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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信託基金」）是受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十六日訂立的信託契據（經修訂）（「信託契據」）規管並獲香港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1)條認可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
信託基金的成分基金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成
分基金」）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推出，並自二零一六年一
月二十八日起以人民幣櫃檯股份代號83162及港元櫃檯股份代號
3162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買賣。成分基
金以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為指標指數。

管理人經考慮相關因素後，當中特別包括成分基金的資產淨值相
對較小，管理人決定根據信託契據行使其權力終止成分基金。根
據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的公告及通告，成分基金已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除牌。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成分基金被
證監會撤銷認可資格。

管理人致基金單位持有人報告
iShares 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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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謹此確認，我們認為，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止期間，成分基金的管理人
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根據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訂立的信託契據
（經修訂）的規定管理成分基金。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信託人致基金單位持有人報告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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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及信託人的責任聲明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管理人的責任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制訂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
守則及信託契據的規定，成分基金的管理人須編製各年度會計期
間的財務報表，而有關財務報表須真實與公平地反映成分基金於
各個年度結束時的財政狀況及年度內進行的交易。編製該等財務
報表時，管理人須：

－ 選擇並貫徹採用適合的會計政策；

－ 審慎、合理地作出判斷及估算；及

－ 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成分基金的財務報表，但不宜作出此項
假設時可例外。

此外，管理人亦須遵照信託契據管理成分基金，並採取合理步驟
預防及偵察有關成分基金的欺詐及其他不當行為發生。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信託基金」）是受其信託契據規管
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iShares安碩
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信託基金
設有十四個成分基金，分別為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國ETF
（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國指數ETF）、iShares安碩MSCI
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ETF（前稱
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標普BSE 
SENSEX印度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標普BSE SENSEX印度
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MSCI亞洲（日本除外）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數ETF）、iShares安碩
MSCI亞洲新興市場ETF（前稱 iShares安碩MSCI亞洲新興市場 
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滬深3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
心滬深300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韓國綜合股價200 ETF
（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韓國綜合股價200指數ETF）、iShares
安碩核心MSCI台灣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台灣指
數ETF）、iShares安碩德國DAX指數ETF、iShares安碩歐元區
STOXX 50指數ETF、iShares安碩富時100指數ETF、iShares 
安碩納斯達克1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納斯達克100指數ETF）
及 iShares安碩核心恒生指數ETF。除 iShares安碩MSCI中國 
A股國際指數ETF外，有關以上成分基金的財務資料並無載於本
終止報告內，但已載於二零一八年的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內。

信託人的責任
成分基金的信託人須：

－ 確保成分基金所有重大方面乃根據信託契據管理，且遵行有
關投資及借貸的權力；

－ 確保保留有足夠的會計及其他記錄；

－ 保護成分基金的財產及其附帶權利；及

－ 如果管理人沒有根據信託契據管理成分基金，須於每個年度
會計期間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匯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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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的基金單位持有人

就財務報表審計作出的報告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iShare安碩亞洲信託
基金的成分基金，並稱為「成分基金」）載於第7至23頁的財務報
表，包括：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的財務狀況
報表；

•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
所的除牌日）期間的全面收入報表；

•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
所的除牌日）期間的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報表；

•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
所的除牌日）期間的現金流量報表；及

•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
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成分基金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
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的財務狀況及其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的財務交易
及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
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
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
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國際會計師專業操守理事會頒布的《國際專業會計師道德守
則》（包括國際獨立性準則）（「國際專業道德守則」），我們獨立於
成分基金，並已履行國際專業道德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強調事項

我們提請閣下注意財務報表附註2，其中指出管理人已決定終止
成分基金。因此，成分基金的財務報表並非以持續經營的會計基
礎編製，而是按照附註2所載的基礎編製。我們在這方面並無修
訂意見。

其他信息

成分基金管理人及信託人（「管理層」）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
信息包括年報內的所有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
報告。

我們對成分基金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
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保證結論。

有關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
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
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
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管理層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成分基金管理層負責根據《國際財務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
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
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成分基金管理層負責評估成分基金持續經營
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
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管理層有意將成分基金清盤或停止經
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此外，成分基金管理層須確保財務報表已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十六日的信託契據（經修訂）（「信託契據」）的相關條文及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佈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
（「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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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的基金單位持有人（續）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
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
師報告。我們僅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目
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
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國際審計準則》
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
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
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
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此外，我們須評估成分基金的財務報表是
否已在各重大方面已根據信託契據的相關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
E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備。

在根據《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
斷及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
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
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
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在有關情況下為適當的
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成分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
見。

• 評價管理層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
披露的合理性。

• 對管理層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
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
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成分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
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
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
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修訂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

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
致成分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
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管理層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
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
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管理層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
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響我們獨立
性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的防範措
施。

就信託契據的相關披露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規定
之事項作出的報告

我們認為，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已根據信託契據的相關披露條
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擬備。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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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資產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11(a) – 67,058,219
應收利息  13 19
其他應收賬款 1,376,203 –
銀行結存 7(c), 11(b) 62,308 402,529
 
總資產 1,438,524 67,460,767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管理費用 7(a) 30,992 24,612
其他應付賬款 1,407,532 1,694
 
總負債 1,438,524 26,306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 67,434,461 

經信託人及管理人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批准。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為信託基金的信託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為信託基金的管理人。

隨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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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入報表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收入
股息收入 12,316 1,257,777
銀行利息收入 7(c) 21,192 1,313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淨（虧損）╱收益 5 (19,999) 11,916,612
外幣淨（虧損）╱收益 (2,626) 769
 
