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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告包含重要資訊，務請閣下注意。若閣下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以下為有關「環球系列」及「財智之選系列」計劃內投資選擇的更改。「環球系列」包括環球投資計劃及環球投資整付計

劃。「財智之選系列」包括財智之選投資萬用壽險計劃、財智之選靈活投資計劃、財智之選靈活創富投資計劃、財智之選

多元投資計劃及財智之選創富投資計劃。 

  
                                                                                                                                                                                                                                                                                                                                                                                                                                                                                                                                                                                                                                                                                                                                                                                                                                                                                                                                                                                                                                                                                                                                                                                                                                                                                                                          

根據富達國際之通知，相關基金將有以下變動。 

 
1.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目標重訂 

‐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A"股 (FISEU) 

 
由2021年2月24日（「生效日期」）起，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主要特點將會改變，主要變動如下： 

 

 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首要 (即相關基金資產的最少70% (及通常為75%)) 投資於在亞洲 (日本除外) 證券交易所掛

牌的股票證券，改為主要 (即相關基金資產的最少70%) 由在亞洲 (日本除外) 地區上市、註冊成立，或以該地區為註

冊地或主要在該地區進行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相關基金亦將重訂目標，成為一項可持續發展基金，並將採取同類最佳策略，相關基金最少70%的淨資產將投資於

被視作維持可持續發展特徵的證券。 

 投資目標的附註一欄將作出修訂，以闡明相關基金在亞洲 (日本除外) 地區的投資可能包括越南及斯里蘭卡等新興

市場。 

 相關基金現時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的限額 (即最高10%的淨資產) 將會移除，而相關基金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

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A股及B股。為免生疑問，相關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中國A股及B股的投資總額 

(即合共少於其淨資產的30%) 將維持不變。 

 基準並無改變，但基準名稱將更新為MSCI AC Asia ex Japan指數。目前，基準乃用以挑選投資及以監控風險為目

的，重訂目標後，基準將僅用作監控風險。 

 基於重訂目標，相關基金將須承受以下的額外風險： 

o 「集中股票/ 發行機構投資」風險包括相關基金集中投資於數目較少的投資項目或發行機構的風險。相關基

金可能會因集中持倉，導致其資產淨值的波幅可能高於分散投資在數目較多的投資項目或發行機構的基

金。 

o 「可持續發展投資」風險包括基於可持續發展特徵，可能導致相關基金錯失良機；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

的分類法；相關基金作出投資後，所持證券的風格可能改變，不再符合相關基金的ESG準則；以及投資選擇

涉及投資經理的主觀判斷，因此可能無法正確應用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特徵。 

 相關基金將更名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投資選擇亦將相應地更名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A"股」，並由生效日期起生效。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兩(2)個營業日期

間)(「重整期間」) 重整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相關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

間，就重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相

關基金自行承擔，而上限將為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

0.2%，則有關超額部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除披露的變動之外，相關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此外，相關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2.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修訂 

‐ 萬通保險富達靈活債券基金"A"股 (FISBU)* 

‐ 富達基金–環球「息」增長基金"A"股 (FIGIU) 

 
*此投資選擇已不再接受任何新認購。 

 
由2020年12月16日起，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將作出更新，從而使相關基金有權把少於30%的總資產淨值

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少於20%的總資產淨值可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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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投資目標的變動將不會改變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類別，但投資者亦須注意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

的相關風險，詳情載於相關基金的認購章程。 

 
3.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投資限制修訂 

‐ 富達基金–中國焦點基金"A"股 (FICFU) 

‐ 富達基金 -  新興亞洲基金 "A" 股 (FIEAU) 

‐ 富達基金 ﹣新興市場基金 "A累算" (FIEFU) 

‐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A"股 (FIPAU) 

 
由2020年12月16日起，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內附註一欄將作出更新，以反映適用於中國境內證券投資

的限制作出修訂，以滿足投資者不斷改變的需求，旨在為投資者帶來卓越的投資成果。 

 
作出有關更新後，下表所列相關基金將有權把特定比例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下表所列類型的中國境內證券，

而有關投資比例詳列於下表「新的最高投資比重」一欄。 

 
任何中國境內證券的直接投資，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相關基金可

獲得的任何准許投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 (如屬中國A股投資) 或透過中國銀行同業債券市場 (如屬中國境內定息證券) 

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法) 進行。任何中國境內證券的間接投資，可透過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或與中國境內證券表

現掛鈎的金融工具 (例如透過股票掛鈎票據、參與票據及/ 或信貸掛鈎票據 (視乎情況而定) ) 進行。 

 

中國A股和B股 

相關基金 現有最高投資比重* 新的最高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富達基金 –中國焦點基金 最高 10% 少於 30% 最高 20%** 最高60% 

富達基金 –新興亞洲基金 最高 10% 少於 30% 最高 20%** 少於30% 

(維持不變) 

富達基金 –新興市場基金 最高 10% 少於 30% 最高 20%** 少於30% 

(維持不變) 

富達基金 –太平洋基金 最高 10% 少於 30% 最高 20%** 少於30% 

(維持不變) 

* 佔相關基金的淨資產。 

** 此直接投資比重反映相關基金的認購章程第五部份第5.3節所述適用於若干司法管轄區註冊相關基金的國家特定投資
限制。 

 
就直接及/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將調升至超過其淨資產30%的相關基金基金而言，將須承受更多與投

資於中國相關的風險，尤其是「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產」、「QFII」、

「滬深港通」、「中國大陸稅務風險」、「中國大陸債務證券的相關波幅及流動性風險」及「CIBM的相關風險」)。 

 
就可能投資於或增加投資於 (i) 城投債；(ii) 資產抵押證券 (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iii) 未達投資級別債券或未獲評

級債券的相關基金而言，將須承受額外或更多與投資於該等資產類別相關的風險，例如「城投債的相關風險」、「有

抵押及/ 或證券化債務工具的相關風險」及「未達投資級別/ 未獲評級證券及高收益債務工具」。 

 
除披露的變動之外，相關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此外，相關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4.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修訂 

‐ 萬通保險富達靈活債券基金"A"股 (FISBU)* 

 
*此投資選擇已不再接受任何新認購。 

 
由2020年12月16日起，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將由「承擔法」改為「絕對風險值法」。因

此，相關基金的風險承擔淨額將由「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最高100%」改為「可能超過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100%」。相

關基金將須承受額外的風險因素，即高槓桿水平及與使用衍生工具有關的較高風險。 

 
投資者應注意 (i) 預期槓桿水平較高並非自動推斷為投資風險水平較高；及 (ii) 預期槓桿水平可能包括因使用衍生工具作

對沖用途而產生的槓桿。 

 
除披露的變動之外，相關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3 

 

此外，相關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5.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名稱更改 

‐ 富達基金–環球「息」增長基金"A"股 (FIGIU) 

 
由2020年12月16日起，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投資選擇亦將相應地更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A"股」，並由2020年12月16日起生效。 

 
本通告所述變動將不會對投資者的利益造成顯著損害。富達基金的董事會認為有關變動乃符合投資者的最佳利益。 

 
上述變動所涉及的行政開支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

擔。 

 
 
 

閣下可向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取由本公司提供的以上投資選擇之相關基金的有關銷售文件及股東通知書，或登入本公

司之網頁(www.yflife.com)，以詳細參閱關於上述更改詳情之有關文件。 

 
如閣下之保單現已挑選以上投資選擇，並且因任何理由希望轉換到其他的投資選擇，閣下可選擇將現時持有的投資選擇轉

換到閣下保單的其他投資選擇。現時所有投資選擇均不設轉換費用及買賣差價。有關詳情，請參閱投資選擇冊子或致電萬

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 香港 (852) 2533 5555 / 澳門 (853) 2832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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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電話：+352 250 404 1
傳真：+352 26 38 39 38

此乃重要函件，務請即時細閱。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親愛的股東：

由於閣下是一項或多項富達基金 (各自稱為「基金」及統稱為「該等基金」) 的股份持有人，我們特此致函閣下。

作為持續程序的一部份，富達國際 (「FIL」) 會定期檢討所提供的基金系列。茲通知閣下，富達香港投資者認購
章程 (「認購章程」) 將作出以下的修訂。

本函件未有定義的任何特定詞彙，具有與認購章程中所載相同的涵義。

變動說明

有關下列變動的完整資料，包括變動的生效日期、可供閣下作出的選擇，以及相關交易時間表，請參閱附錄
I：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附錄 I」)。該附錄亦可於 FIL 的網頁下載 (https://www.fidelity.com.hk/zh/insights-and-

updates/fund-announcements1 ) 。本函件及附錄 I 統稱為「通告」。

I. 若干基金重訂目標

作出這些變動的目的，是確保 FIL 的產品系列與時並進，以滿足客戶不斷改變的需求，旨在為客戶帶來卓越的投
資成果。

下列基金重訂目標後 (「重訂目標基金」) 的主要特點將會改變，故重訂目標基金一般將會轉用新的名稱：

現有名稱 新名稱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創新基金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基金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日本股票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動力基金

以上每項基金作出的變動將各有不同，但可能包括基金名稱、投資目標、基金的風險類別或其他相關基金特點。
有關這些變動的詳情，請參閱附錄 I。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的報價貨幣將會改變。

除本通告所披露的變動之外，重訂目標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此外，重訂目標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在若干情況下，重訂目標基金可能需要在生效日期之後的一段時間作出調整，以便使其投資組合與更新後的
投資目標保持一致 (「重整期間」)。在重整期間 ( 見附錄 I 的披露 )，就重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 

本 (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 )，將由每項重訂目標基金自行承擔，而上
限將為相關重訂目標基金資產淨值的 0.2%。若某項重訂目標基金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0.2%，則有關超額部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 及 /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
營公司 ) 承擔。詳情請參閱附錄 I。

1 網頁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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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修訂若干基金有關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 (“CoCos”) 的投資目標

以下各項基金有關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目標將作出更新。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歐洲多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 (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 

III. 修訂若干基金對中國境內投資的限額

以下各項基金的投資目標內附註一欄將作出更新，以反映適用於中國境內證券投資的限制作出修訂，以滿足客
戶不斷改變的需求，旨在為客戶帶來卓越的投資成果。

作出有關更新後，下表所列基金對中國境內證券作出的直接投資及 / 或直接與間接投資總額將有所改變 ( 詳情載
於附錄 I )。

(a) 以下基金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將會移除，但直接與間接投資總額將維持不變：

富達基金 – 亞太機遇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焦點基金

富達基金 – 富達投研策略環球基金
富達基金 – 機構性新興市場基金

(b) 以下基金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將會調高，但直接與間接投資總額將維持不變：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特別機會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亞洲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短期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c) 以下基金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將會移除，而直接與間接投資總額將調高：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 *

(d) 以下基金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以及直接與間接投資總額將會調高：

富達基金 – 中國消費動力基金 *

富達基金 – 中國焦點基金 *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 *

* 這些基金對中國境內證券的最高投資總額 ( 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 ) 將會調高。

