相關集體投

資計劃，則可能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出現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竭力確保經考慮投資者的利益後

公平解決該等衝突。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的分類法。本基金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在其投資策略上採用若干ESG

標準，按其各自的ESG提供商所提供的數據釐定。不同的ESG基金可使用一個或多個不同的ESG提供

商，而不同的ESG基金運用ESG標準的方式或會有所不同。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有

不同的表現。此外，使用ESG標準也可能導致本基金集中於以ESG為重點的公司，與具有更多元化投資

組合的基金相比，其價值可能波動更大。 
 

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經理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

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經

理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選擇是基於投資經理的主觀判斷。因

此亦會導致投資經理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透過其在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有限度

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採用的ESG目標或結果可能不時變更。在某些時期，本基金可能透過有關集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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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劃涉及上述投資政策中披露的所有ESG投資方針，而其他時候可能並非如此。有關集體投資計

劃的ESG目標或結果的變更可能涉及本基金投資的重新調整，因此與採用買入並持有配置策略的基

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招致更高的交易費用。 
 

4. 與目標風險策略有關的風險 

無法保證本基金在所有情況下都會將投資組合風險程度維持在其目標範圍內。 
 

若市場風險程度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基金投資組合的變化可能會更加頻繁以維持目標的投資組合風

險程度，從而導致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周轉率更高。這些情況將導致本基金應支付的營運開支增加，因而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5.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

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6.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

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

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

金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

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

對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價值減損。 
 

10.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10類

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

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

或總收入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11.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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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兌

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

未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8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20%）。 
 

本基金發行日：202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2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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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4*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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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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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ESG靈活策劃適中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0.99% &   

A2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2 類 英鎊對沖 0.99%

 

*   

A2 類 港元對沖 0.99% &   

A2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2 類 美元 0.99% &   

A6 類 澳元對沖 0.99% &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6 類 英鎊對沖 0.99%

 

* 
  

A6 類 港元對沖 0.99% &   

A6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6 類 美元 0.99% &   

A10 類 澳元對沖 0.99% &   

A10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99%

 

* 
  

A10 類 英鎊對沖 0.99%

 

* 
  

A10 類 港元對沖 0.99% &   

A10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   

A10 類 美元 0.99% &   

D2 類 美元 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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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投債是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上市債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工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地

方政府及/或其聯繫公司為公共福利投資或基建項目籌集資金而設立的獨立法人實體。  
**  有關債務證券不獲評級，或於買入時獲最少一家認可評級機構評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

用)根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素評估程序，有關債務證券達到相若質素。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12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12個月

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於

2022年8月31日並非如此。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10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收入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

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

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

先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SG靈活策劃適中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在中度風險下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盡量提高總回報。  
 

本基金所投資的投資組合，將旨在使碳排放強度得分在任何時候均較由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6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40%）

（這些代表性指數說明了本基金對股票和定息證券的擬定投資額，如下文所述）組成的綜合基準低20%，

且加權平均 ESG評分高於該綜合基準，並由下文所述本基金各項投資的加權平均得分來衡量。 
 

本基金將尋求透過間接投資於廣泛的資產類別以達致其投資目標，這些資產類別可包括股票和股票相關證

券、定息和定息相關證券（包括城投債*（預計不會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5%）和非投資級**）、另類資

產（最多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例如商品）、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這些資產類別的投資將通過集

中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集體投資計劃」）投資組合的股份或單位來實現（這些投資計劃本身投資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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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資產組合），包括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主動式管理基金、交易所買賣基

金（「ETF」）及指數基金。  
 

本基金將其至少 80%的總資產投資於屬以下情況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定義見本段）： 
 

(i) 力求實現正面的 ESG 目標或結果，即根據投資顧問的分類採用以下一個或多個 ESG 投資方針

的集體投資計劃： 

a. ESG篩選方法：排除具爭議性的活動及受益於該等活動的公司，例如具爭議性武器的製

造商、動力煤和焦油砂生產商、《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違規者，以這些活動產生的收

益等指標作為依據； 

b. ESG廣泛方法：側重於改善投資組合的整體ESG概況的策略，例如提高相對於基準的

ESG評分，依據ESG評分的同類最佳選股，投資組合的收益百分比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目標； 

c. ESG主題方法：透過緊貼特定的環境、社會或管治主題，利用長期轉型性的行業或社會

趨勢的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來自與這些主題之一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 

d. 影響力方法：進行投資時，有意在獲取財務回報的同時產生正面、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

影響力的投資策略，例如大部分收益用於促進一項或多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

其各自的具體目標）的企業，或 

(ii) 就政府債券投資而言，追蹤在其指數計算方法納入 ESG 要求的基準指數（例如經氣候風險調整

後的政府債券指數）或由 ESG 主權評級至少為 BB（由第三方 ESG 數據提供商定義）的政府

發行的債券組成的基準指數之集體投資計劃，並且  

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符合 SFDR 規例（定義見章程）所規定資格（即 SFDR 規例第 8 或 9 條的基金）

的集體投資計劃。 
 

此外，本基金將目標分配其至少70％的總資產至以下的集體投資計劃﹕納入ESG因素作為其關鍵投資重

點，即屬上文(i)項所述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惟僅採用ESG篩選方法的集體投資計劃除外）或屬上文(ii)項

所述的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為免引起疑問，本基金並沒有在投資組合層面採用任何排他性篩選，且每項有

關集體投資計劃不一定會採用排他性篩選，即ESG篩選方法。 
 

對每項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最高投資額以本基金總資產的20%為限。 
 

若確定為適當，本基金可最多以其資產淨值的 20%投資於有關集體投資計劃以外的集體投資計劃及∕或直接

投資於衍生工具、現金及近似現金的工具。本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例如指數期貨和外匯遠期）進行對沖、

減輕風險及／或作投資用途。  
 

就其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持有的投資而言，本基金將不受任何地域限制、行業界別或市值限額之規限。雖然

本基金的投資可能隨時間而變化，但本基金有意其對股票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60%為目標，而

對定息證券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以資產淨值的 40%為目標。然而，預期本基金的直接投資微乎其微。本基金

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無法保證本基金將維持中度風險，尤其是在股票和定息市場的波動性異常高或低的時期。一般而言，本基

金將尋求定位，使本基金按 5 年期的年化波動率計算的風險處於 6%-10%的幅度內，但本基金的風險概況

可能會不時超出既定的幅度。 

本基金可投資於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超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資產淨值 50%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本基金

只會投資於證監會認可 1 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或在盧森堡、愛爾蘭及∕或英國註冊的合資格計劃（不論是否

獲證監會認可）。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其資產淨值

的最多 2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預計本基金可不時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佔其資產淨值的百分比介乎0%至40%，將與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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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1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基

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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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

會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的風險 
  

• 與綜合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是綜合基金，將承受與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對相

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並無控制權，且無法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目標和策略將成功實現，這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負面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能不受證監會監管。投資於這些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時可能會涉

及額外費用。亦不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在本基金提出贖回要求時有足夠的流動資金應付本基金的

贖回要求。 

 
• 與指數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指數基金。指數基金並非主動式管理。相關追蹤指數的下

跌預期會導致相關指數基金的價值相應下跌。指數基金的費用和開支、指數基金資產與相關追蹤指數

內的基礎證券之間的相關性不完全、股價的湊整、追蹤指數的調整及監管政策等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

經理人為有關基金達致與追蹤指數密切相關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指數基金的回報可能會偏離

其追蹤指數的回報。這些因素可能對指數基金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從而也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造成不利影響。 

   
• ETF的交易風險：ETF單位的交易價格受單位供求等市場因素驅動，可能與該ETF單位的資產淨值有

顯著差異。無法保證在任何可進行ETF單位交易的證券交易所會存在或維持活躍的ETF單位交易市

場。本基金可投資的ETF單位可能按其資產淨值大幅折價或溢價交易，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

產生不利影響。 
 

• 潛在的利益衝突：如果本基金投資於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相關集體投

資計劃，則可能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出現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竭力確保經考慮投資者的利益後

公平解決該等衝突。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的分類法。本基金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在其投資策略上採用若干ESG

標準，按其各自的ESG提供商所提供的數據釐定。不同的ESG基金可使用一個或多個不同的ESG提供

商，而不同的ESG基金運用ESG標準的方式或會有所不同。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有

不同的表現。此外，使用ESG標準也可能導致本基金集中於以ESG為重點的公司，與具有更多元化投資

組合的基金相比，其價值可能波動更大。 

 
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經理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

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經

理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選擇是基於投資經理的主觀判斷。因

此亦會導致投資經理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透過其在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有限度

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有關集體投資計劃採用的ESG目標或結果可能不時變更。在某些時期，本基金可能透過有關集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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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劃涉及上述投資政策中披露的所有ESG投資方針，而其他時候可能並非如此。有關集體投資計

劃的ESG目標或結果的變更可能涉及本基金投資的重新調整，因此與採用買入並持有配置策略的基

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招致更高的交易費用。 
 

4. 與目標風險策略有關的風險 

無法保證本基金在所有情況下都會將投資組合風險程度維持在其目標範圍內。 
 

若市場風險程度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基金投資組合的變化可能會更加頻繁以維持目標的投資組合風

險程度，從而導致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周轉率更高。這些情況將導致本基金應支付的營運開支增加，因而

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5.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

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6.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由於直接和間接（透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投資於定息證券，將須承受以下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

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

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城投債風險：城投債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行，該等債券一般不獲中

國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擔保。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支付城投債的本金或利息方面違約，本基金

可能蒙受巨額損失及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

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

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NM0423U-2874260-147/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ESG 靈活策劃適中型基金 

144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

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

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

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

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

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

對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

的價值減損。 
 

10.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10

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

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

本或總收入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11.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兌

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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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

未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60%）及彭博美國環球指數（Bloomberg US 

Universal Index）（40%）。 
 

本基金發行日：202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2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4*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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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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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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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ESG多元資產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51%   

A2 類 歐元 1.5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51%   

A2 類 美元對沖 1.51%   

A2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51%   

A4 類 歐元 1.52%   

A8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51%   

A8 類 美元對沖 1.51%   

A10 類 人民幣對沖 1.46% 
&  

A10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52% 
&  

A10 類 美元對沖 1.52% 
&  

C2 類 歐元 2.77%  
 

C2 類 美元對沖 2.76%  
 

D2 類 歐元 0.97%   

D2 類 美元對沖 0.9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

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

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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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A8、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

每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8及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

支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8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SG多元資產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所奉行的資產配置政策，以符合集中投資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為原則的方式，盡量提高總回報

為目標。本基金投資於全球各地的股票、債券（包括非投資級*）、集體投資計劃、現金及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將力求在從50%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數（MSCI World Index）及50%彭博環球綜合債券歐元對沖指數

（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Bond Index hedged to EUR）（「有關指數」，作為基金投資範圍的合理

代表）摒除至少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提供高於有關指數ESG評分的加權平均ESG評分，且碳排放強度

得分低於其有關指數。上述ESG評分將按每名發行人的ESG評分（以適用者為準）的總和，按其市值加權

計算。就本基金及有關指數進行的計算將排除任何没有ESG評分的發行人，並將相應地重新調整。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

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公司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特定的收益限

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若干種類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人權、

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投資顧問亦擬限制直接投資於參與下列各項的發行人的證券：酒精產品的生產、分銷或發牌；擁有或

經營與賭博有關的活動或設施；與核能有關之生產、供應及開採活動及生產成人娛樂物品。評定每項

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

收益額多少）。投資顧問將排除任何MSCI ESG評級低於BBB的發行人。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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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公司（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司）進行評估，所依據是其

管理與符合ESG業務慣例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

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

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進行此項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提供的數據、專有模型及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

地考察。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

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

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

評估。 
 

投資顧問亦擬將其對在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下石油及氣體勘探和生產行業內的公司及全球行

業分類標準（GICS） 下綜合石油及氣體行業內的公司的投資額限制為其總資產的5%以下。 
 

本基金就可持續投資採取「同類最佳」的取向。意思是基金就每個相關行業活動選取（從ESG觀點來看）最

佳發行人。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資產的80%投資於股票；最多80%投資於定息工具；最多20%投資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最多20%投資於另類投資（包括對沖基金及／或商品）。 
 

本基金採取靈活的資產配置方法，並以對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及另類投資進行的專門宏觀經濟研究作為主

導。投資顧問將現有的估值與其本身對經濟週期的分析進行比較，以確定其估算回報與已有的共識相比是較

為樂觀或悲觀。為了以控制風險的方式產生回報，投資顧問密切注視在其基本週期估值架構以外的因素，包

括投資者情緒及定位。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

衍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預期本基金亦將合計最多以其資產淨值的100%訂立總回報掉期及差價合約，該等合約須按其投資政策以股

本或定息證券及股本或定息相關證券作為相關資產。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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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

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

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本基金的

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應用相關的ESG標準或

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

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6.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7.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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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與總回報掉期有關的風險 

與總回報掉期有關的損失風險限定於參考投資、指數或一籃子投資的總回報率與定息或浮息付款之間

的淨差額。如總回報掉期的另一方違約，在正常情況下，本基金的損失風險將包括每方按合約有權收

取的總回報付款的淨額款項。 
 

11. 與差價合約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差價合約，可能須承受市場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視乎相關資產的價格變動及任何隨之而

來的催繳按金通知而定。若合約的交易對手並未履行其財務責任，本基金亦可能須承受交易對手/信貸

風險，可能導致合約只剩少許價值或毫無價值，不論相關資產的價值有多少。 
 

12.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3.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14.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8及10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8及10類

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

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

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

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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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2019年及2023年更改其投資政

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本基金發行日：1999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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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2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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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0.97%  
A1 類 美元 0.97%  
A2 類 捷克克朗 0.97%  
A2 類 歐元 0.97%  
A2 類 日圓對沖 0.97%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0.97%  

A2 類 美元 0.97%  
A2 類 美元對沖 0.97%  
A3 類 歐元 0.97%  
A3 類 美元 0.97%  
A4 類 歐元 0.97%  
A4 類 英鎊 0.97%  
C2 類 歐元 2.23%  
C2 類 美元 2.23%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62%  

D2 類 歐元 0.62%  

D2 類 美元 0.62%  

D2 類 美元對沖 0.62%  

D3 類 歐元 0.62%  

D3 類 美元 0.62%  

D4 類 歐元 0.62%  

D4 類 英鎊 0.62%  

D4 類 英鎊對沖 0.6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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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 

 每月：A3、D3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元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歐元計值的債券及至少80%的總資產投資

於投資級*債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價值」，以彭博巴克萊 5 億歐元以上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Euro-

Aggregate 500mm+ Bond Index)(前稱巴克萊 5 億歐元以上綜合債券指數)作為適當基準以監控和管理其全

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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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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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9.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5億歐元以上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Euro-Aggregate 500mm+ Bond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5億歐元

以上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Euro-Aggregate 500mm+ Bon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4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4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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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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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元企業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1.03%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3% 
 

A2 類 捷克克朗 1.03%  

A2 類 歐元 1.03%  

A2 類 英鎊對沖 1.03%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03% 
 

A2 類 美元對沖 1.03% 
 

A3 類 歐元 1.03%  

C2 類 歐元 2.28%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63% 
 

D2 類 歐元 0.63%  

D2 類 英鎊對沖 0.63%  

D2 類 美元對沖 0.63%  

D3 類 歐元 0.6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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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 