總淨收入 10,883 13,176,471
 
開支
管理費用 7(a) (113,682) (414,560)
交易手續費 7(b) (92,441) (48,949)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交易成本 (118,209) (36,907)
託管及銀行費用 7(b) (66,694) (314,066)
 
總經營開支 (391,026) (814,482)
 
經營（虧損）╱溢利 (380,143) 12,361,989
 
融資成本
利息開支 7(d) (3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380,173) 12,361,989
稅項 6 (1,267) (125,896)
 
總全面（虧損）╱收入 (381,440) 12,236,093
 

隨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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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報表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於一月一日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67,434,461 66,072,138
 
贖回單位所付款項 4, 8
－現金成分及現金贖回 (24,428,241) (10,873,770)
－強制贖回 (42,624,780) –

 
 (67,053,021) (10,873,770)
 
本期間╱年度總全面（虧損）╱收入 (381,440) 12,236,093
 
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 67,434,461 

隨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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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報表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經營活動
購買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付款 – (7,590,889)
出售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67,035,594 18,253,066
已收股息 12,316 1,257,777
已收銀行利息 21,198 1,294
已付管理費用 (107,302) (357,869)
已付稅項 (1,267) (125,896)
已付交易成本 (118,209) (36,907)
其他已付費用 (129,500) (373,197)
 
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66,712,830 11,027,379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30) –
贖回單位所付的現金成分及現金贖回 8 (24,428,241) (10,873,770)
強制贖回單位所付現金 8 (42,624,780) –
 
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67,053,051) (10,873,7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40,221) 153,609
 
期╱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2,529 248,920
 
期╱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308 402,5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 7(c) 62,308 402,529
 

隨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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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信託基金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信託基金」）是受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十六日訂立的信託契據（經修訂）（「信託契據」）規管並獲香港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1)條認可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
ETF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信託基金設有十四個成分基金：

成分基金名稱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的上市日期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 
指數ETF1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港元及人民幣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國ETF 
（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國
指數ETF）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港元櫃檯）

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ETF 
（前稱 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
指數ETF）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港元櫃檯）

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
（人民幣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標普BSE SENSEX
印度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
標普BSE SENSEX印度指數ETF）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港元櫃檯）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
（美元及人民幣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亞洲 
（日本除外）ETF（前稱 iShares安
碩核心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
數ETF）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港元櫃檯）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
（美元及人民幣櫃檯）

iShares安碩MSCI亞洲新興市場 
ETF（前稱 iShares安碩MSCI亞洲
新興市場指數ETF）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港元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滬深300 ETF 
（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滬深300 
指數ETF）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港元櫃檯）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美元及人民幣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韓國綜合股價 
2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
韓國綜合股價200指數ETF）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MSCI台灣ETF 
（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台灣
指數ETF）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1 該成分基金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從香港聯交所除牌，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被證監會撤銷認可資格。
2 該成分基金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起從香港聯交所除牌及被證監會撤銷認可資格。

成分基金名稱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的上市日期

iShares安碩德國DAX指數ETF2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iShares安碩歐元區STOXX 50 
指數 ETF2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人民幣、美元及港元 
櫃檯）

iShares安碩富時100指數ETF2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iShares安碩納斯達克100 ETF（前
稱 iShares安碩納斯達克100指數
ETF）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iShares安碩核心恒生指數ETF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櫃檯）

該財務報表乃有關 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 
（「成分基金」）。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國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中
國指數ETF）、iShares安碩富時A50中國ETF（前稱 iShares安碩
富時A50中國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標普BSE SENSEX印
度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標普BSE SENSEX印度指數ETF）、
iShares安碩核心MSCI亞洲（日本除外）ETF（前稱 iShares安碩
核心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數ETF）、iShares安碩MSCI亞洲
新興市場ETF（前稱 iShares安碩MSCI亞洲新興市場指數ETF）、
iShares安碩核心滬深3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滬深300 
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心韓國綜合股價2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韓國綜合股價200指數ETF）、iShares安碩核
心MSCI台灣ETF（前稱 iShares安碩核心MSCI台灣指數ETF）、
iShares安碩德國DAX指數ETF、iShares安碩歐元區STOXX 50
指數ETF、iShares安碩富時100指數ETF、iShares安碩納斯達
克100 ETF（前稱 iShares安碩納斯達克100指數ETF）及 iShares
安碩核心恒生指數ETF的財務資料並無載於本終止報告內，但已
分別載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發佈的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
基金報告及財務報表內。

信託基金的管理人為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管理人」），
而信託人為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信託人」）。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管理人刊發有關成分基金的建議停止交
易、終止、自願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之公告及通告。成分基金於
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於香港聯交所除牌，而於二零二零年一月
七日，成分基金被證監會撤銷認可資格。因此，此財務報表涵蓋



12 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
牌日）止期間。相應的比較金額涉及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的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全面收入報表、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報表及現金
流量報表，因而可能未必能夠與本期呈列的金額作直接比較。

成分基金的目標為提供在未扣除收費及開支前，與MSCI中國A
股國際指數表現非常接近的投資回報。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
覆蓋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大中型股並包括MSCI
全中國指數 (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的中國A股成分股。
成分基金可透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額度及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A股。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如下。除另有說明
外，此等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有呈報期間。

(a) 編製基準

成分基金的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準則」）
編製。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
賬的金融資產和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重估而作修訂。

如附註1所述，管理人決定終止成分基金。因此，由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成
分基金的財務報表並非基於持續經營的基礎來編製。信託人及管
理人（統稱「管理層」）已評估成分基金於除牌日之相關日期的全部
資產及負債的價值，約相當於其可變現淨值，因此並無於成分基
金的財務報表內修改會計政策或作出調整，以反映成分基金將可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或清償其負債。