除本通告所披露的變動之外，該等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此外，該等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IV. 修訂若干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將由「承擔法」改為
「絕對風險值法」。因此，這兩項基金的風險承擔淨額將由「基金資產淨值的最高 100%」改為「可能超過基金
資產淨值的 100%」。這兩項基金將須承受額外的風險因素，即高槓桿水平及與使用衍生工具有關的較高風險。
詳情請參閱附錄 I。

V. 撤銷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CIES”) 的註冊

目前，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已註冊為香港入境事務處 (「入境事務處」) CIES下的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 (“CIS”) 。 

鑑於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重訂目標並改名為富達基金－中國創新基金，因此已向入境事務處提交申請，要
求把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從 CIES 下的合資格 CIS 名單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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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更改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VII. 加入和更改基準指數 

加強披露若干基金的投資目標，加入基準指數。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的指數將作出以下更改：

由 改為
ICE BofAML US Large Cap Corporate & Government  

指數
ICE BofA Q4AR 特設指數 ( 一項特設的美元綜合
債券指數 ) 

VIII. 加強披露證券借貸交易內有關債券抵押品的規定

加強披露認購章程內有關證券借貸交易，以顯示 ( 除股本證券外 ) 債券亦適用於證券借貸交易。

IX. 向 Geode Capital Management, LLC (“Geode”) 作出職能轉授

除了認購章程第四部份所列基金之外，Geode 將獲委任管理附錄 I 所載另外兩項基金的部份資產。

X. 證券借貸及回購和反向回購協議的投資水平變動

(i) 證券借貸交易的預期投資水平

認購章程所披露的富達基金旗下基金 ( 富達基金 – 澳元現金基金、富達基金 – 歐元現金基金、富達基金 – 英
鎊現金基金及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除外 ) 使用證券借貸交易的預期總資產淨值百分率將作出修訂。

(ii)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就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而言，使用證券借貸交易及回購和反向
回購協議的預期總資產淨值百分率將作出修訂。

XI. 使用衍生工具：刪除有關「廣泛」使用衍生工具的提述

就過往投資政策中提及「廣泛」使用衍生工具的所有基金而言，認購章程將作出修訂，使每項基金的投資政策
內有關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提述不會涉及「廣泛」的字眼。

請注意，這項修訂並非意味著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管理將會出現任何改變，這只是因應香港的披露規定而作出
的更新。

XII. 投資於貸款：移除直接投資於貸款的可能性

就所有獲准直接投資於貸款的基金而言，認購章程將根據盧森堡金融業監察委員會 (CSSF) 常見問題－ 2010年 12月 

17 日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盧森堡法例 ( 版本 9，最後更新日期：2020 年 8 月 7 日 ) 的規定作出修訂，移除這種投
資靈活性。

請注意，認購章程將清楚標示持有剩餘直接貸款投資的所有基金。一旦處理該等投資後，有關披露將於適當時
候作出更新或刪除。

XIII. 認購章程加入「可持續發展投資策略」一節

認購章程將加強披露，新增 1.3「可持續發展投資策略」一節。認購章程內其後的所有章節將重新編號，相互參
照索引亦相應更新。

XIV. 雜項更新 / 修訂

認購章程將作出其他雜項更新及修訂。有關更新及修訂的詳情載於附錄 I。

****

上述 I 至 VI 節所述每項變動，以及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更改指數的生效日期載於附錄 I，本函件連同附錄 I

可於富達的網頁 (www.fidelity.com.hk2 ) 下載。此外，作為股東，閣下可以作出的選擇詳情，請參閱附錄 I。

*      *      *
2 網頁未經證監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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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本通告所述變動將不會對現有股東的權利或利益造成顯著損害。董事會認為有關變動乃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費用

上述變動所涉及的行政開支 ( 包括任何法律、審核、郵遞及監管開支 ) 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 及 /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 承擔。

股東選擇

作為股東，閣下可以就上述每項特定變動作出的選擇載列於附錄 I。 

董事會對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已作出一切合理的查詢，盡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漏其他
事項，致使本函件所載的任何陳述含有誤導成份。

認購章程及該等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產品資料概要」) 將於下一次更新時反映上述變動。

感謝閣下投資於富達基金，日後如有任何需求，我們將樂意為您效勞。

如對上述變動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最新的認購章程、產品資料概要、公司組織章程 ( 可於一般辦公時間內隨時免
費查閱 ) 、富達基金最新經審核的年報與帳目及未經審核的半年報告與帳目 ( 亦可於 www.fidelity.com.hk3 下載 ) ，
或與富達基金有關的其他重要協議的副本，請聯絡閣下的慣常財務顧問，或致電富達投資熱線 4 +852 2629 2629 查
詢，閣下亦可致函香港代表 ( 地址為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21 樓 )。

FIL (Luxembourg) S.A. 常設代表
富達基金公司董事
Nishith Gandhi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3 網頁未經證監會審核。
4 國際免費服務熱線為 +800 2323 1122，適用於以下地區：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台灣、

泰國及美國。號碼前的「+」符號代表國際直撥號碼。中國免費服務熱線為 4001 200632。此服務可能不適用於部份流動電話服務
供應商；通話可能經由服務供應商收取費用。富達投資熱線的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 香港公眾假期
除外 )。

「富達」、Fidelity、Fidelity International、Fidelity International 標誌及 F 標誌均為 FIL Limited 的商標。



附錄 I：2020年11月16日股東通告相關之
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富達基金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電話：+352 250 404 1
傳真：+352 26 38 39 38

附錄 I：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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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訂目標

現有基金與重訂目標基金之間的詳細比較

以下各頁顯示現有基金與重訂目標基金之間的主要變動。

有關重訂目標基金的完整特點，請參閱認購章程。

股東選擇

作為重訂目標基金的股東，閣下就此節所述各項重訂目標而言，有以下三個選擇：

1. 閣下可毋須採取任何行動。在此情況下，閣下在生效日期後將會繼續投資於相關基金；或

2. 閣下可將相關基金中的現有股份免費轉換至富達基金的任何其他適用子基金；或

3. 閣下可贖回在相關基金中的現有股份，費用全免。

若閣下有意轉換或贖回在相關基金的股份，請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或FIL慣常的聯絡方。

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至各項重訂目標基金標題為「交易要求截止時間」一節所述的日期及時間為
止。贖回所得收益通常將會以電子銀行轉帳方式向閣下發放。若有關指示是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接獲，FIL將不會
收取任何贖回費或徵費或任何轉換費。為免生疑問，閣下在標題為「交易要求截止時間」一節所述各項重訂目標基金的
相關重整期間之前，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可免費贖回或轉換在相關重訂目標基金的現有股份 (下表為有關摘要)。

請注意，就稅務目的而言，贖回或轉換持倉可能被視作出售投資。如閣下對稅務狀況有任何疑問，建議尋求獨立的稅務
意見。

重訂目標基金 免費轉換 /贖回期間 重整期間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
洲股票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2月23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兩 (2) 個營業日

富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中國創新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2月23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五 (5) 個營業日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
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3月9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十五 (15) 個
營業日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日
本股票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3月2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七 (7) 個營業日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環球股息優勢
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4月16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五 (5) 個營業日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
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動力
基金) 

由本通告日期起，直至生效日期之前
的最後一個估值日 

(即2021年3月9日) 

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十五 (15) 個
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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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

生效日期：2021年2月24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首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及通常為75%)) 投資於在亞洲 (日本除外) 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股
票證券，改為主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由在亞洲 (日本除外) 地區上市、註冊成立，或以該地區為註冊地或
主要在該地區進行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n  基金亦將重訂目標，成為一項可持續發展基金，並將採取同類最佳策略，基金最少70%的淨資產將投資於被視作
維持可持續發展特徵的證券。

n  投資目標的附註一欄將作出修訂，以闡明基金在亞洲 (日本除外) 地區的投資可能包括越南及斯里蘭卡等新興市
場。

n  基金現時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的限額 (即最高10%的淨資產) 將會移除，而基金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直
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A股及B股。為免生疑問，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中國A股及B股的投資總額 (即合共少
於其淨資產的30%) 將維持不變。

n  基準並無改變，但基準名稱將更新為MSCI AC Asia ex Japan 指數。目前，基準乃用以挑選投資及以監控風險
為目的，重訂目標後，基準將僅用作監控風險。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

節。

n  基於重訂目標，基金將須承受以下的額外風險：

 o  「集中股票 /發行機構投資」風險包括基金集中投資於數目較少的投資項目或發行機構的風險。基金可能會
因集中持倉，導致其資產淨值的波幅可能高於分散投資在數目較多的投資項目或發行機構的基金。

 o  「可持續發展投資」風險包括基於可持續發展特徵，可能導致基金錯失良機；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的分
類法；基金作出投資後，所持證券的風格可能改變，不再符合基金的ESG準則；以及投資選擇涉及投資經理
的主觀判斷，因此可能無法正確應用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特徵。

 有關額外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由：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首要投資於在亞洲 (日本除外) 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股
票證券。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為新興市場的國家。基金
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
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會考慮MSCI All Country Asia 

ex-Japan (淨額) 指數 (「基準」) ，因為基準的成份股是
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的代表。在監控風險時，投
資經理參考基準以制定內部指引。這些指引代表相對於
基準的整體投資水平，並非意味著基金將投資於基準的
成份股。若基金投資於基準所包含的證券，基金對這些
證券的投資分配也有可能與基準的分配不同。在投資選
擇方面，投資經理具有廣泛酌情權，並可投資於未有納
入基準的公司、行業、國家及證券類別，以把握投資機
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基準；但短期
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近基準，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基金的表現可與基準的表現進行比較。

基金旨在透過主要由在亞洲 (日本除外) 地區上市、註冊
成立，或以該地區為註冊地或主要在該地區進行業務活
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長
線資本增長。

基金採取同類最佳策略，基金最少70%的淨資產將投資於
被視作維持可持續發展特徵的證券。可持續發展的特徵
可包括但不限於有效的管治，以及在管理環境和社會問
題方面表現優秀 (ESG)，若發行機構的ESG評級高於投資
經理不時釐定的ESG評級最低門檻，則被視作維持有關特
徵。投資經理將根據評估可持續發展特徵的量化及質化
分析，以釐定ESG評級的最低門檻，以及評估證券與其發
行機構的評級。

「量化評估」將參考外部供應商 (包括但不限於MSCI) 的
ESG評級，或參考投資經理主要採用富達可持續發展評
級，並使用第三方證書或標籤、碳足跡評估報告，以
及發行機構從ESG相關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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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數據所作出的內部評級。富達可持續發展評級是
由富達的研究分析師創建的專屬評級系統，根據「由下
而上」的基本因素研究，以及利用每家公司所屬行業的
特定準則作出的重要性評估，向發行機構授予A級至E級
的評分及發展走勢預測。