 每月：A3、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元企業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歐元計值的投資級*企業債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價值」，以美銀美林歐元企業指數(BofA Merrill Lynch Euro Corporate Index)作為適

當基準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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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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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ICE美銀美林歐元企業指數（ICE BofAML Euro Corporat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6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6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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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NM0423U-2874260-168/471



 

165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元市場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2%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英鎊對沖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3%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3%  
A2 類 美元 1.82%  
A2 類 美元對沖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C2 類 歐元 3.08%  
C2 類 美元 3.08%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美元 1.07%  

D2 類 美元對沖 1.07%  

D4 類 歐元 1.07%  

D4 類 英鎊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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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元市場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成員國（例如法國及德

國）或在可見將來可能加入該聯盟的國家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成員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

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成員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

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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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7.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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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歐洲貨幣聯盟指數（MSCI EMU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9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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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

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NM0423U-2874260-173/471



 

170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元貨幣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0.38% ^ 

C2 類 歐元 0.40% ^ 

D2 類 歐元 0.28% ^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12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12個月

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

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元貨幣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本基金歸類為貨幣市場基金。 
 

購入本基金股份有別於將資金存入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本基金並沒有責任按認購價值贖回股份，亦不受香

港金融管理局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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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在保持資本及流動性的情況下提供符合貨幣市場利率的回報為目標。本基金按照2017年6月14日有

關貨幣市場基金的歐洲議會及理事會規例(EU)2017/1131及據以發佈的任何轉授規例的規定，將其全部資產

投資於以歐元計值的短期資產和現金。 
 

本基金只會投資於發行時的法定期限或剩餘期限為397日或以下的證券，而且本基金將維持60日或以下的加

權平均到期日及120日或以下的加權平均期限。 
 

本基金(i)只可為進行對沖而投資於衍生工具；(ii)可在投資顧問酌情決定下為流動性管理目的及允許投資目

的而訂立合資格逆回購交易；及(iii)並不投資於任何合成資產抵押證券（即其收入來自滙集參考資產金融衍

生工具的證券）。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本基金未必適合尋求長期資本增值的投資者。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

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6.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7.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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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歐元短期利率（ESTR）。由於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要求所有投資工具從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 (LIBOR) 過

渡到替代參考利率 (「替代參考利率」)，因此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更改了基準。原基準採用 LIBOR相關利率，因此有需

要更改，由採用適當替代參考利率的現行基準取代。 
 

本基金發行日：2009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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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本基金股份轉換為非貨幣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無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2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NM0423U-2874260-177/471



 

17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0.89%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89%  
A2 類 歐元 0.89%  
A2 類 美元對沖 0.89%  
A3 類 歐元 0.89%  
A4 類 歐元 0.89%  
A4 類 英鎊對沖 0.89%  
A4 類 美元對沖 0.89%  
C2 類 歐元 2.14%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54%  

D2 類 歐元 0.54%  

D2 類 美元對沖 0.54%  

D3 類 歐元 0.54%  

D3 類 英鎊對沖 0.54%  

D4 類 歐元 0.54%  

D4 類 英鎊對沖 0.54%  

D4 類 美元對沖 0.54%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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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 

 每月：A3、D3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歐元計值且存續期少於五年的債券及至少

80%總資產投資於投資級*債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價值」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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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如

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化。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6.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7.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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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9.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5億歐元1-3年綜合指數（Bloomberg Euro-Aggregate 500mm 1-3 Years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5億歐元

1-3年綜合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Euro-Aggregate 500mm 1-3 Years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9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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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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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股票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美元 1.82%  

A2 類 美元對沖 1.82%  

A4(G)類 歐元 1.83%  

A5(G)類 歐元 1.83%  

A5(G)類 美元對沖 1.83%  

A6 類 歐元 1.83%  

A6 類 英鎊對沖 1.83%  

A6 類 港元對沖 1.83%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3%  

A6 類 美元對沖 1.83%  

A8 類 澳元對沖 1.83%  

A8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3%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3%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3%  

A8 類 美元對沖 1.83%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美元 1.07%  

D2 類 美元對沖 1.08%  

D3(G)類 新加坡元 1.17%   * 

D3(G)類 美元 1.17%   * 

D4(G)類 歐元 1.08%  

D4(G)類 英鎊 1.08%  

D5(G)類 歐元 1.07%  

D5(G)類 英鎊對沖 1.08%  

D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8%  

D6 類 美元對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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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D6、D3(G) 

 每季：A5(G)、D5(G) 

 每年：A4(G)、D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洲股票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

增長的情況下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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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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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4(G)、

5(G)、6及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

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

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

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4. 地區集中風險╱歐元區危機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

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市場。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在歐洲的投資可能因歐元區的潛

在危機而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

事件（例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

可能會惡化。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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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NM0423U-2874260-187/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股票入息基金 

184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歐洲指數（MSCI Europ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0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0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NM0423U-2874260-188/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股票入息基金 

185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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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2%  

A2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2%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英鎊對沖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2%  

A2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2%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2 類 美元對沖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C2 類 歐元 3.07%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美元 1.07%  

D2 類 美元對沖 1.07%  

D4 類 歐元 1.07%  

D4 類 英鎊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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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洲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國家（例如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衍生工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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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歐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

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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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歐洲指數（MSCI Europ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3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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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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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23%  

A2 類 歐元 1.23%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23%  

D2 類 歐元 0.78%  

D4 類 歐元 0.78%  

D4 類 英鎊對沖 0.7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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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歐洲政府和政府機構及在歐洲註冊或從事

主要業務的公司及超國家機構發行並以不同貨幣計值的高收益(即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定息證券。這些證券

可包括全線定息證券，例如所有不同到期期限的債券、匯票和票據、貨幣市場工具、存款證、商業票據及或

然可換股債券。  
 

本基金的相關債券並沒有側重於特定行業/界別、計值貨幣或市值。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

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及在符合本基金的目標之下，本基金總資產的其餘部份可投資於全球各

地任何經濟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及投資級債務證券，惟本基金的股

票投資將不多於其資產的10%。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

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其他已發展市場相比，歐洲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

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

招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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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

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

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

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風

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

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

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

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對沖市場、利率及貨幣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歐洲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

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6. 歐元區風險 

鑒於若干歐洲區內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持續引起憂慮，本基金在區內的投資可能須承受更高的波動

性、流動性、貨幣及違約風險。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或歐盟國家脫離歐

元區，都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產生負面影響。 
 

7.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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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泛歐高收益3%發行人限制歐元對沖指數 (Bloomberg Pan European High Yield 3% Issuer Constrained 

Index EUR Hedged)（前稱彭博巴克萊泛歐高收益3%發行人限制歐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Pan European High Yield 

3% Issuer Constrained Index EUR Hedged））。 
 

本基金發行日：2015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5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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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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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特別時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3%  
A2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2%  
A2 類 歐元 1.83%  
A2 類 英鎊對沖 1.83%  
A2 類 港元對沖 1.83%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3%  
A2 類 美元 1.83%  
A2 類 美元對沖 1.83%  
A4 類 歐元 1.83%  

C2 類 歐元 3.08%  
C2 類 美元 3.08%  
D2 類 歐元 1.08%  

D2 類 美元 1.08%  

D2 類 美元對沖 1.0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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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洲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側重於「特別時機」的公司，即投資顧問認為具改善潛力但未被市場賞識的公司。該等公司一般

屬中小型或大型市值公司，估值偏低但具有投資增長力，例如盈利或銷售額增長率高於平均水平及資本回報

率較高或正在增長等。在若干情況下，該等公司亦可受惠於企業策略變更及業務重組。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國家（例如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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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歐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

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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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於2014年2月14日，歐洲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合

併入歐洲增長型基金，繼續運作的基金更名為歐洲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於2014年及2022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歐洲指數（MSCI Europe Index）。 

* 基準於2014年2月14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2002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2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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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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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歐洲價值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2%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英鎊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2%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2 類 美元對沖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C2 類 歐元 3.07%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英鎊 1.07%  

D2 類 美元 1.07%  

D2 類 美元對沖 1.07%  

D4 類 英鎊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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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歐洲價值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歐洲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側重於有估價偏低特性的公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國家（例如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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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某些歐洲國家）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

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歐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歐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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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歐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歐洲價值指數（MSCI Europe Valu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30.0 5.0 13.1 -0.4 6.4 -19.2 21.4 3.2 21.5 -4.7

基準† 21.4 5.6 0.7 7.4 8.3 -11.6 19.6 -12.9 2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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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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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

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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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金融科技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瑞典克朗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美元 1.82%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歐元對沖 1.00%  

D2 類 英鎊對沖 1.00%  

D2 類 美元 1.0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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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金融科技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證券，該等公司的主要經

濟活動包括研究、開發、生產及／或分銷使用及應用於金融服務的各種科技(稱為「金融科技」)。 
 

本基金集中投資的公司，是從金融服務行業的科技應用中產生收益及／或目標是與傳統經營和分銷金融產

品及服務的方法競爭的公司。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將投資於大型及中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合，

該等公司從事的活動包括下列各項：付款系統、銀行、投資、借貸、保險及軟件。雖然本基金大部份的投資

可能會投入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本基金亦可能投資於新興市場。 
 

本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加密貨幣。然而，本基金可投資於從事提供與加密貨幣有關的產品或服務（例如交易

平台或交易所）的公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

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

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投資組合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金融科技行業。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  
 

4. 與金融科技行業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在金融科技行業的投資很可能受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以及銀行及金融行業的監管發展

所影響。該等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能轉瞬過時(或可能依賴轉瞬過時的科技)，以致這些公司的證券價

值因此而受到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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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融科技產生收益的公司很大程度上須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及／或許可證，任何專利、知識產權或

許可證的喪失或損害都可能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從事此行業的公司可能須面對增長率方面

劇烈及往往無法預料的變動，以及公司之間的競爭及爭相羅致合格人員提供服務的情況。此外，該等

公司須承受網絡安全的風險，以致可能產生諸如系統故障、暫停提供產品或服務、丟失或濫用公司或

個人資料等問題，並導致在法律、財務、營運及聲譽方面不利的後果。凡此種種都可能對本基金的投

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

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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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 A2 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 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

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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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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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債券特別時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 1.22%  
A1 類 美元 1.22%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22%  
A2 類 歐元 1.22%  
A2 類 歐元對沖 1.22%  
A2 類 英鎊對沖 1.22%  
A2 類 日圓對沖 1.22%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22%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2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2%  
A2 類 美元 1.22%  
A3 類 歐元 1.22%  
A3 類 美元 1.22%  
A3(G)類 美元 1.22% * 

A4 類 歐元對沖 1.22%  
A4 類 美元 1.22%  
A5 類 歐元對沖 1.22%  
A5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2%  
A5 類 美元 1.22%  
A6 類 港元對沖 1.22%  
A6 類 美元 1.22%  
A8 類 澳元對沖 1.22%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22%  
C1 類 歐元 2.47%  
C1 類 美元 2.47%  
C2 類 歐元 2.47%  
C2 類 美元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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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類 美元 2.47%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72%  

D2 類 歐元 0.72%  

D2 類 歐元對沖 0.72%  

D2 類 英鎊對沖 0.72%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0.72%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2%  

D2 類 美元 0.72%  

D4 類 加拿大元對沖 0.72%  

D4 類 歐元 0.72%  

D4 類 歐元對沖 0.72%  

D4 類 英鎊對沖 0.72%  

D5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72%  

D5 類 歐元對沖 0.72%  

D5 類 美元 0.7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3(G)、A6、A8 

 每季：A5、C5、D5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3(G)、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

及開支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

收入，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

酌情決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

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債券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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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政府╱機關及公司所發行且以不同貨

幣計值的債券（包括非投資級*）。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100%投資於資產

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預期本基金持有的大部份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的評級將屬投資級，但本

基金將能夠使用全線可供選擇的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包括非投資級工具。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

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

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的發行人可以是公司、政府或市政府，特

別是本基金可持有由政府資助企業發行的按揭抵押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及「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

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

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

及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大量使用諸如期貨、外

匯衍生工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價值」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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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5.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採

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

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7.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9.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6及

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

資額回報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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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付

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本

扣除。 
 

10.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11.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2.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13.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4.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5.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6.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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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於2014年2月14日，世界收益基金合併入本基金及本

基金釐清其投資目標及政策。這對投資組合的管理方式或本基金的整體風險概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此外，本基

金於2017年及2019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本基金發行日：200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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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

取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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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世代交通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2 類 瑞典克朗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  

A4 類 美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2% *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歐元對沖 1.00%   

D2 類 英鎊對沖 1.00%   

D2 類 美元 1.0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

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

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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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世代交通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證券，該等公司的主要經

濟活動包括研究、開發、生產及／或分銷使用及應用於交通運輸的各種科技。 
 

本基金將集中於從轉型至較低碳交通系統（例如電動、自動化及／或數碼連接車輛）產生收益的公司。 
 

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將投資於大型及中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合，該等公司從事的活動包括下列

各項：原材料（例如金屬及電池材料）、零件及電腦系統（例如電池和電線）、科技（例如車輛感應科技）

及基礎設施（例如車輛電池充電站）。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

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投資顧問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再生能

源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

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

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就可持續投資採取「同類最佳」的取向。意思是本基金就每個相關行業活動選取（根據投資顧問對上

述ESG因素的評估而從ESG觀點來看）最佳發行人（但不排除任何行業活動），而從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

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MSCI ACWI）摒除至少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本基金的

加權平均ESG評分將高於MSCI ACWI的ESG評分。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

或已進行ESG分析。 
 

投資顧問將對全球公司進行篩選，以查核其是否涉及殺傷性地雷、集束彈藥及貧化鈾彈及裝甲的業務。如企

 
 
 ESG 加權平均評分是參考第三方 ESG 評分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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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被證實牽涉其中，本基金將排除投資於該等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雖然本基金大部份的投資可能會投入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本基金亦可能投資於新興市場。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採取的「同類最佳」取向及其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

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

證券。 
 

 ESG標準和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

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

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

人的風險。就投資於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的基金（例如本基金）而言，本基金的投資選擇（即評估發行

人是否符合可持續主題或行業）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

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可持續主題或行業及∕或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

風險。因此，與其他尋求投資於相同或類似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投資或表現可能

有所不同。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

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投資組合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使用及應用於交通運輸的各種科技有關的公司。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

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  
 

5. 與交通運輸科技行業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與使用及應用於交通運輸的各種科技有關的公司，很可能受環保問題、稅項、價格及供

應變動、監管及全球科技發展所影響。該等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能轉瞬過時(或可能依賴轉瞬過時的科

技)，以致這些公司的證券價值因此而受到負面的影響。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例如碳

排放水平的問題）可能導致交通運輸科技行業的成本增加及受到更嚴密的監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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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用及應用於交通運輸的各種科技產生收益的公司很大程度上須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及／或許可

證，任何專利、知識產權或許可證的喪失或損害都可能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從事此行業的

公司可能須面對增長率方面劇烈及往往無法預料的變動，以及公司之間的競爭及爭相羅致合格人員提

供服務的情況。此外，該等公司須承受網絡安全的風險，以致可能產生諸如系統故障、暫停提供產品

或服務、丟失或濫用公司或個人資料等問題，並導致在法律、財務、營運及聲譽方面不利的後果。凡

此種種都可能對本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8.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11.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

