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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股東： 

貝萊德全球基金（下稱「本公司」）董事會（下稱「董事會」）謹致函通知您，董事會提議本通知函所載修正內容將適用本公司及

部分子基金（下稱「本基金」）。 

除本信函另有說明外，本信函中所載之所有變更將自 2019年 3月 25日生效（下稱「生效日」），且本函即構成對股東就該事實之

通知。 

本信函中之特定用詞如未另外加以定義，則以公開說明書之定義為準（得自 www.Blackrock.com 取得）。 

1.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之變更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之英文名稱將由現行之 Flexible Multi-Asset Fund 變更為 ESG Multi-Asset Fund （變更後之基金中文

名稱為「貝萊德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新增或修改之揭露將詳載於下表所列之基金投資目標及策略，以反映董事決定將

考慮「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即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之要素，作為選擇基金投資之參

考依據。公開說明書中對“ESG”有更詳細的定義。 

因此，投資顧問有意將以下直接投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排除於本基金之投資組合：對有爭議武器（核子、集束炸彈、生化、地

雷、雷射致盲武器、貧鈾武器、燃燒武器）有曝險或有關連之發行人；超過百分之三十之收入來自於燃料用煤之開採及生產之

發行人；菸品製造商及超過百分之十五之收入來自於菸品零售、分銷及授權之發行人；製造欲銷售予平民之武器之發行人及超

過百分之五之收入來自於平民武器之零售業務以及被視為已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ten UN Global Compact 

Principles）中之一項或多項之有價證券發行人，該原則包括人權、勞動標準、環境及反貪腐。聯合國全球盟約係聯合國所推動

用以實行全球永續性之原則。 

投資顧問亦有意限制直接投資於參與下列各項的發行人的證券：酒類產品之製造、銷售或授權；擁有或經營與賭博有關的活動

或設施；與核能有關之製造、供應及開採活動以及成人娛樂物品之生產。 

本基金之相關變更尚包括管理費之調降，詳請參照本信函附件 1。 

當完成以上變更後，相較於類似但不採取 ESG標準之基金，本基金之投資表現可能有所不同，舉例而言，本基金可能於有利

買進之時間點放棄買進特定有價證券之機會，或基於其 ESG之特性於不利出售之時間點出售有價證券。然而，此等 ESG相關

之排除限制雖可能會減少基金得增加曝險之資產範圍，但由於本基金之操作與全球多元資產總回報基金近似（給予投資顧問選

擇基金投資之裁量權），預計將不會對基金之風險-報酬屬性產生重大影響。 

預期本基金透過提供更注重 ESG之投資策略、增加既有投資程序之監理及管理費之調降等變更，將有益於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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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貝萊德環球特別時機基金之變更 

本基金之英文名稱變更為” Global Long-Horizon Equity Fund” （變更後之基金中文名稱為「貝萊德環球前瞻股票基金」），變

更後名稱將更能反應基金之投資策略。此基金更名對於基金或其管理方式將無其他影響。 

3.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之變更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之英文名稱將由現行之 New Energy Fund 變更為 Sustainable Energy Fund （變更後之基金中文名稱為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其投資政策中之「新能源」將變更「永續能源」，詳請參照本信函附件 2。本基金所投資者係以透

過移轉至低碳經濟而獲利之掛牌公司。此類公司與電力、交通及建築環境產業有關。相較於原基金英文名稱中所使用”new 

energy”乙詞，較容易使人將之與單純風力或太陽能發電連結，變更後之基金名稱將更能反應基金對於上述三類產業之曝險。 

4.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之變更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之英文名稱將由現行之 World Agriculture Fund 變更為 Nutrition Fund（變更後之基金中文名稱為「貝