「質化評估」將參考案例研究、與發行機構有關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影響、產品安全文件、客戶評論、公司
考察或從專有模型和當地研究組織取得的數據。

ESG評級及相關的ESG數據 (包括富達可持續發展評級) 構
成中央研究平台的一部份，該平台由投資經理營運，會
定期審查所提供的ESG數據及其來源，以確保在評估可持
續發展特徵時可持續發揮其適用性、充份性和有效性。

評估因素及最低評級門檻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或其
重要性可能會發生變化，取決於發行機構所屬界別或行
業而定。

基金奉行一個以原則為基礎的剔除框架，該框架訂明若
干發行機構會被剔除在其准許投資範圍之外的原則。該
框架結合標準篩選 (norms-based screening) 與負面篩選 

(negative screening) 策略，根據投資經理不時釐定的特
定ESG準則，對若干行業、公司或實務操作進行篩選。標
準篩選包括發行機構的行為方式並不符合聯合國全球契
約十項原則所規定，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領域
方面的基本責任。負面篩選包括若干單一產品類別或行
業中的發行機構基本上不可持續發展，或涉及與社會、
環境或健康相關損害的重大風險或責任。舉例說，在此
框架下，具爭議性的武器 (例如地雷、核武) 製造商會被
剔除在基金的投資範圍之外。現時的剔除準則可不時更
新。為應用這項剔除策略，投資經理可能使用內部研究
團隊提供的數據，以及各種提供ESG數據、工具和研究的
外部供應商。

基金投資組合的十大證券可能佔基金資產淨值的50%或以
上，令投資組合的持倉適度集中。

基金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
參考MSCI AC Asia ex Japan指數 (「該指數」)，因為該
指數的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的代表。基
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權。儘管基金所持
有的資產將包括該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
有納入該指數的公司、國家或行業，及所持投資比重與
該指數不同，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
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
近該指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基金亦可投資於有顯示可持續發展特徵轉佳的發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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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 (附註) 

報價貨幣：美元
基金投資於亞洲 (日本除外)，並可能投資於區內不同的
國家。基金在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限制。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額度，及 /

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准許投
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 

法)，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

基金可把最高10%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直

接及間接投資總額合共少於其資產的30%)。

報價貨幣：美元
基金投資於亞洲 (日本除外)，並可能投資於區內不同的
國家，包括越南及斯里蘭卡等新興市場。基金在區內任
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限制。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及 /

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准許投
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 

法)，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

基金將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

中國境內A股及B股。

風險因素

股票；新興市場；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衍生工具 / 交
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

生工具；證券借貸。

股票；集中股票 / 發行機構投資；新興市場；中國相關
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
產」、「QFII」、「滬深港通」、「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及「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
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
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證券借貸；可持續發展投資。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的風險因素將以
粗體顯示。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1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兩(2)個營業日期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重
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自
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部
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1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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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2021年2月24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主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投資於總公司設於中國或香港，或在中國或香港經營主要業務
的公司證券，改為投資於由在大中華地區 (包括香港、中國、台灣及澳門) 上市，或註冊辦事處設於該地區，或
主要在該地區進行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證券。

n  基金將重訂目標為一項創新主題基金，而基金的投資將與創新主題相關連，例如科技創新、生活理念創新及環境
創新。詳情見下文。

n  目前，基金將不會把合共超過10%的資產淨值，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市場。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
國A股及B股市場的限額將調高，使基金可把合共最高100%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A股及B股。
此外，基金可把合共最高100%的資產淨值直接投資於在創業板、中小企業板或科創板上市的中國A股。

n  由於基金投資於中國A股的限額調高，因此基金投資於中國A股的披露將加強，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
的方式、基金 (i) 透過QFII地位投資於中國A股；及 (ii) 投資於在創業板、中小企業板或科創板上市的中國A股合共
佔其淨資產的比例。

n  在重訂目標之前，基金加強投資目標的披露，以包括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會參考
MSCI Zhong Hua Capped 10%指數。在重訂目標之後，基準將改為MSCI China All Share指數，但基準的使用將
維持不變。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節。

n  基於重訂目標，基金將須承受以下的額外風險：

 l  「集中行業投資 / 焦點主題」風險包括基金可能投資於少數行業，因此承受有關行業的市場、流動性、稅
務、法律、監管及經濟風險可能較高，基金的資產流動性較低，及 /或資產淨值的波幅較高。由於基金集中
投資於科技及創新行業，而這些行業的表現取決於日新月異的科技與創新發展，故迅速及成功引進新產品將
成為這些行業的公司的致勝關鍵。因此，未能及延遲取得融資或監管批核、與其他多種替代技術的競爭激
烈、產品缺乏相容性、未能配合消費者的喜好、迅速過時，以及新產品的研發，對這些行業的投資價值均可
能造成負面的影響。

 l 「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包括：

  o  「股價波動及流動性風險較高」－在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上市的公司一般屬新興性質，營運
規模亦較小。尤其是在創業板及科創板上市的公司，須承受價格波動較廣闊的限制，而且由於投資者的進
場門檻較高，其流動性一般較其他板塊市場有限。因此，與在主板上市的公司相比，在這些板塊市場上市
的公司須承受的股價波動及流動性風險較高，而且具有較高的風險及週轉率。

  o  「估值偏高風險」－在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上市的股份可能估值偏高，而有關估值異常高企
的情況可能無法持續。由於在市場流通的股份較少，股價可能更容易受到操控。

  o  「法規差異」－有關創業板及科創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股本方面的規則及規例，並不如主板及中小企
業板的法規般嚴格。

  o  「除牌風險」－在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上市的公司被除牌的情況可能較常見並較迅速。尤其
是，創業板及科創板的除牌標準比其他板塊市場更為嚴格。若基金所投資的公司被除牌，可能會對基金產
生不利影響。

  o  「集中投資風險」－科創板是一個新成立的板塊，在初始階段可能只涵蓋有限數量的上市公司。投資於科
創板可能集中 投資於少數股份，使基金須承受較高的集中投資風險。

  投資於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可能會導致基金及其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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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基金亦須承受更多與投資於中國相關的風險，尤其是「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
險」、「中國資產」、「QFII」、「滬深港通」及「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l  「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 －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並須受外匯管控及符合若干限制。概不保證人民幣兌
投資者的基本貨幣將不會貶值。人民幣一旦貶值將可對投資者在基金的投資價值造成負面影響。

 l  「中國資產」風險 － 基於中國相關法律及規例的不確定性和變動，以及中國政府及 /或監管機構有機會實施
可影響金融市場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對基金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

 l  「QFII」風險 － 基金能否作出相關投資或全面執行或遵循其投資目標及策略，取決於中國的適用法例、規則
和法規 (包括投資限制，以及撤回資本與收益的規定)，這些法例、規則和法規可被修訂，而有關修訂可能具
追溯效力。若因QFII地位的批准被撤銷 /終止或失效而導致基金可能需要出售其證券持倉，或被禁止買賣相關
證券及撤回基金資金，或若任何主要營運商或交易方 (包括QFII保管人 /經紀商) 破產 /違約及 /或喪失履行其
義務的資格 (包括執行或結算任何交易，或轉移資金或證券)，基金可能會蒙受重大損失。

 l  「滬深港通」風險 － 滬深港通的相關規則及法規可予修訂，並可能具追溯效力。透過滬深港通進行投資亦
須承受若干風險，例如額度限制、暫停交易風險、營運風險、透過前端監察限制賣盤、剔除合資格股票、結
算及交收風險、持有中國A股的名義持有人安排，以及監管風險。若透過該計劃進行的交易被暫停，基金透
過該計劃投資於中國A股或參與中國市場的能力將遭受不利影響。在此情況下，基金達成其投資目標的能力
將受到負面影響。

 l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現行中國稅務法例、法規和實務守則對透過QFII地位或滬深港通或基金在中國的投
資連接產品所取得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的規定 (可能具追溯效力) 仍存在風險及不確定性。基金的稅務責任如有
任何增加，對基金的價值均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有關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由：
富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中國創新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總公司設於中國或香港，或在
中國或香港經營主要業務的公司證券，以提供長線資本
增長。中國被視為新興市場。

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由在大中華地區 (包括香港、中
國、台灣及澳門) 上市，或註冊辦事處設於該地區，或現
時或預期主要在該地區進行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
票證券，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為
新興市場的國家。投資將與創新主題相關連，例如科技
創新、生活理念創新及環境創新。科技創新主題的投資
焦點包括但不限於人工智能及數碼化 (即把資訊轉化為數
碼格式的技術，從而優化業務流程、產生新的收益流、
擴大市場機會，以及提升生產力)；自動化與機械人技術
及未來的交通趨勢 (即有關駕駛、運輸及旅遊的技術與商
業模式)。生活理念創新的基礎是透過健康、理財與教育
等創新方案，帶動轉型並改善生活。環境創新方面，焦
點將集中於研發並應用有助推動可持續環保及改善生態
環境的產品及流程。投資將包括但不限於參與任何這些
主題或因採用任何這些主題而受惠的公司的股票證券。

基金投資組合的十大持倉 / 證券可能佔基金資產淨值的
50%或以上，令投資組合的持倉適度集中。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
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參考MSCI China All Share指數  

(「該指數」)，因為該指數的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
所屬類別的代表。基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表現以進
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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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富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權。儘管基金所持
有的資產將包括該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
有納入該指數的公司、國家或行業，及所持投資比重與
該指數不同，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
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
近該指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投資目標 (附註)

報價貨幣：美元
基金投資於中國及香港。基金在香港或中國的投資金額
不受限制。

報價貨幣：美元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及 /

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准許投
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 

法)，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或透過中國A股連接產品 (包
括但不限於股票掛鈎票據、參與票據、信貸掛鈎票據或
投資於中國A股的基金)，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基金可把
合共最高100%的淨資產直接及 /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
A股及B股。透過QFII地位，基金可將少於70%的淨資產投
資於中國A股。

基金可把合共最高100%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創業板、
中小企業板或科創板上市的中國A股。

風險因素

股票；集中股票 / 發行機構投資；集中國家投資；新興
市場；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
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證
券借貸。