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12.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亦可能導致行業集中風險

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增加，因為該等證券是由有限數目的銀行發行的。 
 

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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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分

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

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

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1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8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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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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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78%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78%  

A2 類 歐元 1.78%  

A2 類 歐元對沖 1.78%  

A2 類 英鎊對沖 1.78%  

A2 類 港元對沖 1.78%  

A2 類 匈牙利福林 1.78%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78%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78%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8%  

A2 類 美元 1.78%  

A4 類 歐元 1.78% 
 

A4 類 歐元對沖 1.78% 
 

A4 類 美元 1.78% 
 

A9 類  澳元對沖 1.78%  

A9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8%  

A9 類 美元  1.79%  

C2 類 歐元 3.03% 
 

C2 類 歐元對沖 3.03% 
 

C2 類 美元 3.03% 
 

D2 類 澳元對沖 1.03%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3%  

D2 類 歐元 1.03%  

D2 類 歐元對沖 1.03%  

D2 類 英鎊對沖 1.03%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03%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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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類 美元 1.03%  

D4 類 歐元 1.03%  

D4 類 歐元對沖 1.03%  

D4 類 英鎊 1.0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季：A9#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 股息乃由董事按特定期間的預計總入息酌情計算，從而向股東提供按年計相等於

或高於股息下限（定義見章程）的每季股息分派。股息下限將按年設定，並可向香

港代表索取。在若干情況下（例如根據現有市場條件，預計總入息將大幅下降），

經董事釐定，股息下限或須於年內降低。 
 

若干股份類別（9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導致增加可供派付股息的可分派入

息，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可實際上從資本支付股息。此外，就9類別而言，若按年計

算的股息低於股息下限，該股份類別亦可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

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資產配置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NM0423U-2874260-229/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226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和政府╱機關所發行的股票、債

券（包括非投資級*）及短期證券。本基金將一般投資於有估價偏低特性的證券。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的100%投資於股票；及最多100%投資於定息工具及貨幣市場工具。本基金亦可投

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本基金採取全面管理的投資政策，隨著市場變化及經濟走勢，不時就證券及市場種類而更改美國及外國股本

證券、債務及貨幣市場證券的組合。本基金在決定投資於股票或債券之時，將參照若干因素，例如資本增值

的相對機會、收回資本的風險、不同到期日的債務證券的孳息率及利率水平。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會

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NM0423U-2874260-230/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227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4.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8.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9.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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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9類別）或從總入息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9類別）的分

派，相當於退還或提取投資者部份原有投資或歸屬於該原有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由於派付所有股息

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此股份類別可能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或總入息支付股息），因此可能

導致每股資產淨值有較大幅度的減少。 
 

與具有股息下限的派息股份有關的風險 

就具有股息下限的派息股份（9類別）而言，按年派付的任何股息必須至少相等於股息下限，若有不足

額，任何股息的重大部份可能從資本支付。因此，資本增長的風險尤其相關，而透過股息退還的資本

將不可用於未來的資本增長。  
 

在若干情況下，股息下限或須於年內降低。 
 

投資於具有股息下限的派息股份（9類別）不能代替儲蓄賬戶或支付固定利息的投資。此股份類別支付的

派息百分率與該股份類別或本基金的預期或過去入息或回報無關。 
 

12.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5.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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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標普500（S&P 500）(36%)、富時世界（美國除外）（FTSE World (ex-US)） (24%)、ICE美銀美林最近5年期

美國國庫券指數（ICE BofAML Current 5 Yr US Treasury Index）(24%)（前稱5年期美國國庫券）及富時非美元世界政府債券

指數（FTSE Non-USD World Government Bond Index）(16%)（前稱花旗非美元世界政府債券指數）。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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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

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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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12%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12%  

A2 類 美元 1.12%  

A3 類 澳元對沖 1.12%  

A3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12%  

A3 類 英鎊對沖 1.12%  

A3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12%  

A3(G)類 美元 1.12% * 

A4 類 歐元對沖 1.12%  

A5 類 美元 1.12%  

A6 類 港元對沖 1.12%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12%  

A6 類 美元 1.12%  

A8 類 澳元對沖 1.12%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12%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12%  

D2 類 歐元對沖 0.67%  

D2 類 英鎊對沖 0.67%  

D2 類 美元 0.67%  

D5 類 英鎊對沖 0.61% ^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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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 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A3(G)、A6、A8 

 每季：A5、D5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3(G)、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

及開支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

收入，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

酌情決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

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企業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所發行的投資級*企業債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

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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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

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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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9.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6及

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

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

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

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10.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1.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2.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3.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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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於2019年12月，本基金更新其衍生工具的使用可容許本基

金更大量及靈活地使用衍生工具。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環球企業綜合債券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Corporate Bond USD Hedged Index）(前

稱彭博巴克萊環球企業綜合債券美元對沖指數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Corporate Bond USD Hedg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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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9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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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動力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4%  
A2 類 歐元對沖 1.84%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4%  
A2 類 美元 1.84%  
A4 類 歐元 1.84%  
C2 類 歐元 3.09%  
C2 類 歐元對沖 3.09%  
C2 類 美元 3.09%  
D2 類 歐元 1.09%  
D2 類 歐元對沖 1.09%  

D2 類 美元 1.09%  

D4 類 歐元 1.09%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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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動力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票。本基金將一般投資於有

估價偏低特性的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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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巨額損失。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已發展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可能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

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可能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7.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8.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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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標普500（S&P 500）(60%)及富時世界（美國除外）（FTSE World (ex -US)）(40%)指數。 
 

本基金發行日：2006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25.3 3.9 -2.2 5.4 19.1 -12.5 26.0 24.5 14.8 -19.7

基準† 26.3 6.4 -0.8 9.1 23.7 -8.2 27.9 15.1 21.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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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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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股票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2%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G)類 歐元 1.82%  

A4(G)類 歐元對沖 1.82%  

A5(G)類 歐元 1.82%  

A5(G)類 歐元對沖 1.82%  
A5(G)類 英鎊 1.82%  
A5(G)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5(G)類 美元 1.82%  
A6 類 港元對沖 1.82%  
A6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6 類 美元 1.82%  
A8 類 澳元對沖 1.82%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82%  
A10 類 美元 1.82% * 

C2 類 美元 3.07%  
C5(G)類 美元 3.07%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07%  

D2 類 歐元對沖 1.07%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07%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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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類 美元 1.07%  

D4(G)類 歐元 1.07%  

D5(G)類 歐元對沖 1.07%  

D5(G)類 英鎊 1.07%  

D5(G)類 英鎊對沖 1.07%  

D5(G)類 美元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季：A5(G)、C5(G)、D5(G) 

 每月：A6、A8、A10 

 每年：A4(G)、D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8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股票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股票投資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

投資於在全球已發展市場（例如日本、英國及美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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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8及10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4(G)、

5(G)、6、8及10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

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

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

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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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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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0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0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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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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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對沖 0.98%  
A1 類 美元 0.98%  
A2 類 歐元對沖 0.98%  
A2 類 美元 0.98%  
A3 類 歐元對沖 0.98%  
A3 類 英鎊對沖 0.98%  

A3 類 港元對沖 0.98%  

A3 類 美元 0.98%  
C1 類 歐元對沖 2.23%  
C1 類 美元 2.23%  
C2 類 歐元對沖 2.23%  
C2 類 美元 2.23%  
C3 類 美元 0.07% ^ 

D2 類 歐元對沖 0.63%  
D2 類 美元 0.63%  
D3 類 歐元對沖 0.63%  
D3 類 美元 0.6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 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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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C3、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政府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政府╱機關所發行的投資級*債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MBS」），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

*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3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按揭抵押證券，

不論是否屬投資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

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

券是以分別來自相關匯集資產或按揭貸款的收入流所保證或抵押的債務證券。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

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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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

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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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9.   與投資於與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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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9年及2022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世界政府債券美元對沖指數（FTSE World Government Bond USD Hedged Index）(前稱花旗世界政府債

券美元對沖指數)。 
 

本基金發行日：198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NM0423U-2874260-25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253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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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歐元對沖 1.46% 
 

A1 類 美元 1.46% 
 

A2 類 歐元對沖 1.46% 
 

A2 類 英鎊對沖 1.46%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46% 
 

A2 類 瑞典克朗對沖 1.46% 
 

A2 類 美元 1.46% 
 

A3 類 歐元對沖 1.46% 
 

A3 類 美元 1.46% 
 

A5 類 歐元 1.46% 
 

A6 類 港元對沖 1.46%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46% 
 

A6 類 美元 1.46% 
 

A8 類 澳元對沖 1.46%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46%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46% 
 

C1 類 美元 2.71% 
 

C2 類 歐元對沖 2.71% 
 

C2 類 美元 2.71% 
 

D2 類 歐元對沖 0.76%  
 

D2 類 英鎊對沖 0.76% 
 

D2 類 美元 0.76% 
 

D3 類 歐元對沖 0.76% 
 

D3 類 美元 0.76% 
 

D5 類 英鎊對沖 0.7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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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 

 每季：A5、D5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高孳息債券（包括非投資級*）。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NM0423U-2874260-259/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256 
 

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

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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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9.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

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

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

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10.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1.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2.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3.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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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美銀美林環球高收益限制美元對沖指數（BofA Merrill Lynch Global High Yield Constrained USD Hedg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3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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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2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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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通脹掛鈎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0.98%  
A2 類 美元 0.98%  
A3 類 美元 0.98%  
C2 類 美元 2.23%  
C3 類 美元 2.23%  
D2 類 歐元對沖 0.62%  
D2 類 美元 0.62%  
D3 類 美元 0.6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C3、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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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通脹掛鈎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實際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的通脹掛鈎定息證券。本基金

可投資於屬投資級*或非投資級**(以總資產的10%為限)的定息證券。 
 

本基金持有的大部份定息證券的期限擬設定為少於20年。然而，由於本基金屬主動式管理基金，本基金仍可

靈活地投資於期限超出1至20年期的定息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及「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

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

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價值」，以彭博巴克萊世界政府通脹掛鈎 1-20 年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World Government Inflation-Linked 1-20yr Index USD Hedged)作為適當基準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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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3.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4.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8.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NM0423U-2874260-26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通脹掛鈎債券基金 

263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9.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0.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世界政府通脹掛鈎1-20年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World Government Inflation-Linked 1-20yr Index USD 

Hedged）(前稱彭博巴克萊世界政府通脹掛鈎1-20年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World Government Inflation-Linked 1-20yr 

Index USD Hedged）)。上文所列於2017年12月8日之前的表現基準資料是巴克萊世界政府通脹掛鈎債券指數的資料。基準於2017

年12月8日更改，因為採用現行基準作為計算相對風險價值的參考基準符合股東最大的利益，為的是利用當前的通脹率環境並且更

靈活地達到本基金的投資目標。 
 

本基金發行日：2009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5.6 8.2 -1.7 8.8 2.9 0.1 6.2 5.6 4.2 -9.2

基準† -5.5 9.0 -1.1 10.2 3.1 1.0 6.9 6.4 5.5 -8.5

-15.0

-10.0

-5.0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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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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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遠見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A4 類 美元 1.82%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6%  

D2 類 美元 1.06%  

D4 類 英鎊 1.0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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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遠見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本基金可投資於

投資顧問認為具有持續競爭優勢而且一般會長期持有的股本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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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7.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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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6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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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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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環球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78%  

A2 類 歐元 1.78%  

A2 類 歐元對沖 1.78%  

A2 類 美元 1.78%  

A3(G)類 歐元 1.79%  

A4(G)類 瑞士法郎對沖 1.78%  

A4(G)類 歐元對沖 1.78%  

A4(G)類 美元 1.79%  

A5(G)類 澳元對沖 1.78%  

A5(G)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8%  

A5(G)類 美元 1.79%  

A6 類 歐元對沖 1.78%  

A6 類 港元對沖 1.78%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8% 
 

A6 類 美元 1.79% 
 

A8 類 澳元對沖 1.78% 
 

A8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78% 
 

A8 類 英鎊對沖 1.78%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78%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78% 
 

C2 類 美元 3.04% 
 

C6 類 美元 3.04%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88%  

D2 類 歐元對沖 0.88%  

D2 類 美元 0.88%  

D4(G)類 瑞士法郎對沖 0.88%  

D4(G)類 歐元對沖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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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類 英鎊對沖 0.88%  

D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89% * 

D6 類 美元 0.89%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G)、A6、C6、A8、D6 

 每季：A5(G) 

 每年：A4(G)、D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環球多元資產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藉採取靈活的資產配置政策投資於全球各地的股票、債券（包括非投資級*）、集體投資計劃、現金及貨幣市

場證券，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

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5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

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

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資產的80%投資於股票；最多80%投資於定息工具；最多20%投資於另類投資（包括其他

集體投資計劃）；最多20%投資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最多15%投資於商品。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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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預期本基金不會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由任何單一主權國發行及╱或擔保並現時屬非投資級*的債

務證券。 
 

本基金運用靈活資產配置取向的基本分析。在中期而言，經濟╱收益週期及估值為資產類別回報背後的主導

因素，雖然包括投資者情緒在內的其他因素亦會影響投資決定，尤以短期為甚。本基金對各資產類別的入息

時機及預計回報進行比較，目標是取得穩定的入息水平，並在入息水平與長期資本增值潛力之間取得平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9%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

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本基金的表現部份取決於本基金採用的資產配置策略是否成功。並無法保證本基金採用的策略必定會

成功，因此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未必一定可達到。 
 

2.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4(G)、

5(G)、6及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

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

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

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3.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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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採

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

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7.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9.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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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5.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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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本基金發行日：2012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2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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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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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印度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4% ^ 

A2 類 美元 1.84% ^ 

A4 類 英鎊 1.84% ^ 

C2 類 歐元 3.09% ^ 

C2 類 美元 3.09% ^ 

D2 類 歐元 1.09% ^ 

D2 類 美元 1.09% ^ 

D4 類 英鎊 1.09% ^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 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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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印度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印度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

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印度）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

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印度最近頒佈了對印度稅制作出的修改，或會對本基金造成負面影響。 
 

4.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印度，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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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影響印度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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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印度總回報淨額10/40指數（MSCI India TR Net 10/40 Index）。基準已於2020年7月31日更改，因

為現行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可投資範圍。 
 

本基金發行日：2005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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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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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日本靈活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1%   
A2 類 歐元對沖 1.81%   
A2 類 日圓 1.81%   
A2 類 美元 1.81%   
A2 類 美元對沖 1.81%   
A4 類 英鎊 1.81%   
C2 類 歐元 3.06%   
C2 類 日圓 3.06%   
C2 類 美元 3.06%   
D2 類 歐元 1.06%   
D2 類 歐元對沖 1.06%   
D2 類 美元 1.06%   
D4 類 英鎊 1.0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日圓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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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日本靈活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日本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一般投資於有增長或價值投資特性的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

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35%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日本，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日本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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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7.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於2014年2月14日，日本基金合併入日本價值型基

金，繼續運作的基金更名為日本靈活股票基金，及其投資政策已更改。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日圓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日本指數（MSCI Japan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5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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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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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日本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3%  
A2 類 歐元對沖 1.83%  
A2 類 日圓 1.83%  
A2 類 美元 1.83%  
A2 類 美元對沖 1.83%  
A4 類 英鎊 1.83%  
C2 類 日圓 3.09%  
C2 類 美元 3.09%  
D2 類 歐元 1.08%  