按照國際財務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須作出若干關鍵會計估算。
管理層亦須在應用成分基金的會計政策時運用其判斷。涉及較高
判斷性或較複雜的範疇，或涉及對財務報表作出重大假設和估算
的範疇，於附註3披露。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其針對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分類、計量和撤銷
確認，並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多重分類和計量模型。

債務資產的分類和計量將由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型和金融
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的特徵驅動。如果業務模型的目標是持有金融
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和根據工具僅代表的本金和利息付款收
取合約現金流量，則債務工具按攤餘成本計量。如果業務模型的
目標是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本金和利息付款的合約現金流量並出
售，則債務工具按公平價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計量。所有其他債
務工具須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確認入賬。然而，任何實體可按初
始值確認，以不可撤銷選擇權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計量金融資
產，以此消除或大幅減少計量或確認之間的不一致性。衍生工具
和股權工具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計量，除非股權工具並非持作買
賣，採用不可撤銷選擇權按公平價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計量。國
際財務準則第9號亦引入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

國際財務準則第9號已由成分基金追溯採用，並無導致附註2(b) 
概述的金融工具分類或計量發生變化。成分基金的投資組合繼續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分類，為收取而持有的其他金融資產繼續按
攤銷成本計量。應用新減值模型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期間概無首次生效的的其他準
則、詮釋或現有準則的修訂將會對成分基金產生重大影響。

(b) 投資

(i) 分類

(I) 資產

成分基金根據成分基金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約
現金流特徵對其投資分類。金融資產組合以公平價值為基準管理
並評估表現。成分基金並無選擇以不可撤銷的方式將任何股本證
券指定為按公平價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列賬。投資分類為按公平
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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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公平價值的衍生工具合約呈列為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
的資產。

(II)負債

具有負公平價值的衍生工具合約呈列為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
的負債。

因此，成分基金將其所有投資組合分類為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
賬的金融資產或負債。

成分基金的政策要求管理人按公平價值基準以及其他有關財務資
料評定有關金融資產和負債的資料。

(ii) 確認╱撤銷確認

購買及出售投資乃按交易日期為基準入賬—即成分基金承諾購買
或出售投資的日期。當投資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屆滿或成分基金
已轉讓絕大部分所有權的風險和回報，投資會被撤銷確認。

(iii) 計量

投資首次按公平價值為基礎確認。交易成本如產生於全面收入報
表中列為開支。

初次確認後，所有投資按公平價值計量。投資變現及未變現的收
益及虧損於產生期間在全面收入報表中確認。

(iv) 公平價值估計

公平價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得到
或轉讓負債所付出之作價。於活躍市場買賣的投資（如公開買賣
衍生工具及交易證券）的公平價值乃按於報告日期所報收市價釐
定。成分基金使用最後成交市價釐定投資公平價值，而最後成交
價在買賣差價之間。倘最後成交價並非處於買賣差價之間，管理
層將釐定買賣差價之間內最能反映公平價值的一點。

非交易所上市或交易疏落的投資使用經紀商報價或按管理人判斷
及估計進行估值。

(v) 公平價值等級之間的轉移

公平價值等級之間的轉移被視為已於報告期末發生。

(c) 金融工具的抵銷

若成分基金現時擁有依法可執行權力，可抵銷已確認入賬的金
額，且有意以淨額基準結算，或將資產變現並同時清償負債，則
金融資產及負債可予抵銷，並於財務狀況報表呈報淨額。依法可
執行權力不得視乎未來事件而定，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及倘成分
基金或交易對手出現違約、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情況時，亦須具有
約束力。

(d) 應收及應付經紀商款項

應收及應付經紀商款項指已訂約但於相關財務狀況表日期仍未結
算或交付的出售證券應收款項及購買證券應付款項。應收經紀商
款項餘額乃持有作收取用途。

該等金額初次按公平價值確認，其後使用攤銷成本計算。在各報
告日，如果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後顯著增加，則成分基金應計量
應收經紀商款項的虧損撥備，其金額相當於全期的預期信貸虧
損。如果於報告日期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後並無顯著增加，則成
分基金應按相當於12個月的預期信貸虧損計量虧損撥備。經紀
商遭遇重大財政困難、經紀商將可能破產或進行財務重組，以及
無法如期付款，均顯示應收經紀商款項須進行虧損撥備。如果信
貸風險增加至須要作出信貸減值的程度，則將根據經虧損撥備調
整後的總賬面金額，計算利息收入。就計算財務報表中的列賬，
逾期超過30 天的合約付款由管理人介定為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以及逾期超過90天的合約付款視為信貸減值。管理層已採取措
施監控信貸風險的承擔和增加。

(e) 股息收入及銀行利息收入

股息收入按除淨基準入賬。倘無除淨日期，股本證券的股息收入
則於成分基金收取款項的權利獲確立時入賬。

銀行結存的利息收入以實際利率法按時間比例基準於全面收入報
表確認。

(f)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息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息於獲管理人批准時在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
資產淨值變動報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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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開支

開支按應計基準入賬。

(h)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現金及存款當日至到期日為三個月或
以下的銀行存款，其可隨時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現金及所涉及的價
值變動風險很小。

(i) 外幣換算

功能貨幣及呈列貨幣

計入財務報表的項目乃採用成分基金經營業務所在主要經濟環境
的貨幣（「功能貨幣」）計量。成分基金表現以人民幣（「人民幣」）
計量及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呈報。管理層認為，將人民幣作為呈列
貨幣能最真實地反映相關交易、事件及環境的經濟影響。財務報
表乃以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亦為各成分基金的功能貨幣及呈列
貨幣。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均按交易當日的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計值的資
產與負債按年結日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換算產生的匯兌收益及
虧損均於全面收入報表內入賬。