股票；集中股票 / 發行機構投資；集中國家投資；集中
行業投資 / 焦點主題 (包括「科技及創新行業風險」)；
新興市場；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
兌風險」、「中國資產」、「QFII」、「滬深港通」、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及「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 或
科創板的相關風險」)；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
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證券借
貸。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及新增的風險因
素將以粗體顯示。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2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五(5)個營業日期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重
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自
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部
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2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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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生效日期：2021年3月10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首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及通常為75%)) 投資於全球股票市場，包括大型市場及小型新
興市場的股票，改為旨在透過主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由世界各地 (包括新興市場) 的公司股票證券組成的
投資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n  基金將重訂目標為一項環球主題基金，而基金將投資於可能因多個長期市場主題而受惠的證券，這些主題可能
是由經濟及社會因素 (例如顛覆性技術、人口結構及氣候變化) 的結構性及 /或長期 (即長期而非週期性) 變化所
造成。

n  基金的基準將改為MSCI ACWI指數，而參考該基準僅作比較表現之用。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
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節。

n  目前，基金將不會把合共超過10%的資產淨值，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市場。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
國A股及B股市場的限額將調高，使基金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A股及B股。

n  加強披露基金的投資目標，以顯示基金可把最多20%的淨資產投資於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REIT)。請注
意，基金可能投資的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或未獲得香港證監會認可。

n  基於重訂目標，基金將須承受以下的額外風險：

 l  「房地產相關」風險包括投資於REIT的風險，有關投資一般流動性較低，而流動性有限可能會影響REIT在若干
情況下更改其投資組合或變現部份資產的能力。

 l  「歐元區風險」包括鑑於歐元區若干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持續令人憂慮，基金在該地區的投資可能須承受較
高的波幅、流動性、貨幣及違約風險。

 l  「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產」、「QFII」、「滬深港通」、「中
國大陸稅務風險」及「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

 l  「焦點主題」風險包括基金在特定主題的投資可能無法在所有情況及市況下均取得預期的成果。由於基金可
能投資於多個主題，因此可能會不時在不同主題之間重整投資，視乎各個主題的市況而定，基金可能會因而
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投資者應注意，採取主題投資方針可能導致基金的波幅高於分散投資在不同類型投資
項目的基金。

 有關額外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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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由：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首要投資於全球股票市場，包括大型市場及小型新
興市場的股票。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
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會考慮MSCI World (淨額) 指 

數 (「基準」) ，因為基準的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
所屬類別的代表。在監控風險時，投資經理參考基準以
制定內部指引。這些指引代表相對於基準的整體投資水
平，並非意味著基金將投資於基準的成份股。若基金投
資於基準所包含的證券，基金對這些證券的投資分配也
有可能與基準的分配不同。在投資選擇方面，投資經理
具有廣泛酌情權，並可投資於未有納入基準的公司、行
業、國家及證券類別，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
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基準；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
可能貼近基準，視乎市場狀況而定。基金的表現可與基
準的表現進行比較。

基金旨在透過主要由世界各地 (包括新興市場) 的公司股票
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可能因經濟及社會因素 (例如顛覆性
技術、人口結構及氣候變化) 的結構性及 /或長期 (即長期
而非週期性) 變化而受惠的證券，從而投資於多個長期市
場主題。長期變化一般持續十年或以上，並可能引致結構
性改變。顛覆性技術是指可對消費者、行業或公司行為帶
來有意義地改變的創新。人口結構趨勢是與人口老化 (包
括與醫療保健及退休消費有關的公司)、中產階層增長 (受
消費增加、金融服務提升及城市化影響的公司)，以及人口
增長 (包括受資源匱乏影響，並需要提高生產力及自動化
的公司) 等多種長期動態相關的趨勢。投資經理可酌情決
定基金的投資主題選擇。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而參考MSCI ACWI指數僅作比較表現
之用。

投資經理可投資於任何國家並以任何貨幣進行，在選擇公
司時並無任何規模或行業限制。

基金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基金亦可把最多20%的淨資產投資於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
託基金。

投資目標 (附註) 

報價貨幣：美元
由於基金可於全球作投資，故可能投資於不同的國家和
地區。基金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限制。

報價貨幣：美元
由於基金可於全球作投資，故可能投資於不同的國家和地
區。基金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限制。

相關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息政策並
不代表這項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息政策。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或透過
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准許投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法)，直接
投資於中國A股。

基金將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直接及 / 或間接投資於
中國境內A股及B股。



附錄 I：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10

1.3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風險因素

股票；新興市場；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
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證券借貸。

股票；房地產相關 (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REIT」))；
集中行業投資 /焦點主題；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中國
相關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
國資產」、「QFII」、「滬深港通」、「中國大陸稅務
風險」及「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 

險」)；主題為本的投資策略風險；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
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
證券借貸。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的風險因素將以
粗體顯示。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3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十五(15)個營業日期
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
重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
自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
部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1.4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生效日期：2021年3月3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首要投資於日本股票證券，改為旨在透過首要 (即基金資產的最少70% (及通常為75%)) 由日
本股票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n  基金將重訂目標為一項可持續發展基金，並將採取同類最佳策略，基金最少70%的淨資產將投資於被視作維持可
持續發展特徵的證券。

n  基於重訂目標，基金將須承受與「可持續發展投資」有關的額外風險，包括基於可持續發展特徵，可能導致基
金錯失良機；ESG評估方法缺乏標準化的分類法；基金作出投資後，所持證券的風格可能改變，不再符合基金的
ESG準則；以及投資選擇涉及投資經理的主觀判斷，因此可能無法正確應用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特徵。有關額外風
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n  加強披露基金的投資目標，以包括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就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參考TOPIX Total Return指
數。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節。

3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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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由：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日本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首要投資於日本股票證券。 基金旨在透過首要由日本股票證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
供長線資本增長。

基金採取同類最佳策略，基金最少70%的淨資產將投資於
被視作維持可持續發展特徵的證券。可持續發展的特徵
可包括但不限於有效的管治，以及在管理環境和社會問
題方面表現優秀 (ESG)，若發行機構的ESG評級高於投資
經理不時釐定的ESG評級最低門檻，則被視作維持有關特
徵。投資經理將根據評估可持續發展特徵的量化及質化
分析，以釐定ESG評級的最低門檻，以及評估證券與其發
行機構的評級。

「量化評估」將參考外部供應商 (包括但不限於MSCI) 的
ESG評級，或參考投資經理主要採用富達可持續發展評
級，並使用第三方證書或標籤、碳足跡評估報告，以及
發行機構從ESG相關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百分率等
相關數據所作出的內部評級。富達可持續發展評級是由
富達的研究分析師創建的專屬評級系統，根據「由下而
上」的基本因素研究，以及利用每家公司所屬行業的特
定準則作出的重要性評估，向發行機構授予A級至E級的
評分及發展走勢預測。

「質化評估」將參考案例研究、與發行機構有關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影響、產品安全文件、客戶評論、公司
考察或從專有模型和當地研究組織取得的數據。

ESG評級及相關的ESG數據 (包括富達可持續發展評級) 構
成中央研究平台的一部份，該平台由投資經理營運，會
定期審查所提供的ESG數據及其來源，以確保在評估可持
續發展特徵時可持續發揮其適用性、充份性和有效性。

評估因素及最低評級門檻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或其
重要性可能會發生變化，取決於發行機構所屬界別或行
業而定。

基金奉行一個以原則為基礎的剔除框架，該框架訂明若
干發行機構會被剔除在其准許投資範圍之外的原則。該
框架結合標準篩選 (norms-based screening) 與負面篩選 

(negative screening) 策略，根據投資經理不時釐定的特
定ESG準則，對若干行業、公司或實務操作進行篩選。標
準篩選包括發行機構的行為方式並不符合聯合國全球契
約十項原則所規定，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領域
方面的基本責任。負面篩選包括若干單一產品類別或行
業中的發行機構基本上不可持續發展，或涉及與社會、
環境或健康相關損害的重大風險或責任。舉例說，在此
框架下，具爭議性的武器 (例如地雷、核武) 製造商會被
剔除在基金的投資範圍之外。現時的剔除準則可不時更
新。為應用這項剔除策略，投資經理可能使用內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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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團隊提供的數據，以及各種提供ESG數據、工具和研究的
外部供應商。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挑選投資時，以及就
監控風險目的而言，將參考TOPIX Total Return指數 (「該指
數」)，因為該指數的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
的代表。基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權。儘管基金所持有
的資產將包括該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有納
入該指數的公司、國家或行業，及所持投資比重與該指數
不同，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
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近該指數，
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基金亦可投資於有顯示可持續發展特徵轉佳的發行機
構。

投資目標 (附註) 

不適用

風險因素

股票；集中股票 / 發行機構投資；集中國家投資；衍生
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
置；特定衍生工具；證券借貸。

股票；集中國家投資；衍生工具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
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證券借貸。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的風險因素將以
粗體顯示。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4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七(7)個營業日期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重
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自
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部
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4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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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生效日期：2021年4月19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世界各地的精選基建行業公司的股票證券，為投資者提供收益及長線
資本增長，改為把最少70%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票證券，旨在締造收益及若干資本增值潛力。投資
經理的目標是其認為股息收益吸引，並具升值能力的投資。

n  在修訂投資目標後，基金除了直接投資於股票證券外，亦可透過使用衍生工具進行間接投資。基金為增強收
益，可能會使用衍生工具以產生額外的收益。因此，基金將增加使用衍生工具，但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將維
持不變，即最高為基金資產淨值的50%。使用衍生工具有時可能會引發流動性風險、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波幅風
險、估值風險及場外交易市場交易風險。衍生工具的槓桿元素 /部份可導致基金所蒙受的損失顯著高於其投資在
該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額。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導致基金須承受錄得重大損失的高風險。

n  基金直接或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的限額，將由合共為10%的資產淨值，調高至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

n  加強披露基金的投資目標，以包括參考MSCI ACWI指數。該基準的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的代表。
基金的表現可對比該基準的表現以進行評估。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

節。

n  由於基金最大部份的相關投資將以美元計值，因此報價貨幣將由歐元轉為美元 (如下文標題為「投資目標 (附 

註)」一節所述)。A類別股份 – 每月特色派息(G) – 美元 (對沖) 將維持不變，A類別股份 – 每月特色派息(G) – 美
元 (對沖) 將繼續就非美元計值資產的風險承擔進行對沖。就投資於以歐元及美元以外其他貨幣計值的股份類別
的投資者而言，投資者將須承受「外幣風險」，尤其是投資者所投資的股份類別貨幣與基金的基本貨幣 (即美元) 

之間的匯率波動，可能對投資者的投資造成負面影響。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n  基於重訂目標，基金將須承受以下的額外風險：

 l  「收益性證券」風險，因為基金將投資於收益性證券。投資者應注意，概不保證所有相關投資均可締造收
益。若基金的相關投資屬收益性資產，收益較高一般意味著股票證券的資本增值潛力將減少。

 l  「歐元區風險」包括鑑於歐元區若干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持續令人憂慮，基金在該地區的投資可能須承受較
高的波幅、流動性、貨幣及違約風險。

 l  「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產」、「QFII」、「滬深港通」、「中
國大陸稅務風險」及「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

 有關額外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由：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世界各地的精選基建行業公司
的股票證券，包括但不限於電訊、公用事業、能源、運
輸及社會 (包括教育服務和醫療設施) 等範疇，為投資者
提供收益及長線資本增長。由於這項基金可於全球作投
資，因此可能涉及投資於被視為新興市場的國家。

基金把最少70%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票證
券，旨在締造收益及若干資本增值潛力。投資經理的目標
是其認為股息收益吸引，並具升值能力的投資。