D2 類 歐元對沖 1.08%  

D2 類 日圓 1.08%  

D2 類 美元 1.08%  

D4 類 英鎊 1.0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日圓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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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日本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

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日本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而且在日本

股票市場的市值排名位於最低的30%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日本，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日本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NM0423U-2874260-291/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日本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 

288 
 

 

7.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日圓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標普日本中小型企業指數（S&P Japan Mid Small Cap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8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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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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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2.09%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2.09%   
A2 類 歐元 2.09%   
A2 類 英鎊 2.09%   
A2 類 港元對沖 2.09%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2.09%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2.09%   
A2 類 美元 2.09%   
A4 類 歐元 2.09%   
A4 類 英鎊 2.09%   
C2 類 歐元 3.34%   
C2 類 美元 3.34%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34%   

D2 類 歐元 1.34%   

D2 類 歐元對沖 1.34%   

D2 類 英鎊 1.34%   

D2 類 英鎊對沖 1.34%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34%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33%   

D2 類 美元 1.34%   

D4 類 歐元 1.34%   

D4 類 英鎊 1.34%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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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拉丁美洲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拉丁美洲*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

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

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包括拉丁美洲）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

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 拉丁美洲指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島國，包括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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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4.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拉丁美洲，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

較容易受影響拉丁美洲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

管事件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NM0423U-2874260-29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293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拉丁美洲10/40指數（MSCI EM Latin America 10/40 Index）。基準於2022年6月29日更

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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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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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天然資源增長入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3(G)類 美元 1.82%  

A4(G)類 美元 1.83%  

A5(G)類 歐元 1.82%  

A5(G)類 美元 1.82%  

D2 類 歐元 1.07% * 

D2 類 歐元對沖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G) 

 每季：A5(G) 

 每年：A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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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

入，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天然資源增長入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爭取達致資本增長及股票投資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主要從事

天然資源行業，例如從事礦業、能源業及農業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4(G)及5(G)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

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

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總收入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

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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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天然資源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

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NM0423U-2874260-301/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天然資源增長入息基金 

298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標普環球天然資源指數（S&P Global Natural Resources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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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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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世代醫療保健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

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並

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美元 1.0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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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世代醫療保健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

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其至少8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涉及新型和新興的保健主

題的公司的股本證券。 
 

本基金將集中於多個行業的新一代保健主題，包括（但不限於）生物科技、製藥、生命科學工具和服務、

保健科技、保健設備、醫療設備和數碼保健，以及多個子主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基因醫學、

新一代診斷、免疫療法、機械人輔助手術、生物傳感器和追蹤器、醫療人工智能應用和遙距醫療。在正常

市場條件下，本基金將投資於與上述新一代保健主題有關的大型、中型和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

合。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置時，投資顧問將對這些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新一代保健主題有

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

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

潛在影響。 
 

雖然本基金的大部份投資可能會投入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但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 

評定公司對每項活動（就新一代保健主題及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而言）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

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就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而言）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

益額多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其資產淨值的

最多2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市場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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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新世代保健主題有關的公司。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

價值可能較波動。 

 

4. 與投資於新世代保健主題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對與嶄新及新興保健主題有關的公司的投資很可能受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以及相關行

業的經濟、政治或監管發展所影響。該等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能轉瞬過時（或可能依賴轉瞬過時的科

技），以致這些公司的證券價值因此而受到負面的影響。 
 

與新一代保健主題有關的公司很大程度上須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及／或許可證，任何專利、知識產權

及／或許可證的喪失或受損都可能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該等公司可能面對增長率方面劇

烈及往往無法預料的變動，以及公司之間的競爭及爭相羅致合資格人員提供服務的情況。此外，若干

公司可能會為研究和產品開發而分配比平常更多的財務資源，並因認為研究和開發計劃取得成功的

前景而經歷高於平均水平的價格變動。然而，該等研究和開發未必會產生商業上成功的產品。凡此種

種都可能對本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

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9. 中小型公司的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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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

未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2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2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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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費#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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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世代科技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

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並

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1%  *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1%   

A2 類 歐元 1.82%  & 

A2 類 歐元對沖 1.81%   

A2 類 英鎊對沖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2%   

A2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2%  *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1%   

A2 類 瑞典克朗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1%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 

A4 類 美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2%  *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歐元對沖 0.99%   

D2 類 英鎊 1.00%   

D2 類 英鎊對沖 0.99%   

D2 類 人民幣對沖 0.99%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0%   

D2 類 美元 1.0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NM0423U-2874260-309/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新世代科技基金 

306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

一年，但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

的每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

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

先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新世代科技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證券，該等公司的主要

經濟活動包括研究、開發、生產及／或分銷新科技及新興科技。  
 

本基金將集中於下一世代的科技主題，包括人工智能、計算、自動化、機械人、技術分析、電子商務、付

款系統、通訊技術及衍生式設計。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將投資於大型及中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

組合。雖然本基金大部份的投資可能會投入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本基金亦可能投資於新興市場。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

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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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

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投資組合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新科技及新興科技有關的公司。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

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  
 

4. 與新科技行業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與新科技及新興科技有關的公司很可能受監管及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所影響。

該等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能轉瞬過時(或可能依賴轉瞬過時的科技)，以致這些公司的證券價值因此

而受到負面的影響。 
 

從新科技及新興科技產生收益的公司很大程度上須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及／或許可證，任何專利、

知識產權或許可證的喪失或損害都可能對其盈利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從事此行業的公司可能須面

對增長率方面劇烈及往往無法預料的變動，以及公司之間的競爭及爭相羅致合格人員提供服務的情

況。此外，該等公司須承受網絡安全的風險，以致可能產生諸如系統故障、暫停提供產品或服務、

丟失或濫用公司或個人資料等問題，並導致在法律、財務、營運及聲譽方面不利的後果。凡此種種

都可能對本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

常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

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

險。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

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

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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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

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

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

貨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

貨幣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

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

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

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

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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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

並未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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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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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營養科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港元 1.82%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對沖 1.82%  

A4 類 英鎊對沖 1.82%  

A4 類 美元 1.82%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0%  

D2 類 歐元對沖 1.00%  

D2 類 英鎊對沖 1.00%  

D2 類 港元 1.00%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0%  

D2 類 美元 1.00%  

D4 類 歐元對沖 1.00%  

D4 類 英鎊對沖 1.00%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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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營養科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從事任何構成食品及農業價值鏈一

部份的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本證券，包括包裝、加工、分銷、技術、食品及農業相關服務、種子、農業或

食品級化學品及食品生產商。作為此一部分，本基金投資於在營養科學主題範圍內積極應對全球可持續發展

挑戰的公司。所側重的三大可持續發展的營養科學趨勢是：推廣健康及可持續飲食選擇、提高全球食物供應

鏈的效率，及促使減少資源密集型耕種。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

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投資顧問將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

營養科學主題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

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

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就可持續投資採取「同類最佳」的取向。意思是本基金就每個相關行業活動選取（根據投資顧問對上

述ESG因素的評估而從ESG觀點來看）最佳發行人（但不排除任何行業活動），而從Factset營養科學範圍

（定義見下文）摒除至少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本基金的加權平均ESG評分將高於Factset營養科學範圍

的ESG評分。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 
 

本基金投資範圍由（按投資顧問的意見）全球任何優先將消費者對營養科學不斷轉變的偏好作為其業務的主

要策略推動力之公司代表（「Factset營養科學範圍」）。 
 
 

投資顧問將對全球公司進行篩選，以查核其是否涉及殺傷性地雷、集束彈藥及貧化鈾彈及裝甲的業務。如企

業被證實牽涉其中，本基金將排除投資於該等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

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ESG 加權平均評分是參考第三方 ESG 評分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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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採取的「同類最佳」取向及其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

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

證券。 
 

ESG 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

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本基金的

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

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食品及農業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

化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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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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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1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0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0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8.5 3.0 -14.0 9.2 11.4 -16.5 18.1 19.6 4.8 -21.9

基準† 22.8 4.2 -2.4 7.9 24.0 -9.4 26.6 16.3 18.5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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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8%*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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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可持續亞洲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

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並

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27% 
 

A6 類 美元 1.26% 
 

D2 類 歐元對沖 0.77% 
 

D2 類 美元 0.7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 A6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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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投債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上市債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務工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

由地方政府及／或其聯營公司成立的獨立法律實體，為公共福利投資或基建項目籌集資金。 
2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即非中國的認可信貸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

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扣

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些股

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 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關股

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可持續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力求在不損害資本增長的情況下取得與其基準（摩根大通 ESG 亞洲信貸指數 (J.P. Morgan ESG Asia 

Credit Index)）相比高於平均的收入，並以在三年滾動期內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且力求以貫徹側重環境、

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其至少 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亞洲註冊或從事大部份經濟活動的發行人所發行的定息可轉讓證券。

為了產生高於平均的收入，本基金將力求從不同的該等定息可轉讓證券獲得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投資組合可

能包括城投債1（預計不會超過本基金總資產的 10%）。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線可供認購的證券，包括投資級、

非投資級及無評級證券2。預期在高收益定息可轉讓證券的投資佔投資組合的重要部份，並（視乎市況而定）

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本基金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本基金力求達致相對於摩根大通亞洲信貸指數（J.P. Morgan Asia Credit Index)（「ESG 報告指數」，代表

本基金的投資範圍，並追蹤亞洲（日本除外）發行人所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定息證券）而言：(i) 從 ESG 報告

指數摒除 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取得高於 ESG 報告指數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及 (ii) 透過將較高資產

配置予碳排放較低的發行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及可受惠於低碳轉型的發行人，使碳排放強度得分較 ESG 報

告指數減少至少 30%。有關 ESG 評分將按每名發行人的 ESG 評分（以適用者為準）的總和，按其市值加權

計算。就本基金及 ESG 報告指數進行的計算將排除任何沒有 ESG 評分的發行人，並將相應地重新調整。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 ESG 政策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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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將其至少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投資顧問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的且被評定為不會造

成嚴重損害的可持續投資，包括但不限於「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各定義於章

程中界定）。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及其他排他性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

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

特定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

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vi) 超過 5%的收益來自生產或經銷棕櫚油的發行人； 

(vii) 超過 5%的收益來自擁有或經營與賭博有關的活動或設施；及  

(viii) 涉及生產成人娛樂物品。 

 

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所

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本基金持有的綠色、可持續和社會債券可能導致本基金投資於其投資與上文所述排除規定不一致的發行

人。 

 

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置時，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發行人（即尚未按上述排他性篩選排除為不予投資

的該等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其業務慣例有關的 ESG 相關風險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其 ESG

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 ESG

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發行人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進行上述評估和排除時，投資顧問擬使用由投資顧問及／或其聯繫公司內部產生的或由外聘的 ESG 研

究提供商提供的數據、專有模型及本地情報。 

 

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至少 90%具有 ESG 評分或已進行 ESG 分析。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球

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並不

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 ESG 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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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 ESG 政策）下，本基金總資產餘下的 30%可投資於全球經

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務及其他證券，包

括貨幣市場工具（即短期債務證券）、存款（即現金）及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位（即可能由 BlackRock Group

的一家或多家聯繫公司管理的其他投資基金），惟本基金的股票投資將不多於其總資產的 10%。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 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

資以其總資產的 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

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基

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有

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

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來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內部研究及∕或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

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

險。本基金的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

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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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率

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由中小型公司發行的債務證券的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可能較高。與較發展市

場相比，亞洲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

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

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

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

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

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

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他風

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

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

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本基

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用

可靠性。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本

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

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採

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

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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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

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亞洲。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價值可能較為波動。本基金的

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亞洲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

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外匯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

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手

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值減

損。 

 

9.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能

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0. 對沖風險 

本基金可使用貨幣衍生工具對沖貨幣風險。概不保證對沖技巧將完全及有效達致預期效果。對沖成功與

否視乎投資顧問的專業知識而定，對沖可能欠缺效率或無效。這可能對本基金及其投資者構成不利影

響。 

 

儘管本基金可進行對沖交易以降低風險，但出乎意料的貨幣、利率及市場情況轉變可能導致本基金的整

體表現轉差。本基金的對沖工具與被對沖投資組合持倉之間不一定完全相關。不完全相關可能令本基金

無法達致預期對沖或令本基金面對虧損風險。 

 

11.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類別）的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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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滾

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基金

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認為最

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如

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大通ESG亞洲信貸指數（J.P. Morgan ESG Asia Credit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 2020  

股份類別發行日： 2020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份

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Fund -3.4 -15.1

Benchmark† -2.8 -11.7

-16

-14

-12

-10

-8

-6

-4

-2

0

(%
)

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份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

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

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 

基準† 

NM0423U-2874260-327/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可持續亞洲債券基金 

324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如費用變動低於所披露的上限水平）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

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 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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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能源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97% 
 

A2 類 加元對沖 1.97% 
 

A2 類 歐元 1.98%  

A2 類 歐元對沖 1.97%  

A2 類 英鎊對沖 1.97%  

A2 類 港元對沖 1.97%  

A2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97%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97%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97%  

A2 類 美元 1.98%  

A4 類 歐元 1.98%  

A4 類 英鎊 1.98%  

A4 類 美元 1.98%  

A10 類 美元 2.01% * 

C2 類 歐元 3.23%  

C2 類 美元 3.23%  

D2 類 歐元 1.23%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2% 
& 

D2 類 美元 1.23%  

D4 類 歐元 1.23%  

D4 類 英鎊 1.2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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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

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

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可持續能源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可持續能源公司的股本證券。可持續

能源公司指從事另類能源及能源科技的公司，包括再生能源科技；再生能源發展商；另類燃料；能源效益；

輔助能源及基礎建設。本基金不會投資於被歸類為以下行業(按全球行業分類標準界定)的公司：煤及消耗品；

油氣開採和生產；及綜合油氣。評定每項活動或行業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

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投資顧問將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另類

能源及能源科技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

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

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就可持續投資採取「同類最佳」的取向。意思是本基金就每個相關行業活動選取（根據投資顧問對上

述ESG因素的評估而從ESG觀點來看）最佳發行人（但不排除任何行業活動），而從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

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MSCI ACWI）摒除至少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本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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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平均ESG評分將高於MSCI ACWI的ESG評分。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

或已進行ESG分析。 
 

投資顧問認為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大致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SDG7及SDG13，儘管可持續

發展目標並不構成本基金的投資挑選準則或目標的一部分。 
 

評估可持續能源公司的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將考慮一系列數據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專屬和購入的研

究、外部ESG評級及與發行人接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

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與投資於可持續主題或行業有關的風險 

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就投資於可持續主題或行

業的基金（例如可持續能源基金）而言，評估發行人是否符合可持續主題或行業涉及投資顧問的主

觀判斷。因此，與其他尋求投資於相同或類似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投資或表現

可能有所不同。 
 

4.  ESG 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 ESG 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

會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 ESG 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

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 ESG 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在依據 ESG 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 ESG 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

 
 
 ESG 加權平均評分是參考第三方 ESG 評分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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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

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 ESG 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

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 ESG 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5.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另類能源及能源科技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

週期性變化所影響。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9.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0.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2.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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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分

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

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

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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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6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9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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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顧

