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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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

對本通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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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為「計劃」）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合併 
‐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東海灣 "A1"股 (SCMEU)(「投資選擇」） 

 
根據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的董事會（「董事會」）之通知，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東海灣」

（「合併相關基金」）將合併至「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領域股票」（「接收相關基金」），並將於2022年2月21日
（「生效日期」）起生效（「合併」）。 
 
背景資料和原因 
合併相關基金及接管相關基金具有類似的投資方針及風險概況，以及鑑於該兩個相關基金的相對規模，董事會相信合併相

關基金的投資者將受惠於與接管相關基金的合併。截至2021年9月30日，合併相關基金管理約57,000,000美元資產，而接管

相關基金於截至同日則管理約403,000,000美元資產。董事會相信，合併將可使合併相關基金的投資者能夠接觸具較寬廣投

資領域的類似投資策略，理由是接管相關基金將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新領域新興市場的公司（包括中東公

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及具有與合併相關基金相若的風險概況。 
 
合併入接管相關基金為合併相關基金的投資者提供一個基金規模更大的替代基金。合併後，接管相關基金較大的規模可提

供潛在的額外經濟規模。合併相關基金合併入接管相關基金乃為了符合該兩個基金的投資者的利益而決定。 
 
合併相關基金與接管相關基金之間的比較 
有關合併相關基金及接管相關基金的主要特性對照表可見於附錄。 
 
合併的條款 
合併相關基金並無未攤銷初步開支及未清還的成立成本。合併所招致的開支（下文所載市場相關交易成本除外），包括法

律，顧問及行政費用將由相關基金的公司的管理公司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Europe）S.A.承擔。 
 
在合併前，合併相關基金將出售任何不配合接管相關基金投資組合的資產（即由合併相關基金而非接管相關基金持有的投

資）（「非共同持股」）。 
 
由2022年2月15日起，合併相關基金持有的非共同持股估計為合併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約50％，將予出售。出售非共同持股

的收益將會在生效日期以現金轉移至接管相關基金，為了計算合併的交換比率，預期接管相關基金截至生效日期的每股資

產淨值將以攤薄調整方式上調，以由接管相關基金運用轉自合併相關基金的現金應付獲得投資所產生的市場相關交易費

用。 
 
與出售非共同持股相關的市場相關交易成本將由合併相關基金其餘的投資者在作出該項出售時承擔。預期該等交易成本將

不重大，對合併相關基金的投資者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投資者應注意，基於該項出售，於出售期開始後及於生效日期前，合併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可能無法符合合併相關基金如

香港發售文件所披露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隨著以上合併事宜，以下更新 / 安排將適用於投資選擇。 
 
a) 停止新認購/新保費分配/轉入申請 

由本通告日期起，投資選擇不再接受任何新認購/ 定期保費分配新指示/ 轉入的申請。然而，此限制不適用於根據現時

定期保費分配比率指示作出的認購。 
 

b) 相關基金的名稱與投資選擇的名稱及編號的更改 
因應合併的安排，於生效日期起投資選擇將有以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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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 合併以後 
投資選擇名稱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東海灣 "A1"股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領域股票"A1"股 
編號 SCMEU SCFMU 
相關基金名稱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東海灣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領域股票 

 
c) 持有之投資選擇的名義上之單位的轉換 

如閣下現時持有投資選擇之任何單位，閣下所持有名義上之單位將於生效日期以一個 (由施羅德決定及確認的) 換算比

率作調整。故此，閣下所持有之單位 (如有) 及投資選擇價格均會按照相關基金之調整而被調整。閣下不會因這次合併

而有任何收益 / 虧損。 
 
d) 交易安排 

請注意合併相關基金將於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14 日停止所有認購(包括現時定期保費分配)，並於 2022 年 2 月 15 日至

21 日暫停交易。因此，投資選擇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1 日期間只接受贖回/轉出申請。 投資選擇也於 2022 年 2
月 15 日至 21 日暫停估值。如閣下於 2022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21 日期間就投資選擇作任何認購 / 贖回之申請，閣下之

申請將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才作處理。 
 
需採取之行動 
如閣下之保單現已挑選投資選擇，如接受上述變更，則毋須作出任何行動。 
 
如閣下不接受上述變更，閣下可： 
(i) 於2022年2月11日下午5:30前 (或下午7時前透過網上系統)向我們提交轉換指示，將現時持有的投資選擇之名義上之單位

轉換到計劃內的其他投資選擇，而毋須繳交轉換費用；及/或 
(ii) 隨時向我們提交重新分配指示，重新調配投資選擇的現時定期保費分配比率到計劃內的其他投資選擇，而毋須繳交任

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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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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合併相關基金與接收相關基金之主要差異和相似之處 
 
 合併相關基金 接收相關基金 
相關基金 
名稱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東海灣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領域股票 

管理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單位類別 A1 
貨幣 美元 
投資目標 • 合併相關基金及接管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均包括透過主要投資於公司的股本及股本相關證券來提供資

本增值。合併相關基金通常持有 30 至 70 間公司，而接管相關基金則通常持有 50 至 70 間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合併相關基金持有 53 間公司，而接管相關基金則持有 63 間公司。合併相關基金及接

管相關基金均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各自的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 
 
• 儘管合併相關基金在地理上主要聚焦於中東及地中海新興市場和北非，而接管相關基金在地理上則主

要聚焦於新領域新興市場（即 MSCI Frontier Emerging Markets（FEM）index 或任何其他認可新領域市

場金融指數包含的國家，或投資經理視為屬於新領域新興市場國家的其他國家），惟合併相關基金及

接管相關基金的投資參與在公司及地區方面均具有某些共同性。「新領域新興市場」目前包括亞洲，

東歐，拉丁美洲，中東及非洲。截至 9 月底，接管相關基金在亞洲的投資參與約有 41%，在歐洲的投

資參與約有 18%，在中東和北非的投資參與約有 30%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資參與約有 6%。 
主要風險 1. 股票投資風險 

2. 新興和較落後市場 
3. 衍生工具 
4. 集中地理地區 
5. 小型公司風險 
6. 有關派息的風險 
7. 貨幣風險 

1. 股票投資風險 
2. 新領域市場風險 
3. 貨幣風險 
4. 小型公司風險 
5. 衍生工具 
6. 集中地理地區 
7. 有關派息的風險 

管理費 每年 1.50%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

經常性開支

比率 

每年 2.50% 每年 2.4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可變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電話: +352 341 342 202 
傳真: +352 341 342 342 

  

www.schroders.com 
R.C.S. Luxembourg – B. 8202 
For your security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may be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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