萊德營養科學基金」），且基金投資策略將擴大本基金可投資之範圍至與農業及食物相關公司之股權證券，詳請參照本信函附

件 3。此一投資策略及範圍之調整，將可使本基金參與更廣泛之投資機會，並預期將協助投資顧問透過在整個糧食和農業價值

鏈的投資來管理基金的波動度。 

由於部分修改內容之執行，本基金 A股份類別之管理費費率將由 1.75%調降為 1.50%。 

5.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將被允許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取得中國在岸債券之直接曝險（除已列於公開說明書之基金外）。 

6.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公開說明書中將新增額外揭露針對基金利用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中國 A股之資訊。投資人應閱讀於生效日生效之基

金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內容及條款。相關內容將不會造成任何基金管理上之改變。 

7. 檢視貝萊德印度基金之投資組合管理 

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載 DSP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rs Private Limited（“DSPBIM”）與 BlackRock India Equities 

（Mauritius） Limited 間之顧問契約已於近期終止。投資人將不會因此項改變負擔任何成本，亦不會造成基金投資策略或其管

理方式之任何改變。 

因此，DSPBIM將不再擔任 BlackRock India Equities （Mauritius） Limited 之提供無約束力投資建議之顧問。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將擔任本基金之次投資顧問，並已取得許多印度市場之專業知識，因此，董事不認為須

再指派提供無約束力投資建議之顧問予貝萊德印度基金。 

8. 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艱困證券及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 

部分基金之投資策略將有所改變以使該等基金可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艱困證券及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請參照附件

4A表格所列相關基金及變更之說明。鑑於相關投資所涉及之風險（詳下說明）以及為使投資人對於該等標的使用有更清楚的了

解，將新增適當之揭露於各相關基金之投資策略中。 

有關部分基金就使用應急可轉換債券、艱困證券及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之揭露內容將修改相關之投資限制比率。詳請參

照附件 4B表格所列各相關基金及變更。 

上述投資限制比率增加或變更後，將使各相關基金之投資策略可更清楚及精確的顯示投資顧問希望如何管理基金以達成基金之

投資目標。相關變更旨在確保相關基金之投資特色及部位能保持與目前的投資環境及投資人之期望相符。由於此等變更將協助

創造一個更廣的可投資範圍以便能更好的管理風險及增強基金之表現，董事相信此等變更係為投資人最佳之利益。 

本信函第 8點所列變更之結果並不會對於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政策、整體風險屬性或基金管理帶來其他改變（惟請注意依本

信函第 3點及第 4點之說明，貝萊德新能源基金及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將調整其定位） 

應急可轉換債券 

簡言之，應急可轉換債券是可在預先指定的觸發事件發生時得轉換為股票的固定收益證券。與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例如政府發

行的債券）相比，這些證券須承受較大的信用、流動性及利率風險。  

應急可轉換債券的投資者可能蒙受資本損失，但股票持有人卻不會。觸發水平有所不同，所面臨的轉換風險會取決於資本比例

與觸發水平之間的差距而定。有關基金可能難以預計必須將債務轉換為股票的觸發事件。此外，有關基金可能難以評估轉換後

的證券會如何表現。 有關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的風險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慮因素」的「應急可轉換債

券」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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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困證券 

簡言之，艱困證券是由違約或具高違約風險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因此投資於艱困證券涉及重大風險。  

有關投資於艱困證券的風險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慮因素」的「艱困證券」一節。 

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 

簡言之，資產抵押證券及房貸抵押證券是分別以來自相關資產或房屋抵押貸款匯集組合的收益流所保證或抵押的債務證券。與

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例如政府發行的債券）相比，這些證券須承受較大的信用、流動性及利率風險。有關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

及房貸抵押證券的風險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慮因素」一節的「資產抵押證券（「ABS」） 」及「房貸抵

押證券（「MBS」）」。 

9.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的風險配置指標名稱的變更 

公開說明書將於 2019 年 2 月 11日更新，以反映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之風險管理指標中兩個組成指標的名稱變更，詳請參