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23%  

A3(G)類 美元 1.23% * 

A6 類 澳元對沖 1.23%  

A6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23%  

A6 類 歐元對沖 1.23%  

A6 類 英鎊對沖 1.22%  

A6 類 港元對沖 1.23%  

A6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23%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23%  

A6 類 美元 1.23%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23%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73%  

D2 類 歐元 0.73%  

D2 類 歐元對沖 0.75%  

D2 類 英鎊對沖 0.73%  

D2 類 美元 0.7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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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3(G)、A6、A8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資產

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3(G)、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

開支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

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通

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可持續環球債券收益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

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最高收益為目標，且力求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原則的方式進行投資。本基金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包括新興市場）的政府、政府機構、

公司及超國家機構所發行並以不同貨幣計值的定息可轉讓證券。為了產生最高收入，本基金將在上述各種定

息可轉讓證券中尋求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線可供選擇的定息證券，包括投資級、非投資級

（可以是大量投資）及無評級*。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尋求在投資顧問的內部ESG框架內優化資產配置。在這個框架下： 

 

• 所有證券都根據其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即投資顧問定義的環境和社會效益或成本）的關聯程

度，以由下而上的方法進行評估和分類。這意味著本基金將尋求選擇為第三方創造環境和社會效

益及／或被視為其行業的 ESG 領導者的最佳發行人（從ESG觀點來看）– 即 ESG評估高於投資

顧問不時釐定的預設下限（可包括定性和定量下限，並就不同種類的定息可轉讓證券而有所不同）

的發行人。進行該ESG 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提供的數據（投資顧問將排除

任何MSCI ESG評級為CCC或以下的發行人）、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地考察。 

• 投資顧問將力求增加投資於投資顧問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的且被評定為不會造成嚴重

損害及與「正面外部因素」相關的可持續投資（例如低碳排放發行人及具有正面ESG資歷的發行人）。

這包括但不限於：收益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發行人、設定了特定氣候轉型目標的發行人（例

如，科學為本的淨零目標、根據《轉型路徑倡議》配合《巴黎承諾》）並被認為具有正面的氣候影響

力和「綠色債券」（按其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原則指引的專有方法定義）。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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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顧問亦會尋求限制對被視作具有相關負面外部因素（例如較高碳排放者、具有若干爭議性營商

做法的發行人及具有負面ESG資歷的發行人）的投資。這包括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

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

牽涉若干行業的公司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特定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若干種類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人權、

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就上述定制ESG篩選機制而言，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

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然後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公司（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司）進行評估，所依據是其

管理與符合ESG業務慣例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

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

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

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

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

評估。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淨值的20%各投資於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政府發行及

／或擔保而且現時被評定為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該等投資建基於投資顧問的專業判斷，其投資理由可包

括有關主權發行人的前景屬有利／正面、該等投資的評級可能調升及預期該等投資的價值因評級變更而改

變。 
 

基於市場走勢及信貸／投資評級的變化，投資情況可能隨時日而變動。上述國家只供參考，可能有所變動而

不會事先通知投資者。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6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

屬投資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

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

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務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不可

以多於其總資產的10%投資於股票。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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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 信貸 /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行

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

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

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

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 / 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

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

性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

無評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

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主權債務風險：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社會、經濟、違約或其

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

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

以對主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投資於由非投資級國家（即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發行及

╱或擔保的債務證券的資產比率可能較高（每一國家最高可達20%），可能導致較高的信貸╱違

約風險及集中風險。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

本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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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信

用可靠性。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

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 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不完整、不

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存在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本基金的投資

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間接

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4.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即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即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現金流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可

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6及8

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

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

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

（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差，

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付作股

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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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 
 

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亦可能導致行業集中風險

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增加，因為該等證券是由有限數目的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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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1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 A2 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

資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 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

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本基金發行日：201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9.2 2.5 -0.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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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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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資

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並可

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63% 
 

D2 類 歐元 1.04% 
 

D2 類 美元 1.04%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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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

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以盡量提高長期總回報為目標，並將其至少80%的總資產投資於其主要經濟活動是在

基建行業進行並特別側重於符合及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公司的股本證券。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將投資於相對集中的大型、中型和小型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投資組合，涵蓋廣

泛的基建子行業。這些公司將是投資顧問識別為符合並促進至少一項聯合國SDG的公司，而其中的目標

和指標由基建行業支持（即「可持續基建主題」）。該等公司及有關SDG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促進

可負擔和清潔能源的受監管公用事業及可再生能源公司、提高可持續城市和社區水資源可持續性的水務公

用事業公司，以及促進良好健康及福祉為弱勢社群提供住房的社會基建公司（例如長者住房）。投資顧問

將根據對SDG相關業務活動的收益及／或盈利貢獻等指標評估公司是否符合SDG。 
  

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置時，投資顧問根據其內部ESG框架的專有方法，對所有選定的公司進行更深入

的分析，其中內部產生的數據為目標公司給出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評分。就此而言，投資顧問將

對公司進行評估，所依據是其管理與基建主題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

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

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基於對上述因素的深入評估，投資顧問計算每間投資組合公司的ESG評

分。進行此評估時，投資顧問會運用其基本洞察觀點，並可使用外聘ESG提供商提供的資料及／或本地情報。 
 

本基金將採用一個參照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的定制ESG篩選機制（下文(v)項所述除外），意思是投

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如適用）於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活動的公司發行人，

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若干種類的常規武器；  

(ii) 分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  

(i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人權、勞工

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及 

(v) 開採動力煤或焦油砂（亦稱為油砂）或利用動力煤或焦油砂發電。如果發行人已承諾實施淨零轉型

計劃，例如停止煤炭發電並投資於可再生能源的公司，投資顧問可能投資於有較高收益水平來自該

等活動的發行人的證券。 

就上述定制ESG篩選機制而言，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

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與本基金投資範圍內的所有證券相

比，投資策略將本基金的可投資範圍縮小了至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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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和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有限度地間接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

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

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估。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本基金總

資產餘下的30%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

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上文提述的任何ESG 評分或分析將僅

適用於本基金運用的衍生工具的相關證券。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

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即採用定制ESG篩選機制）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

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

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

售證券。 
 

ESG 標準和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

準及其是否符合可持續主題或行業來評估某一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

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投

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就投資於可持續主題或行業的基金（例如本基金）而

言，本基金的投資選擇（即評估發行人是否符合可持續主題或行業）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存在

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上述評估或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可持續主題或行業

及∕或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因此，與其他尋求投資於相同或類似可持續

主題或行業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投資或表現可能有所不同。 

 

3. 與可持續基建行業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對可持續基建行業公司的投資可能會受到相關行業的經濟、政治或監管發展影響。可持續基建

行業公司的證券也可能受到對盈利能力有不利影響的廣泛因素所影響，例如額外成本、利率、環境和

當地規例、競爭加劇、稅項及恐怖活動。凡此種種都可能對本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4.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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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5. 投資組合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基建行業有關的公司。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

能較波動。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

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及貨幣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

國家及貨幣可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9.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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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

會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

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

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

經證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50/50已發展核心基建指數（FTSE 50/50 Developed Core Infrastructur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2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2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2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NM0423U-2874260-347/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 

344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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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世界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1.08%  

A2 類 歐元對沖 1.08%  

A2 類 英鎊對沖 1.08%  

A2 類 美元 1.08%  

A3 類 美元 1.08%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08%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08%  

C1 類 美元 2.33%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68%  

D2 類 歐元對沖 0.68%  

D2 類 英鎊對沖 0.68%  

D2 類 美元 0.68%  

D3 類 美元 0.6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NM0423U-2874260-349/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世界債券基金 

346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

定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至少一個月

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可持續世界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並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進行投資。本基金將其

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投資級*債券。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50%投

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

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

債務證券。 
 

本基金力求依據證券的外部因素，透過增加對 ESG 表現優異者的投資並減少對 ESG 落後者的投資（如下

文 ESG 政策進一步說明），以達到與投資範圍（由彭博環球綜合債券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Bond Index USD Hedged）（75%）、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債券指數環球多元指數（JP Morgan 

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15%）及彭博美元高收益 2%限制指數（Bloomberg 

US High Yield 2% Constrained Index）（10%）組成的綜合基準代表，「有關指數」）相比更優的 ESG 概

況。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尋求在投資顧問的專有可持續發展框架內優化資產配置。在這個框架下： 
 

• 所有證券都根據其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的關聯程度，即該等證券發行人採取的行動對環境和

社會帶來的預期或非預期效益或成本，以由下而上的方法進行評估和分類。評估可能包括定性

和定量門檻，並就投資顧問不時釐定的不同種類的定息可轉讓證券而有所不同，且依據外部 

ESG數據點、專有模型、本地情報及與發行人對話中採取的參與。 
 

特別是，投資顧問將尋求高於有關指數的投資並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至少20%投資於投資顧問

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的且被評定為不會造成嚴重損害及與「正面外部因素」相關的

可持續投資（「PEXT投資」，例如較低碳排放發行人及具有正面ESG資歷的發行人）。這包括

但不限於投資於已設定特定氣候轉型目標（例如，科學為本的淨零目標、根據《轉型路徑倡議》

配合《巴黎承諾》）並被認為具有正面的氣候影響力的發行人，及以本基金資產淨值至少 10%

投資於「綠色債券」（按投資顧問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原則指引的專有方法定義）。  
 

• 投資顧問亦會尋求排除對被視作具有相關負面外部因素的投資（「NEXT投資」，例如較高碳排

放者、具有若干爭議性營商做法的發行人（例如擁有或經營與賭博有關的活動或設施及生產成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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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娛樂物品），及具有負面ESG資歷的發行人）。這包括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

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排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

干活動（可能基於特定的收益限額，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的公司發行人，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公司，例如

涵蓋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與有關指數相比，本基金對PEXT投資的較高投資額及對NEXT投資的較低投資額合計將至少

佔市值的20%。 
 

• 對於投資顧問無法確定明顯正面或明顯負面外部因素的發行人或證券，例如由於發行人缺乏

披露，投資顧問將確定與該等公司商討的參與議程，以尋求改善其 ESG資歷、匯報框架及披

露。 
 

• 在選擇投資和優化資產配置時，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發行人（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

資的該等發行人）進行評分，所依據是（除其他因素外）其管理與符合ESG業務慣例有關的

風險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

可持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發行人財

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

由全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間接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

券，或其投資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

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估。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及「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

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

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本基金總資產淨值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

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

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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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 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

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來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內部研究及∕或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

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

險。本基金的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

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4.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5.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本基金可投資於歐元區主權債務。鑒於若干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本基金可能因歐元區的潛在危機而

承受多項增加的風險（例如波動性、流動性、價格及貨幣風險）。如歐元區發生任何不利的事件（例

如主權國被調降信貸評級、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違約，或甚至歐元區解體），本基金的表現可能會惡

化。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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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9.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10.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8類別）支付股息的分派，等於投資者獲得部份原投資額回報

或撤回其部份原投資額或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

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

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NM0423U-2874260-353/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可持續世界債券基金 

350 
 

 

13.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4.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5.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2019年及2022年更改其投資政

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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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環球綜合美元對沖指數（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USD Hedged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環球綜合美元

對沖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USD Hedg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85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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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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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瑞士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 1.82%  

D2 類 瑞士法郎 1.07%  

D3 類 瑞士法郎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瑞士法郎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瑞士中小型企業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

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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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瑞士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而且於購入

時並非瑞士市場指數成份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瑞士，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瑞士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

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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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瑞士法郎計算，當中反映

出本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

顧問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SPI額外指數（SPI Extra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8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8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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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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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系統分析中國A股特別時機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統稱「互聯互通機制」)

及合格境外投資者(「QFI」)制度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本基金以美元而非人民幣(「人民幣」)計值。本基金涉及貨幣兌換，因此須承受較高的費用及貨幣兌

換風險。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QFI 持牌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或BlackRock Group聯營公司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QFI 保管人：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人民幣 1.86%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6%   

A2 類 美元 1.86%   

D2 類 歐元對沖 1.11%   

D2 類 英鎊 1.11%   

D2 類 美元 1.11%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

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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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系統分析中國A股特別時機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

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總部設於中國或在中國從事其大部份業務

的公司(包括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就投資目標而言，「中國」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因此本

基金只會投資於中國境內股票市場（「中國A股」）。  
 
為了達到其投資目標及政策，本基金將投資於各種投資策略和工具。特別是，本基金將採用定量 (即數學或統計)模型

以達到系統化(即以規則為主)的選股取向。定量模型由投資顧問設計及建立。意思是將在考慮到預期風險及交易費用

後，依據預期股票對投資組合回報的貢獻而進行選股。投資顧問保留酌情權因應罕有和出乎意料的公司事件而不考慮

若干已選股票，以管理投資組合風險。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資產淨值的100%通過互聯互通機制及QFI制度投資於中國。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之下，其餘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各地任何經濟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

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

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市場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

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

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 與中國股票市場高波動性有關的風險：市場的高波動性及潛在結算困難亦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

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 與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規定/外匯政策有關的風險：中國的證券交易所一般有權暫停或限制在有關

交易所買賣的任何證券的交易。政府或監管機構亦可實施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政策。凡此種種都

可能對本基金有負面影響。 
 

• 與透過QFI機制進行投資有關的風險：本基金進行有關投資或全面實施或執行其投資目標和策略的

能力須受限於中國的適用法律、規則和規例(包括對投資及調回本金和溢利的限制)，該等法律、規

則和規例可能有變動，而該等變動可能具有潛在追溯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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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QFI的批核被撤回/終止或因其他原因無效，以致本基金被禁止買賣有關證券及調回本基金的資

金，或如任何主要營運者或營運方(包括QFI保管人/經紀)破產/違約及/或喪失履行其責任(包括執行

或結算任何交易或調撥資金或證券)的資格，本基金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 與互聯互通機制有關的風險：互聯互通機制的相關規則和規例可能有所變動，並可能具有潛在追

溯效力。互聯互通機制設有額度限制。若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實施暫停，本基金透過機制投資於中

國A股或進入中國市場的能力將受到不利的影響。在該種情況下，本基金達到其投資目標的能力可

能受到負面的影響。 
 

• 中國稅務風險：對於本基金透過QFI制度或互聯互通機制在中國的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益，與之有

關的中國現行稅務法律、規例和慣例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能具有追溯效力)。對本基金徵收的任

何增加的稅務責任可能對本基金的價值有不利的影響。 
 

根據專業和獨立的稅務意見，本基金將不會就其中國A股投資轉讓所得的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益

作出稅務撥備。  
 

4.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中國。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波動。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中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

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5.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貨幣管制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

其波動性會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6.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7.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即美元）以外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

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

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8.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9. 與人民幣貨幣及其兌換相關的風險 

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本基金的認購和贖回或會涉及貨幣兌換。貨

幣兌換將按適用匯率進行，須受限於適用的差價。 

投資於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並非以人民幣為基礎的投資者須承受外匯風險，概不保證人民幣兌投資

者的本國貨幣不會貶值。人民幣如有任何貶值，可能對投資者在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投資的價值有

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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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及從相關投資向本基金支付人民幣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因此，CNY和CNH不一定有相同的匯率，其走勢方向亦未必

一樣。在為計算具有人民幣參考貨幣的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而須將本基金的基本貨幣兌換為人民幣