有關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收益及虧損乃於全面收入報表的
「外幣淨（虧損）╱收益」內呈列。有關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
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匯兌收益及虧損乃於全面收入報表的「按公
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淨（虧損）╱收益」內呈列。

(j) 可贖回單位

成分基金發行可贖回單位，持有人可按自己的選擇贖回。該等單
位相當於成分基金的可沽售金融工具。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修訂）「金融工具：呈報」，由於此等可沽售金融工具符合下列
所有標準，故此本基金將此等金融工具分類為權益。

• 可沽售金融工具賦予持有人按比例分享資產淨值； 
• 可沽售金融工具為已發行單位的最次級單位，而單位特徵相
同； 

• 不存在合約責任要求交付現金或另一項金融資產；及
• 來自可沽售金融工具在有效期內的預期現金流總額主要依據
成分基金的利潤或虧損計算。

成分基金根據單位持有人之選擇權利，按單位發行或贖回當天之
資產淨值，發行或贖回單位。成分基金單位資產淨值是將可贖回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除以已發行單位總額計算。根據成分基
金招股章程，投資持倉的價值是根據用以釐定認購或贖回每單位
的資產淨值的官方收市價計算。

(k) 稅務

預扣稅

成分基金目前須就投資收入繳付若干國家的預扣稅。有關收入在
全面收入報表以總收入（即計及預扣稅）記錄。預扣稅於全面收
入報表中計作「稅項」。

資本增值稅

本期間的資本增值稅開支包括當期及遞延稅項。稅項在全面收入
報表中確認，但與在其他全面收入中或直接在股本中確認的項目
有關者則除外。在該情況下，稅項亦分別在其他全面收入或直接
在股本中確認。

當期稅項開支根據成分基金經營及產生應課稅收入的國家於報告
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法計算。管理層對因應有待詮釋
或判斷的稅務法規適用的情況而採取的部署進行定期評估，並在
適用情況下根據預期須向稅務機關支付的款項設定撥備。

遞延稅項乃根據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賬面值之間的暫
時性差異使用負債法確認。遞延稅項採用在報告期末前已頒佈或
實質頒佈，並在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變現或遞延稅項負債清償時
預期將會適用的稅率（及法律）釐定。

遞延稅項資產僅就日後很可能獲得應課稅溢利以用作抵扣暫時性
差異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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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法可依將當期稅項資產與當期稅項負債抵銷，以及當遞延稅
項資產和負債涉及由同一稅務機關對應課稅實體或不同應課稅實
體徵收所得稅但有意向以淨額基準結算結餘時，則可將遞延稅項
資產與負債互相抵銷。

(l) 呈列方式變動及可資比較資料

倘財務報表中的項目的呈列方式或分類發生變動，則更新可資比
較金額，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或分類。

3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按照國際財務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估計及假設，
而此等估計及假設會影響財務報表及隨附附註內呈報的數額。實
際數字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層須對未來作出估計及假設。所得會計估計數字，因其性質
使然，很少等同於有關實際結果。有重大風險可能導致下一個財
政期間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須作出重大調整的估算及假設載列如
下。

(a) 功能貨幣

管理層認為人民幣為最能真實反映相關交易、事件及環境的經濟
影響的貨幣。人民幣為成分基金計算表現及報告績效，以及於發
行或贖回時釐定每單位資產淨值所用的貨幣單位。此決定亦考慮
到成分基金均於香港聯交所上市，其單位以人民幣報價。

(b) 並無於活躍市場報價的證券的公平價值

管理層可透過使用有信譽的定價來源（例如定價代理）釐定並無
於活躍市場報價的證券的公平價值。從定價來源獲得的經紀報價
可能具有指標性，但無法被執行且不具有約束力。管理層將作出
判斷，並估計所使用定價來源的數量及質素。倘無法獲得市場數
據，管理層或會使用其本身的模式對持倉進行估值，該等模式通
常基於一般被認為是業內標準的估值方法及技術。該等模式的輸
入數據包括市盈率及折現現金流量。用於釐定公平價值的模式由
管理人內有經驗的人員確認及定期審閱。

使用模式時儘可能採用可觀察數據。然而，管理層仍需就例如信
貸風險（本身及交易對手）、波動及相互關係之範疇作出估計。倘
有關該等因素之假設出現變動，可能會對金融工具所呈報之公平
價值造成影響。

釐定何為「可觀察」須管理層作出重大判斷。管理層認為可觀察
數據為容易獲取、定期分發或更新、可靠及可被核實、非專屬及
由活躍參與相關市場的獨立來源所提供的市場數據。

4 可贖回單位的變動

成分基金可贖回單位的變動載列如下：

單位數目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年初已發行單位 9,000,000 10,500,000
發行單位 – –
贖回單位 (3,200,000) (1,500,000)
通過強制贖回贖回單位 (5,800,000) –
 
期╱年終已發行單位 – 9,000,000
 

人民幣 人民幣

會計資產淨值（每單位） – 7.49
 

5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淨（虧損）╱收益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價值未變現收益╱虧損的變動 (14,782,678) 10,008,249
出售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
產已變現收益淨額 14,762,679 1,908,363

 

(19,999) 11,91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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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務

由於成分基金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為集體
投資計劃，因此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26A(1A)條獲豁免繳納利得
稅，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稅務
－股息收入預扣稅 1,232 125,778
－利息收入預扣稅 35 118
 

1,267 125,896
 

中國股息預扣稅

成分基金於中國上市公司A股的投資乃直接透過管理人的RQFII
牌照額度持有或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持有。就所有源自中國的股
息會從源頭預扣10%（二零一七年：10%）稅項。