照本函附件 5。風險管理指標本身並無變更。 

10. 保管人及基金會計公司的變更 

英國脫離歐盟後，現行的保管人及基金會計（英國註冊成立的 Bank of New York Mellon（該集團公司的盧森堡分公司）將不

再符合擔任基金的保管人及基金會計之資格。為了繼續遵守適用於本基金的監管規則，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Luxembourg Branch 將自 2019 年 2月 11日由同一企業集團下的公司，即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 / NV, Luxembourg Branch（「新 BNY公司」）接替。新 BNY公司將根據現時適用的相同保管協議條款及基金會計

協議條款獲委任為本基金的保管人及基金會計（「BNY公司變更」）。有關保管人及基金會計師的詳細資訊可參閱貝萊德網站

之基金公開說明書。 

請注意，由於 BNY公司變更之結果，任何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Luxembourg Branch 所持

有有關您的任何資料將移交予新 BNY公司或其關係企業。 

11. 預計槓桿比率變更 

各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進行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以及相關之投資用途。槓桿作用是基金透過運用衍生工具而取得的投資曝險。有

關本基金的風險管理政策及槓桿比率計算的進一步詳細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管理」及「槓桿作用」各節。 

預計槓桿比率並非限額，可隨時變更。部分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將從其現行水準予以修改。有關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的變更及

變更原因等詳細資訊，請參閱本信函附件 6的列表。各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政策、整體風險概況或管理方式均不會因預計槓

桿比率之變更而有所改變（惟請注意，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將依本信函第 1點之說明重新定位）。 

12. 德國投資稅法 – 二檔基金股票投資限額的變更 

管理公司擬按照《德國投資稅法》第 20條第 1段就股票基金規定的所謂部份免稅計劃，管理公開說明書所列之部分基金。下

列基金目前至少以其資產淨值的 51%持續地直接投資於獲准在認可證券交易所買賣或在有組織的市場掛牌的公司的股票；自從

生效日期起，將至少以其資產淨值的 25%持續地直接投資於獲准在認可證券交易所買賣或在有組織的市場掛牌的公司的股票：

貝萊德東協領先基金及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13. 資產淨值及價格釐定：反稀釋 

如本信函附件 7所載，我們已利用機會澄清有關稀釋作用的文字及董事為減低對有關基金的稀釋作用所進行的調整。  

已加入相關文字以釐清董事可採用多個門檻金額，意即在任何交易日當某基金所有股份類別的股份交易總額的價值導致淨增加

或減少超過一個或多個由董事就該基金設定的門檻金額（而非單一限額），則董事可調整該基金的資產淨值。 

與財務收費有關的文字已釐清並說明該等收費是非經常性收費，與被視作預計交易費用一部分的一般稅費及徵費不同。 

此外，增加文字使董事可酌情並靈活決定在情況不適當時，不調整基金的資產淨值。此酌情權包括但不限於主要投資於政府債

券或貨幣市場工具的各基金。 

這些變更旨在為投資者提供更大的保障，並以降低對有關基金現有投資者的稀釋作用為目標。 

14. 合併本公司各基金投資政策的適用規則 

針對透過 RQFII額度、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或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於中國以及投資於非投資級主權債務所適用

於本公司部分或全部基金的規則，均已併入各有關基金的投資政策之中。 

以上變更是為了更清楚及透明之目的，且並未改變各有關基金的管理方式。除非更新之公開說明書中另有訂明外，以上變更將

於生效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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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將採取之行動 

股東並未被要求針對本股東函上述修正內容採取任何行動。但股東如不同意本函所載變更，得依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生效日前免

費贖回其股份。如對於贖回程序有任何問題，請與您所屬地區之負責人員或投資人服務團隊連絡。 

如相關文件均已收受（依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贖回款將於交易日後三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股東。 

一般資訊 

投資人可自生效日起免費取得更新後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亦可向撥打+886-（0）2-2326-1600 或親臨台北市松仁路 100號 28樓免