由於這項基金可於全球作投資，因此可能涉及投資於被視
為新興市場的國家。

除了直接投資於股票證券外，基金亦可透過使用衍生工具
進行間接投資。基金為增強收益，可能會使用衍生工具以
產生額外的收益，例如，賣出基金所持證券的備兌認購期
權，以換取在指定出售期間高於資本增長潛力的協定行使
價，從而產生額外收益。產生額外收益可能會影響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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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資本增長潛力，尤其是在市場迅速上揚期間，所取得的資
本收益可能會低於無備兌的相當投資組合。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旨在提供收益及資本增長。收益一般
將超過MSCI ACWI指數 (「該指數」)。該指數的成份股是
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的代表。基金的表現可對比
該指數的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權。儘管基金所持
有的資產將包括該指數的成份股，但預期基金亦會投資
於比重與該指數不同，並可能未有納入該指數的發行機
構、行業、國家及證券類別，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
言，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基
金的表現可能貼近該指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基金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投資經理可自由選擇任何公司的股票證券，並且不受限制
地可酌情決定向任何特定地區、行業板塊或特定市值的公
司作出策略性配置，只要投資經理認為有關配置相對於其
他股票，可提供更高的收益及資本增長潛力。

投資目標 (附註)

報價貨幣：歐元 報價貨幣：美元

由於基金可於全球作投資，故可能投資於不同的國家和地
區。基金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限制。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及 / 或
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准許投資方
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或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法)，直
接投資於中國A股。

基金將可把合共少於30%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
國境內A股及B股。

風險因素

股票；集中股票 / 發行機構投資；集中行業投資；新興
市場；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
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證券借貸。

股票；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中國相關的一般風
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產」、
「QFII」、「滬深港通」、「中國大陸稅務風險」及「中
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衍生工
具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幣配置；特
定衍生工具；收益性證券；證券借貸。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的風險因素將以
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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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5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五(5)個營業日期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重
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自
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部
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1.6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生效日期：2021年3月10日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較後日期。如須延遲生效日期，有關延期公佈連同經修訂的
生效日期將於富達的各個地區 /國家網頁上刊載，並會另函向股東發出相關通知。

主要變動

n  基金的投資目標將由旨在提供溫和的長線資本增長，改為旨在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n  基金將主動投資於不同的資產類別和地區 (包括新興市場)，並根據有關資產類別及地區可締造資本增長的潛
力，而非根據有關資產類別及地區可為整體投資組合締造溫和資本增長或減低風險或波幅的潛力，作出資產分
配。基金對若干資產類別的投資限額將有所改變，例如：

 l  股票投資方面，將由最多90%的基金資產，改為最高100%投資於環球股票 (包括最高75%的新興市場股票)；及

 l  債券投資方面，將由最多90%的資產投資於環球政府債券、環球企業債券、通脹掛鈎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 (其
中可包括最高佔基金資產30%的環球高收益債券，以及最高10%的混合型債券)，改為最高100%投資於定息證
券 (包括最高50%的淨資產投資於環球投資級別債券、最高75%投資於環球高收益債券 (包括未達投資級別和未
獲評級債券)、最高75%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

n  基金對混合型債券的投資限額將由最高10%，增至少於30%的基金總資產淨值，少於20%的總資產淨值將投資於或
然可換股債券。基金對商品及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投資限額將分別調升至最高50%及最高30%，而現時
則為少於30%的資產投資於基建證券、商品及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基金可投資的商品類別包括黃金、金
屬及石油。這項基金將透過合資格的投資工具和衍生工具 (例如 (但不限於) UCITS或其他UCI 的單位 /股份、交易
所買賣基金及商品指數掉期交易) 進行商品投資。另請注意，基金可能投資的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或未獲
得香港證監會認可。

n  基金將減少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因此，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將由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
改為最高為其資產淨值的50%。

n  基金可投資最高15%於俄羅斯證券，因此，基金將須承受與「俄羅斯」有關的額外風險。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於
俄羅斯市場須承受有關證券結算與保管，以及資產登記 (註冊處不一定受到政府或其他監管機構的有效監管) 的
特殊風險。俄羅斯證券實貨並非存放在保管人或其在俄羅斯的當地代理，因此，保管人或其在俄羅斯的當地代
理不能被視為根據認可國際標準履行實貨保存或保管的責任。

n  鑑於投資政策的改變，基金亦須承受一些新增的風險，包括與「未達投資級別 / 未獲評級證券及高收益債務工
具」、「房地產相關」 (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REIT」)」) 及「商品」相關的風險。就與「商品」相關的
新增風險而言，投資於商品涉及有別於股票等較傳統資產類別的額外風險，並可能導致基金須承受高於該類投
資的波幅。有關額外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n  加強披露基金的基準：一項由75% MSCI ACWI 指數；25%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指數組成的綜合
指數，參考該指數僅作比較表現之用。有關在重訂目標之前的臨時基準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附錄第3.2節。

5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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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由：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改為：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動力基金

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一系列環球資產類別 (包括位於新興
市場，或在新興市場上市或投資的資產類別)，以提供溫
和的長線資本增長。基金將積極投資於不同的資產類別
和地區，並根據有關資產類別及地區可為整體投資組合
締造溫和資本增長或減低風險或波幅的潛力，作出資產
分配。基金投資的主要資產類別將包括環球政府債券、
環球通脹掛鈎債券、環球企業債券 (包括投資級別債券、
環球高收益債券)、新興市場債券及環球股票。

基金可直接及 / 或間接 (包括透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 把
最多90%的資產投資於股票，以及最多90%的資產投資於
環球政府債券、環球企業債券、通脹掛鈎債券及新興市
場債券，其中可包括最高佔基金資產30%的環球高收益債
券，以及最高10%的混合型債券 (「混合資產」，即具有
類似股票特點的債務證券)。

基金亦可把少於30%的資產投資於基建證券、商品及合資
格的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基金旨在管理長期平
均波幅，在一般市況下維持在每年6%至8%的範圍之內。
然而，此波幅範圍並不獲保證。

投資組合詳情：

基金可能廣泛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或採用風
險水平符合基金風險類別的複雜衍生工具或策略，以達
致基金的投資目標。基金可能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以締造
與實質持有該資產相若的經濟效益。基金將可使用的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以下各類：以股票或債券為參考基礎的
指數、籃子或單一期貨、期權及差價合約。期權將可包
括認沽及認購期權 (包括備兌認購期權)。基金將可使用
指數、籃子或單一信貸違約及總回報掉期以增大持倉比
重或減低發行人的信貸風險；使用利率掉期以積極管理
利率風險水平，以及使用貨幣衍生工具以對沖或增大貨
幣持倉比重，或複製某項股本證券指數的相關證券的貨
幣持倉。基金積極進行的貨幣長倉及短倉配置，與基金
所持的相關證券倉盤可能並不相關。

混合資產可由非金融機構發行 (企業混合資產) 及由金融
機構發行 (金融混合資產)，包括或然可換股債券，以及
其他後償金融債和優先股。這些投資包括投資級別及非
投資級別的資產。

在市況低迷期間，基金可持有超過10%資產的現金或貨幣
市場工具 (現金和短期存款、存款證和票據) 及貨幣市場
基金。

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一系列環球資產類別，以提供長線資
本增長。基金將主動投資於不同的資產類別和地區 (包括
新興市場)，並根據有關資產類別及地區可締造資本增長的
潛力作出資產分配。

基金投資的主要資產類別將包括環球投資級別債券、環球
高收益債券、環球股票、商品及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
金。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並參考一項綜合指數：75% MSCI 

ACWI指數；25%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指數 

(「該指數」)，僅作比較表現之用。

基金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及 /或直接
投資於在任何中國的合資格市場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定
息證券。

投資組合詳情：

就上述主要資產類別而言，在一般市況下，基金可最高
100%投資於定息證券 (包括最高50%的淨資產投資於環球
投資級別債券、最高75%投資於環球高收益債券 (包括未達
投資級別和未獲評級債券)，及最高75%投資於新興市場債 

券)、最高100%投資於環球股票 (包括最高75%的新興市
場股票)、最高15%投資於俄羅斯證券、最高50%投資於商
品，以及最高30%投資於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基金可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證券，以及其他後償
金融債和優先股。



附錄 I：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17

1.6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投資目標 (附註)

報價貨幣：美元
這項基金可把最高10%的淨資產投資於貸款，而有關貸
款須符合二零一零年法例所述適用於貨幣市場工具的準 

則 (認購章程第五部份A. I 2.所述的10%投資限制)。

這項基金將透過合資格的投資工具和衍生工具 (例如 (但
不限於) UCITS/ 或其他UCI的單位 / 股份、交易所買賣基
金及商品指數掉期交易) 進行商品投資；並將透過投資於
首要從事房地產業務的公司證券，以及其他與房地產相
關的投資項目，以進行物業投資。

整體風險承擔：

基金將運用絕對風險值法以監察整體風險承擔，現以12%

為限。

槓桿水平是按基金使用的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總名義金
額 (即所有正數價值的總和) 釐定。基金的預期槓桿水平
為基金資產淨值的200%，但這並非上限水平，按此方法
計算的槓桿水平可能較高。

股東應注意 (i) 預期槓桿水平較高並非自動推斷為投資風
險水平較高；及 (ii) 預期槓桿水平可能包括因使用衍生工
具作對沖用途而產生的槓桿。

基金投資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或未獲得香港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這項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息政
策並不代表其相關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
息政策。

多元資產系統性目標風險管理基金在其名稱中使用
「智」富一詞，突顯其採用富達專有的「智」富模型，
以致力把整體投資組合的波幅維持在一個特定的長期目
標範圍之內。

基金的名稱並不反映基金的表現及回報。

報價貨幣：美元
根據現行盧森堡規例，基金可投資不超過10%資產淨值於
並非在受監管市場交易的非上市證券。若干俄羅斯證券投
資可能屬於有關限制範圍。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滬深港
通、中國銀行同業債券市場計劃及 / 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
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的任何其他准許投資方法，直接投資
於中國A股及 / 或在中國的合資格市場上市或交易的中國
境內定息證券。

基金將可把合共少於30%的資產直接及 / 或間接投資於中
國A股和B股；及 /或中國境內定息證券。

「中國的合資格市場」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或中國大陸的銀行同業債券市場 (視乎情況而定)。

基金可投資的商品類別包括黃金、金屬及石油。這項基
金將透過合資格的投資工具和衍生工具 (例如 (但不限於) 

UCITS或其他UCI 的單位 /股份、交易所買賣基金及商品指
數掉期交易) 進行商品投資。

基金可把少於30%的總資產淨值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
換股債券；少於20%的總資產淨值將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
券。

相關閉銷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息政策並
不代表這項基金的股息政策或派息政策。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

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0%。

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最高為其資產淨值的50%。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基金將減少使用金融
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因此，基金的最高衍生工具風險
承擔淨額將相應作出調減。此外，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
有所變動，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將由「絕對風
險值法」改為「承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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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風險因素