時，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中國 A 股在岸指數（MSCI China A Onshor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7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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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 www.blackrock.com/hk 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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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系統分析環球股票高息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1%  

A2 類 歐元對沖 1.81%  

A2 類 港元對沖 1.81%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1%  
A2 類 美元 1.82%  
A4(G)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1% & 

A4(G)類 美元 1.81% & 

A5(G)類 瑞士法郎對沖 1.81%  
A5(G)類 歐元對沖 1.81%  

A5(G)類 美元 1.82%  
A6 類 英鎊對沖 1.81%  
A6 類 港元對沖 1.81%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1% & 

A6 類 美元 1.82%  
A8 類 澳元對沖 1.81%  
A8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81%  
A8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81%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1%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80%  

C2 類 美元 3.07%  
C5(G)類 美元 3.07%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91%  

D2 類 歐元對沖 0.91%  

D2 類 美元 0.91%  

D4(G)類 瑞士法郎對沖 0.91% & 

D4(G)類 美元 0.91% & 

D5(G)類 瑞士法郎對沖 0.91%  

D5(G)類 歐元對沖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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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G)類 英鎊對沖 0.91%  

D5(G)類 美元 0.92%  

D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91% & 

D6 類 美元 0.91% *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止 12 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此 12 個

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該股份類別於此期間結束前已推出超過一年，但

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並非如此。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D6 

 每季：A5(G)、C5(G)、D5(G) 

 每年﹕A4(G)、D4(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系統分析環球股票高息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

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爭取高收入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票。 
 

為了達到其投資目標及政策，本基金將投資於各種投資策略和工具。特別是，本基金將採用定量 (即數學或

統計)模型以達到系統化(即以規則為主)的選股取向。定量模型由投資顧問設計及建立。意思是將在考慮到預

期風險及交易費用後，依據預期股票對投資組合回報的貢獻而進行選股。投資顧問保留酌情權因應罕有和出

乎意料的公司事件而不考慮若干已選股票，以管理投資組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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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4(G)、5(G)、

6及8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

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

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

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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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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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本基金發行日：2006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6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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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6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

取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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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系統分析環球可持續入息及增長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投

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報，

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77% 
 

A5(G)類 美元 1.77% 
 

A6 類 美元 1.77% 
 

A6 類 港元對沖 1.77%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7% 
 

A6 類 人民幣對沖 1.77% 
 

D2 類 歐元對沖 1.02% 
 

D2 類 美元 1.02% 
 

D6 類 美元 1.02% 
 

 

由於本基金是新近設立的，經常性開支比率僅屬估算數字。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

理公司依據 12 個月期間的估算費用及支出而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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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

用）依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每月：A6、D6 

 每季：A5(G)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資本

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此這

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 類別股份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系統分析環球可持續入息及增長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

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力求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投資方式，以從其投資提供收入及長期（至

少連續五年）資本增長為目標。 

 

本基金將透過直接及間接（包括將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最多 100%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集體投資計劃」）

的單位）投資於環球的全線認可投資以達致其投資目標，包括平均將最多三分之二的總資產投資於股票、

最多三分之一的總資產投資於定息可轉讓證券（亦稱為債務證券，其中可能包括將本基金總資產的最多

20%投資於若干高收益定息可轉讓證券3），以及投資於現金、存款及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可投資於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超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資產淨值 50%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本基金

只會投資於證監會認可 1 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或在盧森堡、愛爾蘭及／或英國註冊的合資格計劃（不論是

否獲證監會認可）。預期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將為由 BlackRock Group 的一家或多家聯繫公司管理的主動式

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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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將創設一個投資組合，旨在提供優於由 33.3%摩根士丹利世界最低波幅指數（MSCI World 

Minimum Volatility Index）、33.3%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16.7%

彭博全球綜合企業債券指數（BBG Global Aggregate Corporate Index）及 16.7%彭博全球高收益企業債

券（新興市場除外）美元對沖指數（BBG Global High Yield Corp ex Emerging Markets Index Hedged in 

USD）組成的綜合基準（「有關指數」）（這些代表性指數說明了本基金對股票和定息證券的擬定投資額，

如上文所述）的 ESG 概況，而且從有關指數摒除至少 20%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本基金的加權平均 ESG 評

分將高於有關指數的 ESG 評分，以及本基金的碳排放強度得分將低於其有關指數。有關 ESG 評分將按每

名發行人的 ESG 評分（在相關發行人層面查看並合併計算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的總和，按其市值加

權計算。就本基金及有關指數進行的計算將排除任何沒有 ESG 評分的發行人，並將相應地重新調整。 

 

為了達到其投資目標及政策，本基金將投資於各種投資策略和工具。特別是，本基金將採用由投資顧問設

計及建立的定量（即數學或統計）模型以達到受下文所述 ESG 政策規限的系統化（即以規則為主）的證券

選擇取向。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 ESG 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

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特定的收益限

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公司，例如涵蓋人

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聯繫（不論

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然後，定量模型將對餘下公司（即尚未按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司）的

證券進行評估、挑選和分配，所依據是其 ESG 屬性（例如碳排放、員工多樣性、社會政策及碳效率）

和回報預測（包括 ESG 回報推動因素，例如風險緩解、人力資本、社會影響和環境轉型）、風險和

交易成本，惟須受限於可優化本基金的投資限制，致使： 

 

(a) 達到上述加權平均ESG評分及碳排放強度得分目標；及 

(b) 本基金以其資產淨值的至少20%投資於投資顧問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的且被評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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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造成嚴重損害的可持續投資。 

 

進行上述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提供的數據、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

地考察。 

 

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至少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

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

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

估。 

 

本基金將不受既定的國家或地區限制，儘管本基金的大部份投資可能會投資於位處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

但本基金亦可能投資於新興市場。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將為少於其資產

淨值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1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基

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

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來評估某一證券或

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內部研究及／或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

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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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本基金的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

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3.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4. 與定息證券有關的風險 

本基金由於直接和間接（透過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投資於定息證券，將須承受以下風險： 

 

• 信貸／交易對手風險：本基金須承受其可能投資的債務證券的發行人的信貸／違約風險。若發

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致費用。 

 

• 利率風險：投資於本基金須承受利率風險。一般而言，利率下跌時，定息證券的價格會上升，利

率上升時，其價格則會下跌。 

 

• 波動性和流動性風險：與較發展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債務證券可能波動性較高而流動性較低。

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其價格或會波動。該等證券的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以致本基金或會招

致巨額的交易費用。 

 

• 評級被調降的風險：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

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響。本基金未必能夠出售被調降評級的債務證券。 

 

•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本基金可投資於低於投資級或無評級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

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

性一般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

無評級債券的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

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的風險。 

 

• 估值風險：本基金投資的估值可能涉及不確定性及具判斷性的釐定。若估值不正確，可能影響

本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 

 

• 信貸評級風險：評級機構評定的信貸評級有其限制，不能保證證券及／或發行人在任何時候的

信用可靠性。 

 

5.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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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 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5(G)及 6 類

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份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

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

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6. 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的風險 

• 與基金有關的風險：本基金對相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並無控制權，且無法保證相關集體投資

計劃的投資目標和策略將成功實現，這可能對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負面影響。  

 

本基金可投資的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可能不受證監會監管。投資於這些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時可能

會涉及額外費用，亦不保證相關集體投資計劃在本基金提出贖回要求時有足夠的流動資金應付

本基金的贖回要求。 

 

• 潛在的利益衝突：如果本基金投資於由BlackRock Group的一間或多間聯繫公司管理的相關集

體投資計劃，則可能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出現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竭力確保經考慮投資

者的利益後公平解決該等衝突。  

 

7. 模型風險 

本基金力求透過使用包含定量分析的專有模型，以實現其投資目標。由於這些模型涉及多項因素，加

上每項因素的比重、歷史趨勢變化，以及模型建構和實施問題等（包括但不限於軟件問題及其他技術

問題），使用這些模型挑選出來的投資，其表現可能與預測的表現有所不同。概不保證使用這些模型

將可為本基金作出有效的投資決定。模型中使用的資料和數據可能由第三方提供。不準確或不完整的

數據可能會限制模型的有效性。此外，投資顧問使用的部份數據可能是歷史數據，或許未能準確預測

未來市場走勢。這些模型存有無法成功挑選投資或釐定投資持倉比重以助本基金實現其投資目標的

風險。 

 

8.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金基

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

造成不利的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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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 CNH 匯率計算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的貨幣兌

換。CNH 與 CNY 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11.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12.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及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

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由於本基金新近成立不足一個完整的公曆年，因此沒有足夠的數據為投資者提供有關過去業績表現的有用

指標。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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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如費用變動低於所披露的上限水平）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

按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

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

取及於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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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系統分析可持續環球小型企業基

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

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

或多名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

年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7%  
A2 類 歐元 1.87%  
A2 類 美元 1.87%  
C2 類 歐元 3.12%  
C2 類 美元 3.12%  
D2 類 歐元 1.12%  

D2 類 歐元 1.1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

的年報，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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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分析可持續環球小型企業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

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貫徹可持續投資原則的方式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其至少 70%的總資產投資於較小

市值公司的股本證券。較小市值公司指於購入時在全球股票市場按市值排名位於最低的 20%的公

司。預期本基金的大部分投資將集中於位於全球已發展市場的公司。 
 

本基金將力求在從摩根士丹利 ACWI 小型企業指數（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有關指

數」，作為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合理代表）摒除至少 20% 最低評分的證券後，提供高於有關指數

ESG 評分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且碳排放強度得分低於其有關指數。上述 ESG 評分將按每名發

行人的 ESG 評分（以適用者為準）的總和，按其市值加權計算。就本基金及有關指數進行的計

算將排除任何没有 ESG 評分的發行人，並將相應地重新調整。 
 

為了達到其投資目標及政策，本基金將投資於各種投資策略和工具。特別是，本基金將採用由投

資顧問設計及建立的定量 (即數學或統計)模型以達到受下文所述 ESG 政策規限的系統化(即以規

則為主)的選股取向。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 ESG 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

投資於（以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

須遵守特定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例如動力煤及焦油砂）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

例如涵蓋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

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然後，定量模型將對餘下公司（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司）的股本證券

進行評估、挑選和分配，所依據是其 ESG 屬性和回報預測（包括 ESG 回報推動因素）、

風險和交易成本，惟須受限於可優化基金的投資限制，致使：   
 

1. 達到上述加權平均 ESG 評分及碳排放強度得分目標；及 

2. 本基金以其資產淨值的至少 20%投資於投資顧問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

的且被評定為不會造成嚴重損害的可持續投資。 
 

進行此項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 ESG 提供商提供的數據、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

並可進行實地考察。投資顧問在評估相關發行人的可持續性相關特點時，也可能會考慮與

良好管治有關的其他因素，視乎適用於本基金的特定 ESG 策略而定。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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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及由全球政府及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

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

須接受有關 ESG 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估。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 ESG 政策）下，本基金總資產淨值餘下的 30%

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

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

其資產淨值的 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

沖技巧，可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

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

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

閣下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

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

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ESG 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

金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

棄購入本該對其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

券。 
 

ESG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來評估某一

證券或發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內部研究及∕或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

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並不完整、不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因此會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

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本基金的投資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亦存

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有限度地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

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4. 中小型公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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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

然或反常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

能為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

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

本基金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

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

易風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

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

蒙受巨額損失。 
 

7.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高於在

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

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

監管風險。 
 

8.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

等國家可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

流動性減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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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2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ACWI小型企業指數（MSCI ACWI Small Cap Index）。 

* 基準於2014年2月14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1994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4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

D類股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

的較低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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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
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

可按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

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

經證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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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英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3%   
A2 類 英鎊 1.83%   
A2 類 美元 1.83%   
A4 類 英鎊 1.83%   
C2 類 歐元 3.08%   

C2 類 英鎊 3.08%   
D2 類 歐元 1.08%   

D2 類 英鎊 1.08%   

D2 類 美元 1.08%   

D4 類 英鎊 1.08%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英鎊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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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盧森

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英國註冊成立或上市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英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英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7.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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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英鎊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所有股票指數（FTSE All-Shar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85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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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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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價值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英鎊 1.82%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英鎊 1.82%  
A4 類 美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2% * 

C2 類 歐元對沖 3.07%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歐元對沖 1.07%  

D2 類 英鎊 1.07%  

D2 類 美元 1.07%  

D4 類 英鎊 1.07%  

D4 類 美元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NM0423U-2874260-390/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價值型基金 

 
 

387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國價值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美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將通常投資於有估價偏低特性的公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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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兌換。

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羅素1000價值指數（Russell 1000 Value Index）。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37.6 9.3 -8.4 16.4 7.2 -10.3 21.9 1.1 19.7 -5.6

基準† 32.5 13.5 -3.8 17.3 13.7 -8.3 26.5 2.8 25.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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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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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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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1.08%  

A2 類 捷克克朗 1.08%  

A2 類 美元 1.08%  

A3 類 美元 1.08%  

C1 類 美元 2.33%  

C2 類 美元 2.33%  

D2 類 英鎊對沖 0.67%  

D2 類 美元 0.67%  

D3 類 美元 0.6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NM0423U-2874260-395/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392 

美元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美元計值的債券（至少80%的總資產是投資

級*債券）。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10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

券。預期本基金持有的大部份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的評級將屬投資級*，但本基金將能夠使用全線

可供選擇的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包括非投資級工具。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

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

抵押債務證券。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的發行人可以是公司、政府或市政府，特別是本基金可持有由

政府資助企業發行的按揭抵押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

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10%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價值」，以彭博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Aggregate Index)(前

稱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作為適當基準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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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8.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9.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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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交易流通風險 

本基金或會大量投資於美國國庫券。投資顧問確保本基金投資於近期發行並因此流動性最高的「最近

發行」國庫券，以此方式協助提高本基金的流動性，同時將該等債券輪換，以較低買賣成本提供較高

的流動性。然而，此政策可能導致額外的交易費用，該等費用將由本基金承擔，並可能對本基金的資

產淨值及有關股東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響。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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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及2019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美國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US Aggregate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Aggregat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89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NM0423U-2874260-399/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396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8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

監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NM0423U-2874260-400/471



 

 

397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1.46%  

A2 類 澳元對沖 1.46%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46%  

A2 類 歐元對沖 1.46%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46%  

A2 類 美元 1.46%  

A3 類 澳元對沖 1.46%  

A3 類 加拿大元對沖 1.46%  

A3 類 歐元對沖 1.46%  

A3 類 英鎊對沖 1.46%  

A3 類 紐西蘭元對沖 1.46%  

A3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46%  

A3 類 美元 1.46%  

A4 類 英鎊對沖 1.47%  

A6 類 港元對沖 1.46%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46%  

A6 類 美元 1.46%  

A8 類 澳元對沖 1.46%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46%  

A8 類 南非蘭特對沖 1.46%  

C1 類 美元 2.71%  

C2 類 美元 2.71%  

D2 類 澳元對沖 0.76%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0.76%  

D2 類 歐元對沖 0.76%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6%  

D2 類 美元 0.76%  

D3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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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類 美元 0.76%  

D4 類 英鎊對沖 0.7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6、A8、D3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6及8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

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

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

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美元計值的高孳息債券（包括非投資級*）。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20%為限。 

 
 
*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

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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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4. 非投資級╱無評級債券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包括主權債務）或須承受較高的信貸╱違約風險。如非投資級