中國資本增值稅

一般而言，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投資者須就買賣中國證券所
變現的資本收益繳納中國稅項。

成分基金透過管理人的RQFII牌照限額及滬港通及深港通投資於
中國A股。根據中國財政部（「財政部」）、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總局」）
在國務院批准下發佈的財稅 [2014]79號通知（「79號通知」）、
財稅 [2014] 81號通知（「81號通知」）及財稅 [2016] 127號通知
（「127號通知」），向 (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RQFII；
及 (ii) 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買賣A股的外國投資者，於二零一四
年十一月十七日或之後買賣A股產生的資本收益發出暫行納稅豁
免。由於成分基金於該臨時豁免獲授出後開始營運，故並未於財
務報表中就該等收益產生的稅項計提撥備。

7  與信託人、管理人及關連人士的交易

下文概述成分基金與信託人、管理人及彼等的關連人士於本期間
內訂立的重大關聯方交易。管理人的關連人士為香港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發出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
所界定的關連人士。成分基金與管理人及其關連人士於本期間內

進行的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就
管理人盡其所知，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成分基金概無與關連人士
進行任何其他交易。

(a) 管理費用

管理人有權按成分基金資產淨值的0.60%年率收取管理費用。費
用乃每日累計及於每個交易日計算，並於每月月底支付。

除下文附註7(b) 所述的費用及開支外，各成分基金的所有其他費
用及開支均由管理人支付。

(b) 支付予信託人及其關連人士的費用及收費

下列為成分基金支付予信託人及╱或其關連人士的費用及收費：

(i) 下表披露於不同市場成分基金就買賣投資所支付的交易手續
費：

市場
交易手續費

美元

澳洲 10
奧地利 30
比利時 20
中國A股 22
中國B股 45
歐元結算 10
法國 15
芬蘭 20
德國 10
希臘 20
香港 10
中港通 10
印度 25
印尼 25
愛爾蘭 20
意大利 15
日本 20
盧森堡 10
馬來西亞 20
荷蘭 20
巴基斯坦 50
菲律賓 35
葡萄牙 20
新加坡 15
南韓 15
西班牙 30
瑞士 15
台灣 30
泰國 20
英國 10
美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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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購買、出售及重整投資所支付的行政費為每筆交易15美元。

應付信託人及其關連人士的一切其他費用均由管理人承擔。

(c) 銀行結存

銀行結存存置於信託人的一間集團公司（即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
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及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信託人的集團公司持有的銀行結存
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38,306 159,936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面收入報
表所呈列的成分基金的銀行利息收入自信託人的一間集團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賺取。

(d) 銀行透支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於信託
人的集團公司（即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持有未償還銀行
透支結餘。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面收入報
表所呈列的各成分基金的利息開支已支付予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
限公司。

(e) 銀行透支信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可在取得事先批准的情況
下為特別融資目的不時授出臨時透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分基
金可獲得的銀行透支信貸額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美元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不適用 不適用
 

(f) 基金單位持有人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及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表披露成分基金參與證券商之一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有限公司（信託人的集團公司）所增設及贖回的單位。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增設 ╱（贖回）
單位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增設 ╱（贖回）

單位

(2,200,000) –
 

(g) 停牌股份購買協議

如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刊發的強制贖回公告所披露，成分基
金持有十四隻停牌股份，其公平價值約為人民幣1,401,788元，
佔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強制贖回日」）成分基金於淨資產值
的3.3%。該停牌股份在任何交易所都沒有活躍交投的市場或現市
價。

為了讓基金單位持有人不會延誤獲得以公平價值計算的單位贖回
所得款項，管理人與信託人（代表成分基金）訂立購買協議（「停
牌股份購買協議」），據此，管理人購買停牌股份的應收款項，包
括 (i)停牌股份的股息（如有）及 (ii)當停牌股份具有流動性時的出
售所得款項（「停牌股份應收款項」），代價由管理人向成分基金按
停牌股份的公平價值以現金支付，價值按強制贖回日的估值為基
礎（「停牌股份購買價格」）。管理人於強制贖回日向信託人（代表
成分基金）支付停牌股份購買價格，故停牌股份購買價格成為贖
回價值之一部分。

根據證監會守則第10.11章，該等以成分基金名義進行的交易以
公平原則列賬。每股停牌股份的公平價值均由貝萊德亞太定價
團隊根據貝萊德的估值政策釐定，並由貝萊德的估值委員會審閱
和批准，該委員會獨立於管理人的投資組合管理層及交易執行團
隊。尤其當涉及停牌股份時，估值將基於有關相關公司財務狀況
的具體資料（如新聞或公告）及╱或替代（如適用於相關公司的對
等H股或相關滬深分類指數）。停牌股份的公平價值已由信託人
審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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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贖回付款後，(i)成分基金所有前基金單位持有人將不享有
成分基金任何權益，而所有該等前基金持有人的所有權利將會撤
銷，及 (ii)停牌股份將由信託人以成分基金的信託名義持有。當停
牌股份具有流動性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時，管理人將根據停牌股份
購買協議享有從信託人（代表成分基金）收取停牌股份應收款項撥
付款項的權利，金額不高於停牌股份購買價格。如果停牌股份應
收款項的價值低於停牌股份購買價格（即管理人支付成分基金的
金額），則管理人最多只可收回停牌股份應收款項可得的價值，
並以其法人組織身份承擔損失，信託人或任何基金單位持有人無
須承擔任何差額。如果停牌股份應收款項的價值高於停牌股份購
買價格，則管理人將最多只能收取停牌股份購買價格的金額，根
據信託契據新訂的第35.8B條，信託人須向經管理人與信託人協
商後選定的的慈善機構捐出超出金額（扣除在強制贖回基金單位
後持有和處置停牌股份的支出）。