費索取本公司章程、年報及半年報之影本。 

董事對本函內容負擔責任。據董事所知及所信（各董事已採取一切合理的審慎措施，確保情況如此），本函所載資料與事實相符，

並無遺漏任何可能影響該等資料解釋之情形。 

 

此致 

 
Paul Freeman 謹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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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之變更 

投資目標及政策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 

（生效日前） 

貝萊德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 

（自生效日起變更基金名稱及調整定位）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透過資產分配政策以盡量提高總回報。 

基金投資於全球各地的全線認可投資，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可

轉讓證券（可能會包括若干高收益的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

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位、現金、存款及貨幣市場工具。基金採取

靈活的資產分配策略（包括透過主要為商品指數及交易所買賣

基金等衍生工具之經核准之投資，間接投資於商品）。基金可

投資於以計價貨幣（歐元）以外的貨幣為單位的證券而不受限

制。基金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分，基金最多可投資其總資產的 20%於

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房貸抵押證券（MBS）無論是否為投

資等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擔保抵押債務、擔保

房貸債務、商業房貸抵押證券、信貸連結票據、房地產抵押投

資管道、住宅抵押證券以及合成抵押債務。資產抵押證券與房

貸抵押證券之資產標的可能包括貸款、租約或應收帳款（例如

資產抵押證券之信用卡債務、汽車貸款、學生貸款，與房貸抵

押證券中來自於被規管與經授權之金融機構之商業與住宅房

貸）。本基金所投資之資產抵押證券與房貸抵押證券可能使用

槓桿以提高對投資人之報酬。在不採取直接投資於該證券之方

式而可取得對不同發行者證券績效之曝險，特定資產抵押證券

可能架構於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信用違約交換或一籃子此

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上。 

基金在應急可轉換債券的投資以基金總資產的 20%為限。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基金可運用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該等合約須按其投資政策

以股本或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及股本或固定收益相關證券作為

相關資產。有關基金持有的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的預期及最

高百分比之資訊，投資者應參閱附錄庚。 

本基金可大量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及非投資級

債務，鼓勵投資者閱讀「特殊風險考慮因素」一節所載的相關

風險披露資料。 

所用風險管理計量方法：相對風險價值，以 50%摩根士丹利世

界指數╱50%花旗世界政府債券歐元避險指數作為有關指標。 

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資產淨值的 200%。 

貝萊德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透過資產分配政策以盡量提高總

回報並與注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即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之投資一致。 

基金投資於全球各地的全線認可投資，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可

轉讓證券（可能會包括若干高收益的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

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位、現金、存款及貨幣市場工具。 

投資顧問有意將以下直接投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排除於本基金

之投資組合：對有爭議武器（核子、集束炸彈、生化、地雷、

雷射致盲武器、貧鈾武器、燃燒武器）有曝險或有關連之發行

人；超過百分之三十之收入來自於燃料用煤之開採及生產之發

行人；菸品製造商及超過百分之十五之收入來自於菸品零售、

分銷及授權之發行人；製造欲銷售予平民之武器之發行人及超

過百分之五之收入來自於平民武器之零售業務以及被視為已違

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ten UN Global Compact 

Principles）中之一項或多項之有價證券發行人，該原則包括人

權、勞動標準、環境及反貪腐。聯合國全球盟約係聯合國所推

動用以實行全球永續性之原則。 

投資顧問亦有意限制直接投資於參與下列各項的發行人的證

券：酒類產品之製造、銷售或授權；擁有或經營與賭博有關的

活動或設施；與核能有關之製造、供應及開採活動以及成人娛

樂物品之生產。 

於進行分析及排除時，投資顧問得使用外部 ESG研究提供者之

資料、集團內部之模型及當地資訊。投資顧問將會排除依 MSCI 

ESG評等低於 BBB之發行人。 

基金採取靈活的資產分配策略（包括透過認可投資間接投資於

商品，主要為商品指數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等衍生工具）。基金

可投資於以計價貨幣（歐元）以外的貨幣為單位的證券而不受

限制。基金的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本基金為互聯互通基金，且可透過互聯互通機制在不超過總資