股票；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商品；房地產相關；多
元資產；未達投資級別 / 未獲評級證券及高收益債務工
具；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可
換股債券、混合證券、或然可換股證券及其他具有損失
吸收特點的投資工具；貸款；有抵押及 / 或證券化債務
工具；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高
槓桿水平；積極貨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資產分配－
動態分配；證券借貸。

股票；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商品；房地產相關；多元
資產；未達投資級別 /未獲評級證券及高收益債務工具；
新興市場；俄羅斯；歐元區風險；中國相關的一般風
險；可換股債券、混合證券、或然可換股證券及其他具
有損失吸收特點的投資工具；有抵押及 /或證券化債務工
具；衍生工具 /交易對手的一般風險；短倉配置；積極貨
幣配置；特定衍生工具；資產分配－動態分配；證券借
貸。

註：鑑於基金的投資目標有所變動，額外及新增的風險因
素將以粗體顯示。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6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
段在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
截止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為確保重訂目標流程順利進行，投資經理可能會在上述重整期間 (預計將為生效日期之後的最多十五(15)個營業日期
間) (「重整期間」) 重整基金的投資組合，旨在使基金的投資與上述經修訂後的投資目標保持一致。在重整期間，就
重訂目標而可能產生的相關交易成本 (經紀費、印花稅、稅務、保管人佣金及支付予證券交易所的費用)，將由基金
自行承擔，而上限將為基金資產淨值的0.2%。若在重整期間的實際交易成本超過基金資產淨值的0.2%，則有關超額
部份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及 /或其在富達集團內的任何聯營公司) 承擔。

6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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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基金修訂 (附有通知期) 
以下為若干基金的建議變動詳情，包括變動的生效日期、可供閣下作出的選擇，以及相關交易時間表。

股東選擇
作為相關基金的股東，閣下就此節所述各項修訂而言，有以下三個選擇：

1. 閣下可毋須採取任何行動。在此情況下，閣下在生效日期後將會繼續投資於相關基金；或

2. 閣下可將相關基金中的現有股份免費轉換至富達基金的任何其他適用子基金；或

3. 閣下可贖回在相關基金中的現有股份，費用全免。

若閣下有意轉換或贖回在相關基金的股份，請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或FIL慣常的聯絡方。

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至各項修訂標題為「生效日期及交易截止時間」一節所述的日期香港時間下午
5時為止。贖回所得收益通常將會以電子銀行轉帳方式向閣下發放。若有關指示是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接獲，FIL將
不會收取任何贖回費或徵費或任何轉換費。

請注意，就稅務目的而言，贖回或轉換持倉可能被視作出售投資。如閣下對稅務狀況有任何疑問，建議尋求獨立的稅務
意見。

1. 修訂若干基金有關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 (“CoCos＂) 的投資目標

a. 修訂詳情
以下各項基金的投資目標將作出更新，從而使這些基金有權把少於30%的總資產淨值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
券；少於20%的總資產淨值可投資於或然可換股債券。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歐洲多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b. 對基金的影響
雖然上述投資目標的變動將不會改變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類別，但投資者亦須注意投資於混合資產及或然可換股債券的
相關風險，詳情載於認購章程。

c. 生效日期及交易截止時間
上述變動將於2020年12月16日生效。

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至2020年12月15日閣下慣常的交易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7為止，而有關
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

7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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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訂若干基金對中國境內投資的限額

a. 修訂詳情
若干基金的投資目標內附註一欄將作出更新，以反映適用於中國境內證券投資的限制作出修訂，以滿足客戶不斷改變的
需求，旨在為客戶帶來卓越的投資成果。

作出有關更新後，下表所列基金將有權把特定比例的淨資產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下表所列類型的中國境內證券，而有
關投資比例詳列於下表「新的最高投資比重」一欄。

任何中國境內證券的直接投資，可透過富達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的QFII地位，或透過按照現行法例及法規令基金可獲得
的任何准許投資方法 (包括透過滬深港通 (如屬中國A股投資) 或透過中國銀行同業債券市場 (如屬中國境內定息證券) 或
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投資方法) 進行。任何中國境內證券的間接投資，可透過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或與中國境內證券表現
掛鈎的金融工具 (例如透過股票掛鈎票據、參與票據及 /或信貸掛鈎票據 (視乎情況而定) ) 進行。

中國A股和B股

基金名稱 現有最高投資比重* 新的最高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富達基金 – 

亞太機遇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少於30%

富達基金 – 

亞洲特別機會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中國消費動力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最高60%

富達基金 – 

中國焦點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最高60%

富達基金 – 

新興亞洲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焦點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少於3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富達投研策略環球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少於30%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最高60%

富達基金 – 

機構性新興市場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少於30%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 佔基金的淨資產。

** 此直接投資比重反映認購章程第五部份第5.3節所述適用於若干司法管轄區註冊基金的國家特定投資限制。

***   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的投資限額將會移除，基金將須受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的整體投資總額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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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定息證券

基金名稱 現有最高投資比重* 新的最高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不適用 少於30% 不適用*** 最高50%#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不適用 少於30% 不適用*** 最高6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少於3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環球債券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環球短期債券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最高20%**# 少於30%

*  佔基金的淨資產。

**  此直接投資比重反映認購章程第五部份第5.3節所述適用於若干司法管轄區註冊基金的國家特定投資限制。

***   直接投資於中國定息證券的投資限額將會移除，基金將須受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定息證券的整體投資總額所限制。

#   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除外) 最多可把所披露的最高限額 (合共計算) 投資於中國境內的 (i) 城投債；(ii) 資產抵押證券 (包
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iii) 未達投資級別債券或未獲評級債券。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可把少於所披露的最高限額投資於
上述的投資項目。

中國A股和B股及中國定息證券

基金名稱 現有最高投資比重* 新的最高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直接投資比重 合共－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比重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
益基金

最高10% 少於30% 不適用** 最高60%#

*  佔基金的淨資產。

**   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及中國定息證券的投資限額將會移除，基金將須受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及中國定息證券的整體投資
總額所限制。

#   基金最多可把所披露的最高限額 (合共計算) 投資於中國境內的 (i) 城投債；(ii) 資產抵押證券 (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iii) 未達投資級
別債券或未獲評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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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可把最高10%的淨資產投資於城投債，以及最高20%的淨資產投資於
有抵押及 /或證券化產品 (例如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基金的中國境內投資限額，包括該等資產類別連同未達
投資級別債券或未獲評級債券 (合共計算)，將調升至最高60%的淨資產。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內附註一欄亦將作出更新，以反映基金可把超過30%但最高60%

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交所」) 的中小企業板、深交所的創業板及 /或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科創板上
市的中國A股。

上述若干基金的投資目標內附註一欄將作出更新，以反映適用於中國境內證券投資的限制作出修訂。

b. 對基金的影響 

就直接及 /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投資限額將調升至超過其各自淨資產30%的基金而言，將須承受更多與投資於
中國相關的風險，尤其是「中國相關的一般風險」 (包括「人民幣貨幣及匯兌風險」、「中國資產」、「QFII」、「滬
深港通」、「中國大陸稅務風險」、「中國大陸債務證券的相關波幅及流動性風險」及「CIBM的相關風險」)。

就可能投資於或增加投資於 (i) 城投債；(ii) 資產抵押證券 (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及 (iii) 未達投資級別債券或未獲評
級債券的基金而言，將須承受額外或更多與投資於該等資產類別相關的風險，例如「城投債的相關風險」、「有抵押 

及 /或證券化債務工具的相關風險」及「未達投資級別 /未獲評級證券及高收益債務工具」。

此外，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將須承受「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險」 (包括股
價波動及流動性風險較高、估值偏高風險、法規差異、除牌風險及集中投資風險)。有關這些風險的詳情，請參閱1.2富
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的「主要變動」部份。

有關上述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除本函件及附錄I所披露的變動之外，該等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c. 生效日期及交易截止時間
上述變動將於2020年12月16日生效。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上述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8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段在
上述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截止
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8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或
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3. 更改若干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

作為富達基金風險管理程序的一部份，每項基金就衍生工具的相關整體風險承擔受到監察。管理公司就每項基金運用承
擔法、相對風險值法或絕對風險值法計算。

a. 修訂詳情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將由「承擔法」改為「絕對
風險值法」。每項基金的絕對風險值將以資產淨值的10%為限。

更改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容許投資經理在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增加使用槓桿 (如下表所列)，從而更靈活執行該等基
金的投資策略，同時確保與其他已採用絕對風險值法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子基金現有的定息策略保持一致。為免生疑
問，該等基金為實現其核心投資目標而使用的衍生工具類別，以及基金的管理方式預期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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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更改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

由： 改為：

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

承擔法 絕對風險值法

預期槓桿水平*

不適用  500%**

最高槓桿水平*

不適用  1000%**

*  槓桿水平是按基金使用的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總名義金額 (即所有正數價值的總和) 釐定。

**  佔基金的資產淨值。

目前，根據認購章程及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和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所披露，基金
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可能超過有關基金資產淨值的50%，但最高為100%。

鑑於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改為絕對風險值法，使基金可透過衍生工具增加使用槓桿，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將由基金資產淨值的最高100%改為可能超過基金資產淨
值的100%。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的增加將使基金可更靈活使用衍生工具，以實現其投資目標。

b. 對基金的影響
基於上述計算整體風險承擔的方法及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的變動，以及可透過衍生工具增加使用槓桿，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的最高槓桿水平可能高達其各自資產淨值的1000%，並須承受額外
的風險因素，即高槓桿水平 (即該等基金的淨槓桿投資水平將超過其資產淨值的100%，因而可能進一步擴大相關資產價
值變動對該等基金所造成的任何潛在負面影響，以及令基金價格更趨波動，可能引致重大損失)。

這兩項相關基金亦須承受與使用衍生工具有關的較高風險。尤其是，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
展策略債券基金將須承受更多與「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 (包括流動性風險、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波幅風險、估值
風險及場外交易市場交易風險)；該風險已於認購章程披露，並適用於上述兩項基金中的每項基金。有關衍生工具相關
風險的詳情，請參閱認購章程。

股東應注意 (i) 預期槓桿水平較高並非自動推斷為投資風險水平較高；及 (ii) 預期槓桿水平可能包括因使用衍生工具作
對沖用途而產生的槓桿。

除本附錄I所披露的變動之外，該等基金的實際運作及 /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其他改變。

此外，該等基金在作出有關變動後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c. 生效日期及交易截止時間
上述變動將於2020年12月16日生效。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上述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
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9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這段在
上述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為免生疑問，閣下在交易要求截止
時間後，仍可按照認購章程所載列的贖回或轉換程序 (視乎情況而定) 隨時贖回或轉換閣下的股份。

9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
或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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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visas/capital-investment-entrant/eligible-collective-investment.html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hk-visas/capital-investment-entrant/eligible-collective-investment.html