或無評級債券發行人違約，或如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貶值，投資者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波動較大，其市場流動性一般

亦較低而波動較大。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不利的事件或市場情況對非投資級或無評級債券的

價格可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與評級較高的定息證券相比，該等證券亦須承受較大的本金和利息損失

的風險。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6.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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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9.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10.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及8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及8類別）

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

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

值，但這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

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11.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2.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3.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4.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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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美元高收益2%限制指數(Bloomberg US High Yield 2% Constrained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美元高收益2%

限制型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 2% Constrain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3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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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2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5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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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貨幣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英鎊對沖 0.54% ^ 

A2 類 美元 0.54% ^ 

C2 類 美元 0.54% ^ 

D2 類 英鎊對沖 0.35% ^ 
 

就任何以^標示的股份類別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12個月期間的成本及開支得出。該股份類別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是根據過去12個月

期間的成本及開支計算，因為經常性開支比率較根據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

止年度的年報計算的數字有超過5%的差異。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元貨幣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本基金歸類為市場貨幣基金。 
 

購入本基金股份有別於將資金存入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本基金並沒有責任按認購價值贖回股份，亦不受香

港金融管理局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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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在保持資本及流動性的情況下提供符合貨幣市場利率的回報為目標。本基金按照2017年6月14日有

關貨幣市場基金的歐洲議會及理事會規例(EU)2017/1131及據以發佈的任何轉授規例的規定，將其全部資產

投資於以美元計值的短期資產和現金。 
 

本基金只會投資於發行時的法定期限或剩餘期限為397日或以下的證券，而且本基金將維持60日或以下的加

權平均到期日及120日或以下的加權平均期限。 
 

本基金(i)只可為進行對沖而投資於衍生工具；(ii)可在投資顧問酌情決定下為流動性管理目的及允許投資目

的而訂立合資格逆回購交易；及(iii)並不投資於任何合成資產抵押證券（即其收入來自滙集參考資產金融衍

生工具的證券）。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本基金未必適合尋求長期資本增值的投資者。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4.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5.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6.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7.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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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逆回購交易有關的風險 

若獲提供現金的交易對手違約，本基金可能因為在收回所提供的現金時可能有所延誤或難以將抵押品

變現，或抵押品的出售收益可能因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或市場變動而少於提供予交易對手的現金而蒙受

損失。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有擔保隔夜融資利率 （SOFR）。由於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要求所有投資工具從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 

(LIBOR) 過渡到替代參考利率 (「替代參考利率」)，因此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更改了基準。原基準採用 LIBOR相關利率，

因此有需要更改，由採用適當替代參考利率的現行基準取代。 
 

本基金發行日：1993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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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本基金股份轉換為非貨幣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無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2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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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短期債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0.88%    

A2 類 歐元對沖 0.88%    

A2 類 美元 0.88%    

A3 類 歐元 0.88%    

A3 類 新加坡元對沖 0.88%    

A3 類 美元 0.88%    

A3(G)類 美元 0.88% *   

C1 類 美元 2.13%    

C2 類 美元 2.13%    

D2 類 歐元對沖 0.53%    

D2 類 美元 0.53%    

D3 類 美元 0.53%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A3(G)、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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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3(G)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

支從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

入，因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至少一個月

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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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元短期債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以美元計值且存續期少於五年的債券及至少

80%的總資產投資於投資級*債券。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100%的總資產投資於資產抵

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級*。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一般在美國發行，有抵押資產

將獲至少一間具領導地位的信貸評級機構評定為投資級*，機構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將與美國政府

具有同等信貸評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

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

級。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券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投資於股票的資產以不多於

10%為限。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絕對「風險價值」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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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3.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4.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市場風險。衍生

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6.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7.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8.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9.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10.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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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11.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2.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13.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3(G)類別），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

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

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總收入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

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17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本基金 0.8 1.1 0.3 1.3 1.4 0.6 4.3 3.0 -0.8 -5.0

基準† 0.7 0.8 0.7 1.3 0.9 1.6 4.1 3.3 -0.4 -3.8

-6.0

-4.0

-2.0

0.0

2.0

4.0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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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ICE美銀美林1-3年美國政府／企業指數 (ICE BofAML 1-3 Year U.S. Government/Corporat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2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2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

本基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

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

證監會審閱。 

NM0423U-2874260-41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元短期債券基金 
 

 
 

413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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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靈活股票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1%   

A2 類 歐元對沖 1.81%   

A2 類 日圓對沖 1.81%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81%   

A2 類 美元 1.81%   

A4 類 歐元 1.81%   

A4 類 歐元對沖 1.81%   

A4 類 英鎊 1.81%   

C2 類 歐元 3.06%   

C2 類 歐元對沖 3.06%   

C2 類 美元 3.06%   

D2 類 歐元 1.06%   

D2 類 歐元對沖 1.06%   

D2 類 美元 1.06%   

D4 類 歐元 1.06%   

D4 類 英鎊 1.06%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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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國靈活股票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美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可投資於具有增長或價值投資特性的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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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6.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幣，

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兌換。

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羅素1000指數（Russell 1000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2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2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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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NM0423U-2874260-421/471



 

 

418 

           
 

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影響力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1 類 美元 1.00%   

A2 類 美元 1.00%   

A3 類 美元 1.00%   

C1 類 美元 2.25%   

C2 類 美元 2.25%   

D2 類 美元 0.65%   

D3 類 美元 0.65%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日：A1、C1 

 每月：A3、D3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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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影響力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

式投資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爭取高收入為目標。本基金將其至少80%的總資產投資於美國政府所發行或擔保且具有正面的社會

及／或環境影響的美元計值債券及按揭抵押證券（「MBS」）。 
 

本基金可投資於美國政府、政府部門或機構所發行或擔保的定息可轉讓證券，包括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GNMA」）的按揭抵押票據，以及其他代表按揭資金權益的美國政府證券，例如由Fannie 

Mae及Freddie Mac所發行的具有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特性且投資顧問酌情認為具有影響力的按揭抵押證券，包

括（但不限於）農村住房、預製住房、州住房融資機構發行的住房組合及定製影響下的按揭抵押證券組合（例

如經由美國農業部農村發展計劃提供的貸款支持的按揭抵押證券及由收入低於其所在地區收入中位數80%

的借款人的貸款所支持的按揭抵押證券。 
 

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證券均為美元計值證券。 
 

「影響力」投資是旨在產生正面、可衡量的社會及／或環境影響以及財務回報的投資。本基金的投資決策將

基於機構及計劃的特定研究，以識別及挑選上文所述投資顧問認為具有產生可觀收入回報潛力而同時具有

正面的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的定息證券。團隊評估現有的住房計劃和舉措，以確定其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的

程度，以及這些計劃或舉措如何促進提高自置住房及借款人的儲蓄、支持增加可負擔住房的供應及／或減少

對提供可負擔住房信貸的障礙。進行此項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提供商提

供的資料、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地考察。 
 

本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超過 90%具有 ESG 評分或已進行 ESG分析（即依據上述ESG因素及貝萊

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從ESG觀點來看）。 
 

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 EMEA 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者為

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公司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遵守特定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

限於： 
 

(i) 生產若干種類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人權、

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10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級*。資產抵押證券

及按揭抵押證券一般在美國發行，有抵押資產將獲至少一間具領導地位的信貸評級機構評定為投資級*，機

構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將與美國政府具有同等信貸評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

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

 
 
* 指於購入時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 B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上的評級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內部信

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 

NM0423U-2874260-423/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影響力基金 

 
 

420 

成抵押債務證券。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將予宣佈證券是在未來日期按已定的價格從按

揭貸款組合購入的按揭抵押證券，該等證券並未訂明證券詳情但已列明主要特點，可以是投資級*或非投資

級。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以其資產淨值的

20%為限。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為進行對沖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使用衍生工具，例如政府債券期貨及利率掉期，亦可使用外匯遠期及

期貨以盡量減低貨幣風險。除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及減低風險外，本基金亦可使用諸如期貨、外匯衍生工

具、掉期及期權等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但無須就衍生工具的使用而只限於採用某一特定策略。 
 

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價值」，以彭博巴克萊按揭抵押證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MBS Index)（「有關指

數」）作為適當基準以監控和管理其全局風險。與有關指數相比，投資策略將本基金的投資範圍縮小了至少

20%。 
 

本基金所使用的若干衍生工具，其資產類別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並不相關，例如有關貨幣的衍

生工具。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的100%。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與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有關的風險 

這些證券所涉債務如與其他定息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或須承受較大的信貸、流動性及

利率風險。 
 

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往往須承受延期風險（若相關資產債務未依時償還）及提前償還風險（若

相關資產債務較預期提前償還）。這些風險或會對證券支付流動現金的時間及規模造成重大影響，並

可能對證券的回報產生負面影響。 
 

3. ESG投資政策風險 

採用ESG標準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與不採用該等標準的同類基金相比，本基金可能會

有不同的表現。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所採用以ESG為基礎的排除準則可能導致本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

有利的若干證券，及／或基於其ESG特點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ESG 標準缺乏標準化分類。不同投資經理採用的評估方法各異。在依據ESG標準評估某一證券或發

行人時，投資顧問須依賴從第三方ESG提供商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不完整、不

準確、不一致或無法取得。存在導致投資顧問可能未能正確評估證券或發行人的風險。本基金的投資

選擇涉及投資顧問的主觀判斷。因此，亦存在投資顧問未能正確應用相關ESG標準或本基金可能間接

投資於與本基金所用相關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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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旨在發揮正面的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的投資有關的風險 

關於「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的含義或支持該目標的界別、行業、貸款、公司和組織，並沒有通用的

分類法。有關的確定涉及投資顧問的價值評估，且可能沒有任何國際公認的定量標準可客觀衡量「社

會及／或環境影響」。具有產生正面社會及／或環境影響前景的證券發行可能並不總是以盈利為導向。

雖然投資顧問將力求識別有潛力產生具吸引力收入回報的投資，但由於本基金可投資的證券的相關債

務、貸款及應收賬款的債務人的財務狀況、信用紀錄及／或評級及其他可能的聲譽風險，這些證券的

收入潛力未必可實現。「社會及／或環境影響」的概念會不時在地方、區域和國際層面不斷演變，這是

由於政治優先事項及市場的偏好和需求所致及／或與之有關，令投資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挑戰增

加。 
 

5.   信貸風險 

本基金或會承受其所投資的債券的信貸╱違約風險。如發行人破產或違約，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及招

致費用。 
 

債務證券或其發行人評級的實際或預期下降或會減低其價值及流動性，可能對本基金產生不利的影

響，但本基金可能繼續持有該債券以避免廉價出售。 
 

6. 利率風險 

利率上升可能會對本基金所持有債券的價值造成不利影響。 
 

7. 主權債務風險 

投資於由政府或機關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會涉及政治、經濟、違約或其他風險，從而可能對本基金產

生不利的影響。基於這些因素，主權國發行人未必能夠或願意償還已到期的本金及╱或利息。 
 

違約的主權債務持有人可能被要求參與債務重組。此外，在無法還款或延期還款的情況下，可以對主

權國發行人採取的法律追索途徑可能有限。 
 

8. 資本增長的風險 

產生收入投資策略的有關風險 

本基金採用一項賺取收入的投資策略，這樣或會減低本基金資本增長潛力以及將來的收入。 
 

9.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

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遞延交收交易的風險 

將予宣佈證券可能涉及交易對手的違約風險以及既定（已定）價格高於在結算日期的當時市場價格的

風險。這些風險或會對本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11.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作用可導致遠高於投資金額的損失，大量投資於衍生工具可能令本基金蒙受巨額損

失。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這可能加強相關資產價值的任何負面

變化對本基金的任何潛在影響，亦可能會提高本基金價格的波動性，並可能導致巨額損失。 
 

若干衍生工具，例如有關貨幣的衍生工具，可能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不相關。就此而言，本基

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持倉(主要是定息證券)可能並無錄得虧損。 
 

12.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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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13.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1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彭博按揭抵押證券指數（Bloomberg MBS Index）(前稱彭博巴克萊按揭抵押證券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MBS 

Index）)。基準已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更改，因為現行的基準被認為更適合本基金（隨著 2021 年投資政策的變更後），而

且更普遍被市場參與者使用。 
 

本基金發行日：1985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Fund -2.1 5.6 0.4 1.0 1.6 -0.8 6.4 5.1 -1.8 -13.2

Benchmark† -1.5 6.1 1.6 1.6 2.5 1.0 6.7 4.0 -1.2 -11.8

-15.0

-10.0

-5.0

0.0

5.0

10.0

(%
)

 

基準† 

本基金 

NM0423U-2874260-426/471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影響力基金 

 
 

423 

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4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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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增長型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歐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美元 1.07%   

D4 類 歐元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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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國增長型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美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側重於具投資增長力的公司，例如盈利或銷售額增長率高於平均水平及資本回報率較高或正在增

長等。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公司或

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投資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

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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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羅素1000增長指數（Russell 1000 Growth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9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9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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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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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美國中型企業價值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4%   
A2 類 歐元 1.84%   
A2 類 美元 1.84%   
C2 類 美元 3.09%   
D2 類 歐元 1.09%   

D2 類 美元 1.09%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並未提供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美國中型企業價值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

公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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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在美國註冊或從事其大部份業務以及其市值

屬於羅素中型價值股指數（Russell Midcap Value Index）中包含的公司範圍內的公司之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美國，因此與較多元化的投資相比，其波動性或會較高。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

易受影響美國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

影響。 
 

4. 中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的

價格變動。中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5.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6.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7.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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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本基金在此期間內的業績表現是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的。本基金於2022年更改其投資政策。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羅素中型價值股指數（Russell Midcap Value Index）。基準於2022年8月30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

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198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8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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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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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能源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2.06%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2.06%   
A2 類 歐元 2.06%   
A2 類 歐元對沖 2.06%   
A2 類 港元對沖 2.06%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2.06%   
A2 類 美元 2.06%   
A4 類 歐元 2.06%   
A4 類 英鎊 2.06%   
A10 類 美元 2.07% *  

C2 類 歐元 3.31%   
C2 類 歐元對沖 3.31%   
C2 類 美元 3.31%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31%   

D2 類 歐元 1.31%   

D2 類 歐元對沖 1.31%   

D2 類 美元 1.31%   

D4 類 歐元 1.31%   

D4 類 英鎊 1.31%   

D4 類 美元 1.31%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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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能源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能源勘探、開發、生產及分

銷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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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能源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所影

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觸

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的

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場

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份或

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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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世界能源30%緩衝10/40指數（MSCI World Energy 30% Buffer 10 /40 Index）。 

*  本基金的基準已於2020年12月4日更改，因為現行基準可反映管理本基金時所採用的規管性集中程度限額，因此被視為更能代

表本基金的投資組合。 
 

本基金發行日：200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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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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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金融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港元對沖 1.82%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2%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6% *  

C2 類 歐元 3.07%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美元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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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金融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金融服務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金融服務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

所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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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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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ACWI金融指數 (MSCI ACWI Financials Index)。 

* 基準於2014年2月14日更改，因為現有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投資策略。 
 

本基金發行日：2000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0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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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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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黃金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2.07%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2.07% 
 

A2 類 歐元 2.07% 
 

A2 類 歐元對沖 2.07% 
 

A2 類 港元對沖 2.07%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2.07%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2.07% 
 