產 10%之範圍內直接投資於中國。 

本基金為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基金，且可在不超過總資產 10%

之範圍內透過境外投資計劃及／或債券通及／或有關規例可能

不時允許的其他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國在

岸債券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分，基金最多可投資其總資產的 20%於

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房貸抵押證券（MBS）無論是否為投

資等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擔保抵押債務、擔保

房貸債務、商業房貸抵押證券、信貸連結票據、房地產抵押投

資管道、住宅抵押證券以及合成抵押債務。資產抵押證券與房

貸抵押證券之資產標的可能包括貸款、租約或應收帳款（例如

資產抵押證券之信用卡債務、汽車貸款、學生貸款，與房貸抵

押證券中來自於被規管與經授權之金融機構之商業與住宅房

貸）。本基金所投資之資產抵押證券與房貸抵押證券可能使用

槓桿以提高對投資人之報酬。在不採取直接投資於該證券之方

式而可取得對不同發行者證券績效之曝險，特定資產抵押證券

https://cn.routestofinance.com/flamethrowers-one-of-most-controversial-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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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及政策 

可能架構於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信用違約交換或一籃子此

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上。 

基金在應急可轉換債券的投資以基金總資產的 20%為限。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基金可運用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該等合約須按其投資政策

以股本或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及股本或固定收益相關證券作為

相關資產。有關基金持有的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的預期及最

高比率之資訊，投資者應參閱附錄庚。 

本基金可大量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及非投資級

債務，鼓勵投資者閱讀「特殊風險考慮因素」一節所載的相關

風險揭露資料。 

所用風險管理計量方法：相對風險價值，以 50%摩根士丹利世

界指數╱50%花旗世界政府債券歐元避險指數作為有關指標。 

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資產淨值的 300%。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重新定位為貝萊德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後管理費的變更 

適用於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的現行管理費 

A類 1.50%  

C類 1.50%  

D類 0.75%  

生效日期後的管理費 

A類 1.20% 

C類 1.20% 

D類 0.65% 

附件 2-貝萊德新能源基金之變更 

投資目標及政策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生效日前）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 

（自生效日起變更基金名稱及調整定位）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在全球將

總資產至少 70%投資於新能源公司的股權證券。新能源公司指

從事替代能源與能源科技的公司，包括再生能源科技、再生能

源發展商、可替代燃料、能源效率、啟動能源與基礎建設。本

基金將不投資於從事以下活動之公司（按全球產業分類標準定

義中的產業）：煤炭與消耗性能源、石油天然氣探勘及生產、

綜合石油天然氣。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本基金在全球

將總資產至少 70%投資於新能源公司的股權證券。永續能源公

司指從事替代能源與能源科技的公司，包括再生能源科技、再

生能源發展商、可替代燃料、能源效率、啟動能源與基礎建

設。本基金將不投資於從事以下活動之公司（按全球產業分類

標準定義中的產業）：煤炭與消耗性能源、石油天然氣探勘及

生產、綜合石油天然氣。 

本基金為互聯互通基金，且可透過互聯互通機制在不超過總資

產 10%之範圍內直接投資於中國。 

基金在應急可轉換債券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 5%為限。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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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之變更 

投資目標及政策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 

（生效日前） 

貝萊德營養科學基金 

（自生效日起變更基金名稱及調整定位）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基金將不少於

70%的總資產投資於農業公司的股權證券。農業公司指從事農

耕、農藥、農業設備及基礎建設、農產品及食品、生物燃料、

作物科技、農田與林業的公司。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用風險管理計量方法：承諾法。 