4. 撤銷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CIES＂) 的註冊

a. 從 CIES 移除
目前，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已註冊為香港入境事務處 (「入境事務處」) CIES下的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 (“CIS＂)。
鑑於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重訂目標並改名為富達基金－中國創新基金 (見本附錄第1.2節所述)，因此已向入境事務
處提交申請，要求把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從CIES下的合資格CIS名單中移除 (「撤銷註冊」)。

預期撤銷註冊將於2021年2月15日或前後生效，但須視乎入境事務處的批准及處理安排而定。撤銷註冊將於入境事務處
把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從合資格CIS名單中移除當日起生效，有關名單將在入境事務處的網站發佈10。

b. 對現有 CIES 投資者的影響
根據入境事務處公佈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規則》 (「CIES規則」)，CIES的申請人 /投資者必須在整個CIES的適用
期間投資於並維持投資於獲許投資資產11 (「維持投資組合的規定」)。撤銷註冊一經生效，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將
不再為CIES的獲許投資資產，根據CIES已投資於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的投資者 (「現有CIES投資者」) 可能不再符合
CIES的資格，除非他們在適用期間內已採取適當的行動維持投資於其他獲許投資資產。

c. 有意維持 CIES 資格的現有 CIES 投資者所需採取的行動
為了維持CIES資格，建議現有CIES投資者於撤銷註冊生效之前轉換至其他獲許投資資產，以符合維持投資組合的規定。
CIES規則訂明若干有關獲許投資資產之間轉換的規定。尤其是，按市值沽售或變現原有獲許投資資產所得的全部收益，
應在CIES規則訂明的適用期間內再投資於其他獲許投資資產。有關獲許投資資產之間轉換規定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CIES規則。有關CIES最新的合資格CIS名單，請於入境事務處的網頁查閱12。

由本通告日期起，閣下可於任何估值日免費贖回富達基金－中國縱橫基金的股份，直至上述生效日期之前最後一個估值
日於閣下慣常的交易截止時間或香港時間下午5時13 (「交易要求截止時間」) 為止，而有關交易將按下一次計算的每股
資產淨值處理。這段在上述生效日期之前免費贖回股份的期間，由本通告日期起計至少須有一個月。

現有CIES投資者的CIES資格和狀況將視乎其個別情況而定。建議現有CIES投資者就其CIES資格和狀況諮詢其專業顧問及 /

或入境事務處。

10  合資格CIS名單發佈於 。該網頁未經
證監會審核。

11  獲許投資資產是指CIES規則 (經入境事務處其後公佈的修訂通知所修訂) 第 4.1 段訂明的資產類別。有關詳情請參閱入境事務處公佈的CIES規
則及其他資料。閣下如對CIES的狀況有任何查詢，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12  合資格CIS名單發佈於 。該網頁未經
證監會審核。

13  若透過分銷商買賣股份，交易程序及 /或截止時間可能有所不同。請注意，部份分銷商或其他中介商可能會酌情收取額外的費用 (例如轉換
或交易費) 或開支。詳情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或與閣下慣常進行交易的分銷商 /中介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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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基金修訂 (不附通知期) 

1. 更改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將於2020年12月16日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2. 加入和更改基準指數
加強披露下列每項基金的投資目標，以 (如下所示) 加入基準指數 (「指數」)：

據此，下列基金各自的投資目標將作出修訂，以加插下列的基準披露：

編號 基金 指數 額外基準披露

1. 富達基金 – 美國基金 S&P 500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而參考 [相關基
金的指數]14 (「該指數」) 僅作比較表
現之用。

2. 富達基金 – 美國增長基金 S&P 500 指數

3. 富達基金 – 歐元藍籌基金 MSCI EMU 指數

4. 富達基金 – 歐洲動力增長基金 MSCI Europe 指數

5.
富達基金 – 富達投研策略歐洲
價值型基金

MSCI Europe Value 指數

6. 富達基金 – 法國基金 CAC All-Tradable 指數

7. 富達基金 – 西班牙/葡萄牙基金
80% MSCI Spain 指數；20% MSCI 

Portugal 指數

8. 富達基金 – 意大利基金 FTSE Italia All Share 指數

9. 富達基金 – 日本進取基金 TOPIX Total Return 指數

10. 富達基金 – 北歐基金 FTSE Nordic 30 指數

11. 富達基金 – 瑞士基金 MSCI Switzerland 指數

12. 富達基金 – 英國基金 FTSE All Share 指數

13.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
ICE BofA Q880特設指數 (一項混
合政府、投資級別及高收益企業
債券指數的特設指數)

14.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
基金

ICE BofA Q944特設指數 (一項混
合政府、投資級別及高收益企業
債券指數的特設指數)

15.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ICE BofA US High Yield 

Constrained 指數

14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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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基金 指數 額外基準披露

16. 富達基金 – 美國多元化增長基金 S&P 500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
挑選投資時，以及就監控風險目的而
言，將參考 [相關基金的指數]15 (「該
指數」)，因為該指數的成份股是基
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的代表。基
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表現以進行
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
權。儘管基金所持有的資產將包括該
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
有納入該指數的公司、國家或行業，
及所持投資比重與該指數不同，以把
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
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
基金的表現可能貼近該指數，視乎市
場狀況而定。

17. 富達基金 – 亞太機遇基金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指數

18. 富達基金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Small Cap Australia Capped 10% 
指數 

19. 富達基金 – 亞洲特別機會基金 MSCI AC Asia ex Japan 指數

20. 富達基金 – 澳洲基金 S&P ASX 200 指數

21. 富達基金 – 中國消費動力基金 MSCI China 指數

22. 富達基金 – 中國焦點基金 MSCI China Capped 10% 指數

23. 富達基金 – 新興亞洲基金 MSCI Emerging Asia Composite 
指數

24.
富達基金 – 中國縱橫基金 (重訂
目標後將改為富達基金 – 中國創
新基金)

MSCI Zhong Hua Capped 10%  
指數

25. 富達基金 – 歐洲大型公司基金 MSCI Europe 指數

26. 富達基金 – 歐洲小型公司基金 EMIX Smaller European 
Companies 指數

27. 富達基金 – 德國基金 HDAX® Total Return 指數

28. 富達基金 – 環球消費行業基金 MSCI AC World Consumer 
Discretionary + Staples 指數

29. 富達基金 – 環球人口趨勢基金 MSCI ACWI 指數

30. 富達基金 – 環球金融服務基金 MSCI AC World Financials 指數

31. 富達基金 – 環球健康護理基金 MSCI AC World Health Care 指數

32. 富達基金 – 環球工業基金 MSCI AC World Industrials + 
Materials + Energy 指數

33.
富達基金 – 環球基建基金 (重訂
目標後將改為富達基金 – 環球股
息優勢基金)

MSCI AC World Infrastructure 指數

34. 富達基金 – 環球科技基金 MSCI AC 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指數

35.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MSCI Indonesia IMI Capped 8% 
指數

36. 富達基金 – 日本領先基金 TOPIX Total Return 指數

37.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重訂目標
後將改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
日本股票基金)

TOPIX Total Return 指數

38. 富達基金 – 日本小型公司基金 Russell/Nomura Mid Small Cap 
Japan with Dividends 指數

39.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MSCI AC Pacific 指數

40. 富達基金 – 台灣基金 MSCI Taiwan Capped 8% 指數

41. 富達基金 – 泰國基金 Bangkok SET Capped 指數

42. 富達基金 – 世界基金 MSCI World 指數

43. 富達基金 – 機構性日本基金 MSCI Japan 指數

44. 富達基金 – 歐洲增長基金 MSCI Europe 指數

15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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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基金 指數 額外基準披露

45.
富達基金 – 新興「歐非中東」
基金

MSCI Emerging EMEA Capped 5%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就監控
風險目的而言，將參考 [相關基金的
指數]16 (「該指數」)，因為該指數的
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
的代表。基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
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
權。儘管基金所持有的資產將包括該
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
有納入該指數的公司、國家或行業，
及所持投資比重與該指數不同，以把
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預期基金的
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短期而言，
基金的表現可能貼近該指數，視乎市
場狀況而定。

46.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基金 MSCI Emerging Markets 指數

47. 富達基金 – 印度焦點基金 MSCI India Capped 8% 指數

48. 富達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MSCI EM Latin America 指數

49. 富達基金 – 機構性新興市場基金 MSCI Emerging Markets 指數

50. 富達基金 – 亞洲債券基金
ICE BofA Asia Dollar Investment 

Grade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為基金
挑選投資時，以及就監控風險目的而
言，將參考 [相關基金的指數]17 (「該
指數」)，因為該指數的成份證券最
能代表基金致力投資的持倉特徵。基
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表現以進行
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
權。儘管基金所持有的資產將包括該
指數的成份股，但基金亦可投資於未
有納入該指數的發行機構、行業、國
家及證券類別，及所持投資比重與該
指數不同，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
言，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該指
數；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
近該指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51.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ICE BofA Asian Dollar High Yield 

Corporate (Level 4 20% Lvl4 Cap, 

3% Constrained) 指數

52.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基金

J.P. Morgan Corporate Emerging 

Market Bond - Broad Diversified 

指數

53.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J. P. Morgan Emerging Markets 

Bond - Global Diversified 指數

54. 富達基金 – 歐元債券基金 ICE BofA Euro Large Cap 指數

55. 富達基金 – 歐元企業債券基金 ICE BofA Euro Corporate 指數

56. 富達基金 –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ICE BofA 1-3 Year Euro Broad 

Market 指數

57.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ICE BofA Global High Yield 

European Issuers Constrained 

(Level 4 20% Cap) 指數

58. 富達基金 – 環球債券基金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Bond 指數

59.
富達基金 – 環球通脹連繫債券
基金

Bloomberg Barclays World 

Government Inflation-Linked 1 to 

10 Year 指數

16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17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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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基金 指數 額外基準披露

6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焦點基金 MSCI Emerging Markets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投資經理將參考 

[相關基金的指數]18 (「該指數」)，並
致力表現優於該指數，因為該指數的
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
的代表。基金的表現應對比該指數的
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
權。儘管基金所持有的資產將包括該
指數的成份股，但預期基金亦會投資
於比重與該指數不同，並可能未有納
入該指數的公司、行業、國家及證券
類別，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
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該指數；但
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近該指
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61. 富達基金 – 歐洲股息基金 MSCI Europe 指數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旨在提供收益及
資本增長。收益一般將超過 [相關基
金的指數]19 (「該指數」)。該指數的
成份股是基金所投資的公司所屬類別
的代表。基金的表現可對比該指數的
表現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具有相對該指數廣泛的酌情
權。儘管基金所持有的資產將包括該
指數的成份股，但預期基金亦會投資
於比重與該指數不同，並可能未有納
入該指數的發行機構、行業、國家及
證券類別，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
言，預期基金的表現將有別於該指
數；但短期而言，基金的表現可能貼
近該指數，視乎市場狀況而定。