所有停牌股份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前賣出，淨虧損為人民幣
411,093元。

8 主要非現金交易

(a) 認購

基金單位可 (a)以實物換取「申請籃子」加「現金成分」認購（其中
「申請籃子」指如管理人就有關成分基金於有關日期向參與證券商
發出的通知所述，管理人為按申請單位數目創設及贖回基金單位
而言，於相關交易日的營業時間開始時就有關成分基金釐定的證
券組合；「現金成分」指申請單位的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總額與
「申請籃子價值」間的差額；而「申請籃子價值」則指申請籃子所
包括的證券於相關交易日的估值時刻的總價值），或 (b)以相當於
有關申請籃子價值加相當於任何現金成分數額的現金付款認購，
管理人須運用有關現金購入組成申請籃子的證券，以複製適用於
成分基金的相關指數，惟管理人有權酌情就有關成分基金向以現
金付款代替交付任何證券的任何基金單位申請人，收取額外費用
作為稅項及收費的適當撥備。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內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分
基金透過現金認購及╱或為換取申請籃子而發行單位，而有關的
申請籃子包括投資加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報表所呈
列的相關現金成分。

(b) 贖回

基金單位可 (a) 以實物換取申請籃子加現金成分贖回，或 (b)以相
當於申請籃子價值的現金數額加現金成分贖回。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內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分
基金透過現金贖回及╱或為換取申請籃子而贖回單位，而有關的
申請籃子包括投資加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報表所呈
列的相關現金成分。

9 非金錢佣金安排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內並無就將成分基金交易交由經紀商或交易商而作
出非金錢佣金安排（二零一七年：無）。

10  證監會守則中的投資限制及禁止

根據證監會的跟蹤指數交易所買賣基金監管指引（現載於證監會
守則第8.6(h)(a)章），管理人獲允許在成分基金中持有超出於相
關指數中的相關比重，條件是於任何成分證券的最大額外比重不
得超過成分基金向證監會諮詢後合理釐定的最高限額。各成分基
金的最高限額已於其各自的章程內披露。

管理人及信託人確認，成分基金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內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符合此限制。

證監會守則允許成分基金將成分基金資產淨值的10%以上投資於
由單一發行人發行的成分證券，惟投資僅限於各自佔指數比重逾
10%的成分證券，而成分基金就任何該等成分證券的持股量不可
超過彼等各自於指數的比重（惟因指數構成產生變動及超出數額
屬過渡及臨時性質所導致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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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成分基金並
無持有任何成分證券的投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並無個別證券佔成分基金資產淨值超過10%。

下表載列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
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內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
分基金的每單位資產淨值及其相關指數的變動。

相關指數 每單位資產淨值的變動
(%)

相關指數的變動
(%)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MSCI中國A股
國際指數 不適用 19.07 (8.48) 17.72

 

11 財務風險管理

成分基金的目標為提供在未扣除收費及開支前與各相關指數表現
非常接近的投資回報。成分基金活動可能承受多項風險，包括但
不限於與成分基金所投資市場相關的市場風險（包括市場價格風
險、利率風險及貨幣風險）、信貸及交易對手風險及流動資金風
險。

主要風險及風險管理政策概述如下。

(a) 市場風險

(I) 市場價格風險

市場價格風險指某金融工具的價值因市場價格變動（因利率風險
或貨幣風險產生的變動除外）而波動的風險，無論該等變動是否
因個別工具的特有因素或影響市場上所有工具的因素而引起。

成分基金為追蹤各自指數的表現而設，故成分基金面對的市場風
險與所追蹤指數所面對者大致相同。管理人透過確保投資組合的
主要特徵（例如證券比重及行業比重）與追蹤指數的特徵盡量吻
合，以管理成分基金面對的市場風險。

成分基金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集中在
以下行業上：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

公平價值
人民幣

資產淨值
百分比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以行業劃分

可選消費 4,481,689 10.44
主要消費 4,345,501 10.12
能源 970,145 2.26
金融 11,577,257 26.97
保健 2,568,935 5.98
工業 6,377,535 14.86
資訊科技 3,944,799 9.19
材料 4,303,709 10.03
房地產 2,521,446 5.88
電訊服務 30,048 0.07
公用事業 1,252,930 2.92
 

42,373,994 98.72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價值
人民幣

資產淨值
百分比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以行業劃分

可選消費 7,186,023 10.67
主要消費 6,973,332 10.34
能源 1,503,635 2.22
金融 17,934,771 26.58
保健 4,233,747 6.28
工業 10,537,713 15.61
資訊科技 6,187,482 9.19
材料 6,721,916 9.97
房地產 3,727,770 5.53
電訊服務 71,526 0.11
公用事業 1,980,304 2.94
 

67,058,219 99.4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成分基金並無持有任何投資，亦沒有
面臨市場價格風險，因此，只呈示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之市
場風險，即投資者可於香港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之最後日期，並
呈示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之市場價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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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分基金持有MSCI中國A股
國際指數的所有成分股。因此，成分基金所面對的市場價格風險
與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所面對者大致相同。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
持不變時，相關指數可能變動情況下的敏感度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關指數 可能合理變動
對除稅後
溢利的影響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百萬元

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 ±3% ±2 

(I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由現行市場利率的波動對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價值以
及未來現金流量產生的影響而引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成分基金並
無持有任何計息資產及負債，因此，成分基金並無呈列利率風險
及敏感度分析。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成分基金
的利率風險僅來自銀行結存（不時調整）。由於該等計息資產的短
期性質使然，管理人認為倘市場利率變化，其公平價值及未來現
金流量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並無就該等銀行結存披露敏感度
分析。