貝萊德營養科學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基金將不少於

70%的總資產投資於從事任何可認為構成部分食物及農業價值

鏈之活動之公司的股權證券，包括包裝、加工、運銷、科技、

食物與農業相關服務、種子、農業或食品級化學品及食物生

產。 

本基金為互聯互通基金且可透過互聯互通機制在不超過總資產

10%之範圍內直接投資中國。 

基金在應急可轉換債券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 5%為限。 

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用風險管理計量方法：承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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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A-新揭露內容 

基金名稱 新揭露內容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歐洲靈活股票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金（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對於應急

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歐洲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歐洲特別時機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環球動力股票基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將更名為「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世界農業基金（將更名為「貝萊德營養科學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世界債券基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英國基金 本基金對於應急可轉換債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5%為限。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本基金對於艱困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對於應急

可轉換債券之曝險則以其總資產之 10%為限。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本基金對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房貸抵押證券之曝險以其總資產之

15%為限（詳細揭露文字請詳本信函第 8點） 

新揭露內容亦將記載：「資產抵押證券及房貸抵押證券一般在

美國發行，有抵押資產將獲至少一間具領導地位的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為投資級，機構資產抵押證券及房貸抵押證券將與美國

政府具有同等信用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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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B-現行揭露內容變更 

就本附件 4B，資產抵押證券及房貸抵押證券之完整揭露內容為：「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分，基金最多可投資其總資產的[X]%於資

產抵押證券（ABS）及房貸抵押證券（MBS）無論是否為投資等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擔保抵押債務、擔保房貸債

務、商業房貸抵押證券、信貸連結票據、房地產抵押投資管道、住宅抵押證券以及合成抵押債務。資產抵押證券與房貸抵押證券之

資產標的可能包括貸款、租約或應收帳款（例如資產抵押證券之信用卡債務、汽車貸款、學生貸款，與房貸抵押證券中來自於被規

管與經授權之金融機構之商業與住宅房貸）。本基金所投資之資產抵押證券與房貸抵押證券可能使用槓桿以提高對投資人之報酬。

在不採取直接投資於該證券之方式而可取得對不同發行者證券績效之曝險，特定資產抵押證券可能架構於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如

信用違約交換或一籃子此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上。」 

基金名稱 新揭露內容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 將取消現行總資產 20%之投資上

限，並將禁止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房貸抵押證券 

附件 5-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的風險配置指標名稱的變更 

投資目標及政策 

公開說明日目前使用之風險配置指標名稱 

（2019 年 2月 11日前） 

變更後之風險配置指標名稱 

（公開說明書將自 2019 年 2月 11日起變更） 

風險管理計量方法：相對風險價值，以 36%標普 500指數、

24%富時世界（美國除外）指數、24% 5 年期美國國庫券、

16%花旗非美元環球政府債券指數 （36% S&P 500 Index, 24% 

FTSE World Index （Ex-US）, 24% 5Yr US Treasury Note, 

16% Citigroup Non-USD World Govt Bond Index）作為有關指

標。 

風險管理計量方法：相對風險價值，以 36%標普 500指數、

24%富時世界（美國除外）指數、24%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 5

年期美國國庫券、16%富時全球政府債券非美元環球政府債券

指數 （36% S&P 500 Index, 24% ICE BofAML Current 5Yr US 

Treasury Index, 16% FTSE Non-USD World Govt Bond 

Index）作為有關指標。 

附件 6-預計槓桿比率變更 

基金名稱 現行 

預計槓桿比率 

變更後 

預計槓桿比率 

變更的理據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 

（依本函說明，將更名為「貝萊德社

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 

200% 300% 投資顧問擬採用基金現有投資政策所允許的，並且

在加入 ESG保障後將繼續允許的較大範圍的多元

策略。現行較低的預計槓桿比率意味著基金在若干

領域，例如固定收益及波動度策略方面可能過度受

限。投資顧問藉由提高預計槓桿比率，以擴大基金

策略性機會的範圍，提高增加投資人投資報酬之機

會及降低風險。 

貝萊德世界債券基金 150% 250% 此基金的一般槓桿比率一直高於現行所報價值。由

於波動度較高，我們預期此情況會繼續。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180% 300% 此基金的一般槓桿比率一直高於現行所報價值。由