62. 富達基金 – 環球股息基金 MSCI ACWI 指數

63.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2020 

基金
綜合基準

基金採取積極管理，並參考混合市場
指數 (各自稱為「市場指數」)，以便
就不同資產類別的分配比重設定內部
指引。由於基金為符合基金投資政策
而對不同資產類別作出的投資可隨時
間推延而改變，故所參考的市場指數
及其比重亦將相應改變。儘管基金可
能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市場指數的成份
股，但基金的投資組合及表現可偏離
該等市場指數的幅度並無限制。市場
指數以一項混合指數形式代表，以作
比較表現之用。截至認購章程日期，
市場指數由[市場指數清單]內的指數
組成*。最新的市場指數清單及其過
往的比重詳情可按要求提供。

64.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2025 

(歐元) 基金
綜合基準

65.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2030 

(歐元) 基金
綜合基準

18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19 請參閱「指數」一欄所列相關基金的特定基準指數。

*  市場指數清單將在適當時間於認購章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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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下列基金將加強披露投資目標，以澄清基金採取積極管理，並無參考基準：  

1. 富達基金 – 歐洲多元收益基金；

2.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3.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多元資產增長及收益基金；

4.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5.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6.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7. 富達基金 – 環球收益基金；

8. 富達基金 – 環球短期債券基金；

9. 富達基金 – 澳元現金基金；

10. 富達基金 – 歐元現金基金；

11. 富達基金 – 「智」富環球均衡增長基金 (重訂目標後將改為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動力基金)；

12. 富達基金 – 英鎊現金基金；及

13. 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

請注意，就下列基金而言，投資目標內有關基準的披露將作出修訂，把「基準」的字眼改為「指數」。此外，為確
保披露的一致性，基準披露的內容亦將作出修訂，以顯示基金的表現可對比其指數的表現以進行評估 (而非進行比 

較)：

1.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2. 富達基金 – 亞太股息基金

3. 富達基金 – 富達投研策略環球基金；

4. 富達基金 – 環球焦點基金

5. 富達基金 – 環球房地產基金；

6.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

7. 富達基金 – 馬來西亞基金；

8. 富達基金 – 新加坡基金；及

9.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附錄 I：富達基金的變動詳情 30

下列基金的基準指數名稱將作出以下的更新：

編號 基金 舊基準指數名稱 新基準指數名稱

1. 富達基金 – 亞太股息基金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Gross) 指數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指
數

2. 富達基金 – 富達投研策略環球基金
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Net) 指數
MSCI ACWI指數

3. 富達基金 – 環球房地產基金
FTSE EPRA/

NAREIT Developed (Net) 指數
FTSE EPRA/NAREIT Developed指數

4.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
MSCI

Golden Dragon (Net) 指數
MSCI Golden Dragon指數

5. 富達基金 – 環球焦點基金
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Net) 指數
MSCI ACWI指數

6.

富達基金 – 亞洲焦點基金（重訂目
標後將改為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
亞洲股票基金）

MSCI All Country Asia ex-Japan 

(Net) 指數
MSCI AC Asia ex-Japan 指數

7.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重訂目標後
將改為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基
金）

MSCI World (Net) 指數 MSCI World 指數

由2020年12月1日起，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的指數將作出以下更改：

由 改為

ICE BofAML US Large Cap Corporate & Government 指數 ICE BofA Q4AR 特設指數 (一項特設的美元綜合債券指數)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更改指數的決定是基於ICE BofA Q4AR特設指數能夠更準確反映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的投
資範圍，因此可更準確量度表現以作比較之用。除上述更改外，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的投資政策並無其他變動。
基金的投資目標及風險類別維持不變。

認購章程及上述每項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已相應加強披露，以反映上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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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披露證券借貸交易內有關債券抵押品的規定

加強披露認購章程內有關證券借貸交易，以顯示 (除股本證券外) 債券亦適用於證券借貸交易。富達基金一般會要求借
方提供抵押品，其價值在協議期內任何時候最少須相等於借出證券總值的105% (如屬股本證券) 及最少須相等於借出證
券總值的102% (如屬債券)。

4. 向Geode Capital Management, LLC (“Geode”) 作出職能轉授

除了認購章程第四部份所列基金之外，Geode將獲委任管理下列基金的部份資產：

(a)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2025 (歐元) 基金；及

(b)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2030 (歐元) 基金。

投資經理可不時把上述基金的若干部份資產分配，交由Geode管理。在任何情況下，由Geode管理的上述基金的資產部
份將不超過其各自資產淨值的30%。投資經理對上述基金的責任不受任何該等職能轉授所影響。

正如認購章程所披露，在過去六個月或十二個月管理每項基金全部或部份資產的所有實體 (包括Geode) 的名單將刊載
於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5. 證券借貸交易及回購和反向回購協議的預期投資水平變動

(i)  證券借貸交易的預期投資水平

認購章程涵蓋與富達基金旗下所有基金預期使用證券借貸交易的相關資料。

以下富達基金旗下基金 (富達基金 – 澳元現金基金、富達基金 – 歐元現金基金、富達基金 – 英鎊現金基金及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除外) 使用證券借貸交易的預期總資產淨值百分率將作出修訂：

現時預期水平 (佔總資產淨值%) 新訂預期水平 (佔總資產淨值%) 

0 15

(ii)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就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及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而言，使用證券借貸交易及回購和反向回購協議的
預期總資產淨值百分率將作出修訂。有關變動載於下表：

基金名稱

現時 新訂

證券借貸 回購和反向回購協議 證券借貸 回購和反向回購協議

預期水平 (佔總資產淨值%) 

富達基金 – 靈活債券基金 0 0 15 15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
債券基金 0 0 15 15

認購章程附錄III－歐盟證券融資交易規例將作出更新，以反映上述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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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衍生工具：刪除有關「廣泛」使用衍生工具的提述

就過往投資政策中提及「廣泛」使用衍生工具的所有基金而言，認購章程將作出修訂，使每項基金的投資政策內有關使
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提述不會涉及「廣泛」的字眼。

作出有關更新是由於香港披露規定的用語發展所致。過往，證監會認可UCITS如有廣泛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必須在其銷售文件中作出相關披露。然而，根據證監會近期更新的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披露規定，證監會認可基金 (例
如該等基金) 必須披露其「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而有關廣泛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披露則不再屬於必須披露的事
項。因此，FIL決定修訂認購章程。

請注意，這項修訂並非意味著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管理將會出現任何改變，這只是因應香港的披露規定而作出的更新。

7. 投資於貸款：移除直接投資於貸款的可能性

就所有獲准把最高10%的淨資產直接投資於貸款的基金而言，認購章程將根據盧森堡金融業監察委員會 (CSSF) 常見問 

題－2010年12月17日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盧森堡法例 (版本9，最後更新日期：2020年8月7日) 的規定作出修訂，移除這
種投資靈活性。

這包括移除：(a) 相關基金的目標及政策部份所述可投資於貸款的靈活性；及 (b) 貸款作為第五部份第5.1節所述的合資
格投資項目。

然而，鑑於若干筆貸款涉及持續進行的企業重組，以及就尚未處理的任何剩餘貸款投資而言，下列基金將以腳註形式清
楚標示其持有尚未處理的剩餘貸款投資。一旦處理該等貸款後，有關腳註將會刪除：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息」增長基金 (將改名為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作出有關更新是由於盧森堡的資格規定發展所致。過往，UCITS可於若干情況下直接投資於貸款。然而，根據盧森堡金
融業監察委員會 (CSSF) 近期更新有關直接貸款投資的資格的監管慣例，經考慮投資者的最大利益後，有關投資資格已
不再被批准，並需要處理有關投資。因此，認購章程將作出更新以符合有關資格規定。

請注意，這項修訂僅由盧森堡監管機構的取態改變所帶動，對相關基金的管理方式將不會造成任何重大的影響。

除上文所述變動之外，所有基金的現有投資目標及風險類別將維持不變。

8. 認購章程加入「可持續發展投資策略」一節

認購章程將加強披露，新增1.3「可持續發展投資策略」一節。認購章程內其後的所有章節將重新編號，相互參照索引
亦相應更新。

新增章節載有以下相關資料，其中包括富達的可持續發展投資策略、可能考慮的ESG因素例子、與負責任投資原則有關
的其他資料，以及富達可持續發展評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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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雜項更新 /修訂

以下為其他亦將作出的變動：

(a) 更新信貸違約掉期的定義，以及風險值的條款；

(b) 更新本基金的董事會及管理層的概況；

(c) 更新分銷商和交易設施的地址，以及可能獲轉授投資管理職能的實體名單；

(d) 除本附錄I所披露的變動外，根據定期內部審核，更新各種基金風險類別；

(e)  更新各種風險披露，其中包括「保管風險」、「有關現金的信貸風險」、「衍生工具 / 交易對手相關風險」的
「一般」風險披露、「QFII風險」及「中國大陸稅務風險」，並新增「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及 /或科創板的相關風
險」、「焦點主題風險」及「較低和目標波幅策略的相關風險」；

(f) 作出更新以反映移除QFII額度，以及對有關提述的相應更新；

 (g)  加強披露股票基金、多元資產基金、債券基金、現金基金、富達生活理念基金、機構股票儲備基金及多元資產系統
性目標風險管理基金的投資者類別；

(h)  加強披露投資目標的附註，以澄清中國A股連接產品的使用 (適用於富達基金 – 中國消費動力基金、富達基金 – 中國
焦點基金及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以及城投債的投資 (適用於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及富達基金 – 中國高
收益基金)；

(i)  加強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內有關ESG的披露；

(j)  更改毛里求斯附屬公司的行政管理人、秘書及註冊處，由SGG Fund Services (Mauritius) Ltd改為IQ EQ Services 

(Mauritius)；

(k)  刪除認購章程及富達基金 – 歐盟50®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內有關富達基金 – 歐盟50®基金相關指數的十大成份證券比
重的披露。正如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所披露，有關歐盟50®基金的指數的最新成份證券名單，連同其各自的比
重等資料，將可於相關網站獲取；

(l)  在各項股份類別加入子指標，並就有關變動在整份認購章程作出相應修訂；

(m) 更新及加強與歐盟基準規例有關的披露；

(n) 可獲取與富達基金的風險管理程序有關的資訊；

(o) 加強與衍生工具及槓桿有關的整體風險承擔披露；

(p) 更新與管理證券借貸、回購協議及場外交易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抵押品有關的披露；

(q) 更新投資權力及保障措施 (適用於現金基金)，尤其是，本基金將不得代表任何現金基金借入及 /或借出現金； 

(r) 澄清性披露及更新有關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的披露；

(s) 更新適用於台灣註冊基金的其他投資限制；

(t)  更新及加強稅務及與稅務有關的風險披露，包括《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 (“FATCA＂) 及經合組織共同匯報標準 

(“CRS＂) 的披露；及

(u) 其他相應修訂及雜項更新、起草和編輯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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