(III) 貨幣風險

成分基金承受與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有關的貨幣風險。

下表在相關匯率兌港元及美元上升╱下跌2%（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而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的假設下，概述
成分基金承受的貨幣及非貨幣資產淨風險，以及對基金單位持有
人應佔資產淨值的相關影響。此乃管理層對匯率可能產生的合理
變動的最佳估計。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

相等於人民幣

貨幣 貨幣 影響 非貨幣 影響
港元 – – – –
美元 (4,581) (92) –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等於人民幣

貨幣 貨幣 影響 非貨幣 影響
港元 (4,168) (83) – –
美元 (3,322) (66) – –
 

(b) 信貸及交易對手風險

信貸及交易對手風險指證券的發行人或交易的交易對手未能履行
其與成分基金訂立的責任或承擔的風險。

可能令成分基金承受信貸及交易對手集中風險的金融資產主要包
括銀行結存。

管理人透過與聲譽良好的經紀商、銀行及受監管的高信貸評級交
易所進行大部分投資交易及合約承擔活動，採取措施最大限度減
低成分基金的交易對手風險。

所有上市投資交易均於交收時通過經批准且具信譽的經紀商結算
或支付。因售出的投資只會在成分基金的託管人收取付款後方會
交付，故拖欠付款的風險極小。購買證券時，當經紀商收到投資
後隨即付款。倘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責任，交易將作廢。

於報告期末所承受的最大信貸風險為資產的賬面值（如財務狀況
報表所示）。

成分基金使用違約概率、違約風險及違約損失率以計算信貸風險
和預期虧損。管理層於釐定任何預期信貸損失時會同時納入歷史
分析和前瞻性資料考慮。由於交易對手有穩健能力可以在短期內
履行合約義務，管理層認為違約概率接近零。因此，未有確認按
照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的虧損撥備，因為對成分基金整體而言
任何該等減值均不重大。

成分基金亦承受託管人所持資產的信貸及交易對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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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銀行結存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 

   公司 38,306 159,936
－ 評級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

公司對其優先長期
債務給予的信貸評級 AA- AA–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 
　公司 24,002 242,593

－評級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
公司對其優先長期

債務給予的信貸評級 A+ A+
 
由以下公司持有的直接 

A股投資：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 

   公司 不適用 23,846,471
－評級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

公司對其優先長期
債務給予的信貸評級 不適用 A+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 
   公司 不適用 43,211,748

－評級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
公司對其優先長期

債務給予的信貸評級 不適用 AA–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成分基金或不能於到期時產生充足現金資源以完
全履行其責任，或只能按重大不利的條款履行其責任的風險。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及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各成分基金的所有財務負債均於十二個月內到
期，由於折現影響不大，故相等於其賬面結餘。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各成分基金持有財務狀況報表所述的預期可隨時產生現金流
入（一般於一個月內）以管理流動資金風險的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
記賬的金融資產及其他流動資產。

(d) 公平價值估計

於活躍市場買賣的投資（如公開買賣的衍生工具及交易證券）的
公平價值乃按於報告日期所報收市價釐定。於交易所上市或買賣
的投資按最後成交價計量公平價值。

活躍市場指資產或負債的交易次數及交易量足以按持續基準提供
定價資料的市場。

國際財務準則第13號要求成分基金使用公平價值等級對其公平
價值計量進行分類。有關等級可反映計量所用輸入數據的重要
性。公平價值等級共有以下等級：

• 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實體在計量日能獲得的活躍市場報價
（未經調整）（第一級）。

• 不包括於第一級內報價，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的 
輸入數據（第二級）。

• 資產或負債屬不可觀察的輸入數據（第三級）。

整體公平價值計量在公平價值等級的分類取決於對整體公平價值
計量而言屬重要的輸入數據的最低等級。就此而言，輸入數據的
重要性根據整體公平價值計量進行評估。倘公平價值計量使用的
可觀察輸入數據須根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進行重大調整，則該計
量為第三級計量。評估整體公平價值計量的特定輸入數據的重要
性需要作出判斷，考慮資產或負債的特定因素。

釐定何為「可觀察」須管理人作出重大判斷。管理人認為可觀察
數據為容易獲取、定期分發或更新、可靠及可被核實、非專屬及
由活躍參與相關市場的獨立來源所提供的市場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成分基金並
無持有任何投資。

下表分析於公平價值等級中成分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按公平價值計量的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按類
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 
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64,430,441 853,712 1,774,066 67,058,219
 
總資產 64,430,441 853,712 1,774,066 67,05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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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活躍市場所報市價計算價值的投資分類為第一級。成分基金
並無就該等工具調整報價。

於不被視為活躍的市場中買賣但根據市場報價、交易商報價或其
他由可觀察輸入數據支持的定價來源估值的投資分類為第二級。
成分基金的第二級投資為暫停買賣的股本證券。

分類為第三級的投資由於買賣淡靜，故不可觀察輸入數據屬重
大。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級投資包括由成分基
金持有的股本證券，成份基金使用外部定價資源定價，現暫停買
賣的非上市股本。

第三級估值乃由管理人的估值委員會每月檢討，該委員會評估投
資估值的適當性。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分基金所持第三級投
資的敏感度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成分基金並
無持有投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級投資包括
由成分基金持有的若干非流動股本證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 
價值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的 
輸入數據

加權平均
輸入數據

可能合理
變動 

+/- 
（絕對值） 估值變動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本證券
－可選消費

251,590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主要消費
27,252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保健
261,615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工業
152,083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資訊科技
225,186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材料
636,240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房地產
220,100