A2 類 美元 2.07% 
 

A4 類 歐元 2.07% 
 

A4 類 美元 2.07% 
 

A10 類 美元 2.07% * 

C2 類 歐元 3.32%  

C2 類 歐元對沖 3.32% 
 

C2 類 美元 3.32%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32% 
 

D2 類 歐元 1.32% 
 

D2 類 歐元對沖 1.32% 
 

D2 類 英鎊對沖 1.32%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32% 
 

D2 類 美元 1.32% 
 

D4 類 歐元 1.3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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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黃金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金礦業務的公司之股票。本

基金亦可投資於主要從事其他貴金屬或礦物及基本金屬或採礦業務的公司之股票。本基金不會投資於實物

黃金或金屬。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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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本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黃金及貴金屬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

變化所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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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金礦指數（FTSE Gold Mines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4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4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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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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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78%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歐元對沖 1.78% 
 

A2 類 港元對沖 1.78% 
 

A2 類 日圓對沖 1.78%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78%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8%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美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3% * 

C2 類 歐元 3.07%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歐元對沖 1.03%  

D2 類 美元 1.07%  

D4 類 美元 1.07%  

D5 類 英鎊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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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季：D5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健康科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

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保健、製藥、醫學科技及生

物科技供應及開發業務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其他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

能包括就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

過貨幣衍生工具（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

關證券有關。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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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保健、製藥及其他健康科學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

急速的週期性變化所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投資顧問可就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運用技巧和工具（例如多重貨幣管理），以產生正數回報。本基金

採用的積極貨幣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有關。因此，本基金或會蒙受巨額損失，即使

本基金持有的相關證券並沒有貶值。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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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0.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世界醫療保健指數（MSCI World Health Care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01 

股份類別發行日：2001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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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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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礦業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2.07%  
A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2.07%  
A2 類 歐元 2.07%  
A2 類 歐元對沖 2.07%  
A2 類 港元對沖 2.07%  
A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2.07%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2.07%  
A2 類 美元 2.07%  
A4 類 歐元 2.07%  
A4 類 英鎊 2.07%  
A10 類 美元 2.08% * 

C2 類 歐元 3.32%  
C2 類 歐元對沖 3.32%  
C2 類 美元 3.32%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32%  

D2 類 歐元 1.32%  

D2 類 歐元對沖 1.32%  

D2 類 英鎊對沖 1.32%  

D2 類 波蘭茲羅提對沖 1.32%  

D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32%  

D2 類 美元 1.32%  

D4 類 英鎊 1.32%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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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D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礦業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生產基本金屬及工業用礦

物（例如鐵礦及煤）的公司之股票。本基金亦可投資於主要從事黃金或其他貴金屬或礦業業務的公司之股

票。本基金不會投資於實物黃金或金屬。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

以其總資產的5%為限。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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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礦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所影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

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或然可換股債券風險 

或然可換股債券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轉換為發行人的股本或部份或全部沖銷(「減記」)。

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與觸發水平之間的距離而定。在轉換為股票

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被迫出售該等新股本。由於這些股份未必有足夠的需求，該被迫出售可能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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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流動性產生影響。在減記的情況下(可屬暫時性或永久性)，本基金可能蒙受其投資價值的全部、部

份或分段交錯損失。本基金可能難以預計觸發事件或證券在轉換後將有何表現。 
 

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可能蒙受資本損失。此外，或然可換股債券通常從屬於可資比較的不可轉換證

券，因此較其他債務證券須承受更高風險。若干或然可換股債券的票息款項可以完全按酌情支付，亦

可由發行人取消，如此則在該情況下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亦可能增加行業集

中風險以至交易對手風險，因為該等證券是由少數銀行發行的。 
 

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ACWI金屬礦業30%緩衝10/40指數（MSCI ACWI Metals & Mining 30% Buffer 10/40 Index）。本基

金的基準已於2020年8月18日更改，因為現行基準被視為更能代表本基金的可投資範圍。 
 

本基金發行日：1997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7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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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75%*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00%*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

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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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房地產證券基金1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美元 1.86%  

A6 類 港元對沖 1.86%  

A6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86%  

A6 類 美元 1.86%  

A8 類 人民幣對沖 1.86%  

A10 類 美元 1.88% * 

D2 類 瑞士法郎對沖 1.10%  

D2 類 美元 1.10%  

D6 類 美元 1.10% *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根

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

構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類

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6、A8、A10、D6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1 本基金並非根據證監會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獲證監會認可，而是根據《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獲認可。證監會認

可不等於對某項產品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某項產品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該項產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

許該產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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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本基金所有派息股份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6、8及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

下從有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房地產證券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

司，在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以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大部份經濟活動從事房地產行業的

公司之股票，可包括專注住宅及╱或商業樓宇的公司（例如擁有辦公大樓及地區購物中心、數據中心及/或住

宅的公司）以及房地產營運公司及房地產控股公司（例如上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本基金的投資在市值或

地區方面並不受限制，本基金可以超過其資產淨值的30%投資於美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之下，其餘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各地任何經濟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

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股本證券及現金。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主要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

在本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並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

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

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地區集中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集中於房地產行業及美國市場。與具有較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值可

能較波動。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容易受影響房地產行業及美國市場的不利的經濟、政治、政策、外匯、

流動性、稅務、可持續性相關、法律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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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地產證券風險 

房地產證券所涉及的一些風險與直接擁有房地產帶來的風險相同，包括但不限於：房地產市場情況出

現不利的變化、整體及當地經濟的變化、物業老化、房地產股供應的變化、空置率、租客破產、按揭

融資費用及條件、房地產營運及翻修費用，以及影響房地產的法例（包括環保及規劃法例）之影響。

然而，投資於房地產證券並不等同直接投資於房地產，而房地產證券的表現可能取決於股票市場的整

體表現多於取決於房地產行業的整體表現。本基金的價值和表現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5. 資本增長的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6、8及10類別），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6、8

及10類別）或以股份類別貨幣對沖引起的隱含息差支付股息（8類別）的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

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

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

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從隱含息差派付股息 

就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8類別）而言，派付的股息可能包括股份類別貨幣對沖的收益╱虧損引起的息

差，可增加╱減少派付的股息。連息差穩定派息股份的股東將放棄資本收益，因為貨幣對沖收益將派

付作股息而不是加入資本。相反而言，貨幣對沖虧損則或會減少派付的股息，在極端情況下或會從資

本扣除。 
 

6.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7.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

金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8. 證券借貸風險 

進行證券借貸時，本基金須承受任何證券借貸合約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本基金的投資可借給交易對

手一段時間。如交易對手違責，加上抵押品的價值下跌至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可能導致本基金的價

值減損。 
 

9.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如

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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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如年內沒有顯示有關的業績表現，即代表當年沒有足夠數據用作提供業績表現之用。 
 
† 本基金的基準為富時EPRA / NAREIT已發展指數（FTSE EPRA / NAREIT Developed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2013 

股份類別發行日：2013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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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有關A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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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概要 
 

貝萊德全球基金—世界科技基金  2023年4月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本概要向閣下提供有關本產品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銷售文件的一部份 

閣下不應單憑本概要投資於本產品 

資料便覽 

管理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內部委託予致香港居民的資料中「投資顧問及副顧問」一節所述的一名或多名

投資顧問及／或副顧問* 
 

* 有關負責本基金的相關投資顧問及副顧問的詳情，將載列於中期報告及年

報，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存管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 A2 類 澳元對沖 1.80%  

A2 類 歐元 1.82%  

A2 類 歐元對沖 1.79%  

A2 類 英鎊 1.82%  

A2 類 港元 1.82%  

A2 類 日圓對沖 1.79%  

A2 類 人民幣對沖 1.79%  

A2 類 新加坡元對沖 1.79%  

A2 類 美元 1.82%  

A4 類 歐元 1.82%  

A4 類 美元 1.82%  

A10 類 美元 1.82% * 

C2 類 美元 3.07%  

D2 類 歐元 1.07%  

D2 類 歐元對沖 1.04%  

D2 類 英鎊 1.07%  

D2 類 美元 1.07%  
 

各股份類別經常性開支比率乃參考本基金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

根據該類別的成本及開支計算。 
 

就新推出的股份類別（以*標示）而言，經常性開支比率是管理公司根據費用結構

相似的其他活躍股份類別之可得資料，對經常性開支的最佳估計。 
 

有關數字每年均可能有所變動。 

交易頻密程度： 每日 財政年度終結日：  8月31日 

基本貨幣：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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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至上述日期為止，A

類、C類及D類股份） 

非派息股份：將不宣派或支付股息 

 A2、C2、D2 
 

派息股份：如宣派股息，將以現金支付或再投資 

 每月：A10 

 每年：A4 

所有宣派股息，不論是以現金派付或再投資，均會導致本基金於除息日的每

股資產淨值立即減少。 
 

若干股份類別（10類別）可從總入息派付股息，並將其所有或部份費用及開支從

資本扣除（即以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這會增加可供作為股息分派的收入，因

此這些股份類別實際上是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亦可能在董事酌情決定下從有

關股份類別的資本（包括已變現和未變現的淨資本收益）派付股息。 
 

董事可修改上述派息政策，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月事先

通知。 

最低投資額： A類及C類股份：首次5,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D類股份：首次100,000美元，其後1,000美元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世界科技基金（「本基金」）是貝萊德全球基金（「BGF」）的子基金，而BGF是一家開放式投資公司，在

盧森堡註冊成立，其註冊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將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主要從事科技行業的公司之股票。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例如巴西、南非及南韓）。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何規模的公司

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股本證券及現金。 
 

本基金將以貫徹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式及按照章程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

的30%。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 

衍生工具的使用／投資於衍生工具 
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以本基金資產淨值的50%為限。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情。  
 

1. 投資風險 

本基金是一項投資基金。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可能會因以下任何風險因素而下跌，因此閣下在本

基金的投資或會蒙受虧損。不保證可獲付還本金。 
 

2. 股票風險 

股票價值每日波動，投資於股票的基金可能招致重大虧損。股票的價格受個別公司層面的眾多因素，

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等廣義因素所影響，包括投資情緒的變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及利率的走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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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有關的特定因素、公司業績報告、人口趨勢及災難事故。 
 

3. 局限市場行業的風險 

本基金投資集中於科技行業，故其波動性可能高於較多元化的投資，也更易受急速的週期性變化所影

響。 
 

4. 貨幣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此外，某股份類別的指定貨幣可能為本基

金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該貨幣與基本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及匯率管制的變更或會對本基金的資產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5. 衍生工具風險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波動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

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成分可導致損失遠高於本基金對衍生工具投資的金額。在不利的情況下，本基金

如為進行對沖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工具時未能發揮效用，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6.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新興市場或會由於政治、稅務、可持續性相關、經濟、社會及外匯風險較大，以致其波動性會

高於在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的一般水平。 
 

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規模及交投量遠低於已發展市場，或會使本基金承受較高的流動性及波動性風險。 
 

新興市場的資產保管及登記的可靠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結算風險。 
 

由於新興市場的監管、法規的執行及對投資者活動的監控程度較低，本基金或須承受較高的監管風險。 
 

7. 對外資限制的風險 

部份國家禁止或限制投資，或將收入、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收益匯返本國。本基金投資於此等國家可

能招致較高成本。該等限制或會延誤本基金的投資或資本調回。 
 

8. 中小型公司風險 

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股票交投較為淡靜、成交量較低，而且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股票出現較多突然或反常

的價格變動。中小型公司的證券也可能較大型公司的證券更易受市況轉變所影響。 
 

9. 流動性風險 

與本基金相關市場證券的規模和交投量或會遠少於已發展市場，這或會導致該等證券投資的流動性減

低，難以出售，可能降低本基金的回報╱導致投資者虧損。 
 

10.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類別的貨幣兌換風險 

本基金提供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人民幣現時並未可自由兌換，須受限於外匯管制及限制。 
 

在非常情況下，由於適用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及限制，以人民幣支付變現所得款項及／或支付股息

（如有）均可能受到延誤。 
 

人民幣於在岸及離岸市場買賣。雖然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都是同一貨

幣，但在不同而且獨立運作的市場買賣。管理公司將採用CNH匯率，為人民幣計值股份類別進行貨幣

兌換。CNH與CNY之間的任何差異可能對投資者有不利的影響。 
 

11.  資本增長風險 

從資本支付費用及╱或股息的有關風險 

任何涉及從資本支付股息（10類別）或從總收入支付股息（即從資本支付費用及開支）（10類別）的

分派，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

雖然派付所有股息會即時減少每股資產淨值，但這些股份類別可派付較高股息（即從資本、總收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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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類別貨幣對沖收益引起的息差（如有）支付股息），並因此可能更大幅減少每股資產淨值。 

本基金過往的業績表現如何？ 
直至2022年12月31日的過往業績表現 
 

 
 
 

附註：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業績表現以曆年末的資產淨值作為比較基礎，股息會

滾存再作投資，並以百分比變動表示。上述數據顯示股份類別總值在有關曆年內的升跌幅度。業績表現以美元計算，當中反映出本

基金的持續費用及稅項，但不包括認購費及贖回費（如適用）。往績反映A2基本貨幣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此股份類別為投資顧問

認為最適當及具代表性的股份類別。有關其他股份類別的業績表現資料，請參閱網站www.blackrock.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 本基金的基準為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資訊科技指數（MSCI AC 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 
 

本基金發行日：1995 

股份類別發行日：1995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本基金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全數取回所投資的款項。 

基準†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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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閣下或須支付的收費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以下費用： 

費用 閣下所付金額 

認購費 

（首次收費） 

A類及D類股份：最高為股份價格的5% 

C類股份：無 

轉換費 

（轉換收費） 

無^，惟從新購入貨幣基金股份轉換為本基金時，或須支付一項最高達A類或D類股

份價格5%的延遲首次收費 

贖回費 無^ 

或然遞延銷售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如股份持有少於一年，將被扣除最初投資金額或贖回所得款項中的較低

者的1% 

^ 若股東被懷疑進行過度交易，或須就贖回╱轉換收取2%費用。 

本基金須持續支付的費用 

以下開支將由本基金支付，閣下的投資回報將會因而減少： 

費用 年率 

管理費 分別為有關A類及C類股份資產淨值的1.50%* 

有關D類股份資產淨值的0.75%* 

存管處費用# 保管費：證券價值的0.0024%至0.45% 

交易費用：每項交易5.5美元至124美元 

表現費 無 

服務年費 最高達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0.25%* 

分銷費 A類及D類股份：無 C類股份：有關股份類別資產淨值的1.25% 

* 可藉給予股東三個月的事先通知而將最高綜合總額提高至2.25% 
# 可更改而不給予事先通知 

其他費用 

閣下買賣本基金的股份時或須支付其他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於香港代表或過戶代理人於下午6時正（香港時間）截止時間之前收妥閣下的要求後，閣下一般可按本基

金隨後釐定的價格購買及贖回股份。請確認閣下的分銷商是否定有一個較此時限為早的內部截止時間。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每日計算。股份價格於每個營業日在www.blackrock.com/hk登載。此網址並未經證監

會審閱。 

 現時可供認購的最新股份名單可向香港代表索取。 

 過去十二個月最近期股息的組成（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派付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於

www.blackrock.com/hk查閱。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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