於波動度較高，我們預期此情況會繼續。 

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40% 200% 此基金的一般槓桿比率一直高於現行所報價值。由

於波動度較高，我們預期此情況會繼續。 

 
  



10 

附件 7-反稀釋文字變更 

現行文字 

（生效日前） 

變更後文字 

（公開說明書將自生效日起變更） 

董事會可能調整某一基金的資產淨值，以減低該基金的「稀釋」

作用。當基金相關資產的實際購入或出售費用由於相關資產的買

賣收費、稅項及買價與售價之間的差價而偏離這些資產在該基金

估值中的賬面值，即已發生稀釋情況。稀釋情況或會對基金的價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並因此影響股東。調整每股資產淨值可減低

或防止此稀釋作用，並且保障股東免受稀釋影響。若在任何交易

日，該基金所有類別股份的合計交易導致股份淨升或淨降至超出

董事會不時為該基金而設定的指定限額（有關該基金的市場買賣

費用），則董事會可調整該基金的資產淨值。在該種情況下，有

關基金的資產淨值將會以不超出該資產淨值 1.50%或 3%（如為

固定收益基金）的數額作出調整，反映出該基金可能產生的買賣

費用以及該基金所投資資產的估計買入╱賣出差價。此外，董事

會可能同意該調整款額亦包括估計財務收費。不同市場收取的財

務收費可能有所出入，目前預期將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2.5%。當

淨走勢引致該基金的所有股份上升時，將會加上該項調整，而在

下降時，該項調整將會被扣除。由於若干證券巿場及司法管轄權

區的買方及賣方收費架構或有分別，故流入淨額及流出淨額所導

致的調整可能有分別。倘某一基金大量投資於政府債券或貨幣市

場證券，則董事會可決定作出此等調整乃屬不適當。股東應注

意，由於對每股資產淨值所作出的調整，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波

動未必可完全反映基金相關資產的真實表現。 

董事會可能調整某一基金的資產淨值，以減低該基金的「稀

釋」作用。當基金相關資產的實際購入或出售費用由於相關資

產的買賣及經紀收費、稅項及關稅、市場走勢及買價與售價之

間的任何差價等因素而偏離這些資產在該基金估值中的賬面

值，即已發生稀釋情況。稀釋情況或會對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

的影響，並因此影響股東。調整每股資產淨值可減低或防止此

稀釋作用，並且保障股東免受稀釋影響。若在任何交易日，該

基金所有股份類別股份的交易總額的價值導致股份淨升或淨降

至超出董事會不時為該基金而設定的指定的一個或多個限額，

則董事會可調整該基金的資產淨值。基金在任何既定交易日可

能調整的資產淨值數額與該基金市場交易的預期成本有關。在

該種情況下，有關基金的資產淨值將會以不超出該資產淨值

1.50%或 3%（如為固定收益基金）的數額作出調整。當淨走

勢引致該基金的所有股份價值上升時，將會加上該項調整，而

在下降時，該項調整將會被扣除。由於若干證券巿場及司法權

區的買方及賣方收費架構或有分別，特別是在關稅和稅收方

面，故流入淨額及流出淨額所導致的調整可能有分別。此外，

董事會可能同意該調整款額亦包括非經常性財務收費。不同市

場收取的非經常性財務收費可能有所出入，目前預期將不超過

資產淨值的 2.5%。如基金主要投資於某些資產類型，如政府

債券或貨幣市場證券，則董事會可決定作出此等調整乃屬不適

當。股東應注意，由於對每股資產淨值所作出的調整，基金每

股資產淨值的波動未必可完全反映基金相關資產的真實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