第三方交易商
或賣方之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
除牌日）期間，成分基金所持各級投資之間並無轉移。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持各級投資 
之間的轉移：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從第一級轉移至第二級：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能源 (93,744) 93,744 –
保健 (88,564) 88,564 –
工業 (108,639) 108,639 –
資訊科技 (48,789) 48,789 –
材料 (461,082) 461,082 –
公用事業 (52,894) 52,894 –
 

(853,712) 853,712 –
 

從第一級轉移至第三級：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可選消費 (251,590) – 251,590
主要消費 (27,252) – 27,252
保健 (261,615) – 261,615
工業 (152,083) – 152,083
材料 (419,240) – 419,240
房地產 (89,956) – 89,956
 

(1,201,736) – 1,201,736
 

從第二級轉移至第一級：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可選消費 65,412 (65,412) –
 

65,412 (65,412) –
 

從第二級轉移至第三級：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資訊科技 – (181,866) 181,866
房地產 – (130,144) 130,144
 

– (312,010) 312,010
 

從第三級轉移至第一級：
資產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可選消費 49,602 – (49,602)
金融 34,000 – (34,000)
 

83,602 – (8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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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從第一級轉移至第二級的股本證券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暫停買賣兩個月或以內但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賣活
躍的證券。從第一級轉移至第三級的股本證券為於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暫停買賣兩個月以上但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買賣活躍的證券。從第二級轉移至第一級的股本證券為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賣活躍但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暫停買賣兩個月或以內的證券。從第二級轉移至第三級的股本證
券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暫停買賣兩個月以上但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暫停買賣兩個月或以內的證券。從第三級
轉移至第一級的股本證券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賣
活躍但於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暫停買賣兩個月以上的證
券。
 
下表載列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
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成分基金所持第三級股本證券的變動。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股本證券
年初結餘 1,774,066 1,265,617
由第一級轉移至第三級 – 1,201,736
由第二級轉移至第三級 – 312,010
由第三級轉移至第一級 – (83,602)
出售 (1,508,251) (857,508)
於全面收入報表確認的虧損 (265,815) (64,187)
 
年終結餘 – 1,774,066
 
於報告期末╱年度末所持資產計入全面
收入報表的期間╱年度內收益總額 – 218,595

 

(e) 資本風險管理

成分基金的資本乃以未贖回的可贖回單位代表。成分基金的目標
為提供與相關指數表現大致接近的投資回報。管理人可：

• 根據成分基金的組成文件贖回及發行新基金單位；

• 於釐定成分基金向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分派金額時行使酌情
權；及

• 在成分基金的章程中規定的若干情況下暫停增設及贖回基金
單位。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所有可贖回單
位均由成分基金贖回。

12 分部資料

管理人代表成分基金作出策略性資源配置，並根據作出策略決策
所用的經審閱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管理人認為，各成分基金擁有單一經營分部，即投資證券。成分
基金的目標為追蹤各自指數的表現及按與所追蹤指數的特徵密切
吻合的證券比重及行業比重投資絕大部分指數成分股。

管理人所用有關成分基金的資產、負債及表現的內部財務資料與
財務狀況報表及全面收入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成分基金位於香港。成分基金的全部收入來自對組成相關追蹤指
數的證券的投資。成分基金的投資按相關地區劃分，但由於管理
人認為編製地區資料的成本過高，且管理人一般不會使用該資料
管理成分基金，故並無就基金表現呈報地區資料。

成分基金並無資產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成分基金擁有與相關追蹤
指數的證券比重及行業比重非常接近的投資組合。有關佔各成分
基金資產淨值逾10%的投資持股請參閱附註10。

13 結算日後事項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起，成分基金已被撤銷認可資格及終止。

成分基金被撤銷認可資格及終止後，所有停牌股份應收款項按停
牌股份購買協議完成支付。有關更多停牌股份購買協議詳情，請
參閲附註7(g) 。

14 財務報表核准

本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經信託人及管理人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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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期間的投資組合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百分比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一日

（於香港聯交所
的除牌日）

資產淨值百分比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
可選消費  – 10.67
主要消費 – 10.34
能源 – 2.22
金融 – 26.58
保健 – 6.28
工業 – 15.61
資訊科技 – 9.19
材料 – 9.97
房地產 – 5.53
電訊服務 – 0.11
公用事業 – 2.94
 
投資總額 – 99.44
其他資產淨值 – 0.56
 
基金單位持有人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的資產淨值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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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
表現紀錄（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

每單位交易資產淨值
人民幣

成分基金交易資產淨值
人民幣

截至下列日期財務期間結束時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9 66,073,234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49 67,434,460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 不適用 不適用
 

最高及最低每單位資產淨值

最高每單位資產淨值
人民幣

最低每單位資產淨值
人民幣

截至下列日期止財務期間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成立以來） 6.86 5.44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1 6.29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於香港聯交所的除牌日） 8.07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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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ares安碩亞洲信託基金
管理及行政

管理人董事
Andrew John Hambleton（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獲委任 
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辭任）

Andrew Raymond Landman（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獲委任及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辭任）

Andrew Reynolds（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辭任）
Belinda Mary Boa
Geraldine Joyce Buckingham（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獲委任）
杜國汶
Ryan David Stork（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辭任）
金容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辭任）
陳蕙蘭

管理人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花園道3號
冠君大廈16樓

信託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過戶處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託管人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RQFII 牌照持有人
BlackRock Advisors (UK) Limited
12 Throgmorton Avenue
London EC2N 2DL United Kingdom

RQFII保管人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中國上海
浦東區世紀大道8號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滙豐銀行大廈33樓
郵編200120

服務代理人
香港證券兌換代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2期8樓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
2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