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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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智之選系列」計劃內投資選擇的更改。「財智之選系列」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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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投資選擇之新認購申請 (於 2013 年 2 月 8 日起生效 )  

–百利達全球農業美元基金“一般”股份  (“BPAGU” )  

 

根據法國巴黎投資之通告，以上投資選擇之相關基金“百利達全球農業美元基金”已暫停任何新認購之申請。 

 

隨著上述暫停相關基金新認購之申請，投資選擇“百利達全球農業美元基金“一般”股份”(BPAGU) 亦將於 2013 年

2 月 8 日起終止任何新認購 / 轉入的申請。根據保單條款內“終止投資選擇”或“取消投資基金”之條款部份，我們

有權隨時終止任何投資選擇。 

 

於 2013 年 2 月 8 日或以後，任何就本投資選擇的新認購 / 新保費分配比率 / 轉入之申請均不被接受。然而，閣下於

2013 年 2 月 8 日前就本投資選擇所認講而持有之單位〈如有〉將不受影響。惟贖回或轉出本投資選擇之交易將不受限

制。 

 

如閣下於 2013 年 2 月 8 日或以後，就本投資選擇已作任何新認購 / 轉入之申請，暫不能被處理並有待閣下進一步指

示。未被分配的資金於暫停處理期間將不獲派利息。 

 

閣下可於 2013 年 3 月 1 日下午 5:30 前，將上述投資選擇的暫不能被處理之新認購 / 轉入之申請〈如有〉及 / 或現時保

費分配比率〈如有〉更改到計劃內的其他投資選擇，而毋須繳交任何轉換費用。閣下可以隨函附奉的「調動保單價值

申請書(A15)」辦理有關申請。不然，如本公司未能收到閣下之通知，閣下就上述投資選擇的暫不能被處理之新認購 / 

轉入之申請〈如有〉及 / 或現時保費分配比率〈如有〉將於 2013 年 3 月 1 日自動更改至「美國萬通施羅德金融市場基

金」。 

 

有關「美國萬通施羅德金融市場基金」(SCHDU) 的資料，請參照如下： 

貨幣： 美元  

估值日： 每營業日。獲批核的股份買賣申請的交易日為申請獲批核後的第三個估值

日。  

相關基金費用： 每年 0.25%  

投資目標及策略： 除小部份現金外，本投資選擇單一投資於「施羅德金融市場基金」。相關基

金目標是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投資媒介，使該等投資者得以從備受管理的短

期金融市場投資組合中賺取高息，並投資於不超過一年期之港元存款或以

港元為本位之金融市場工具。  

 相關基金以港元為貨幣單位。  

相關基金的投資經理: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閣下可向美國萬通保險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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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及股東通知書，或登

入本公司之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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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上投資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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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部份投資選擇均豁免認購及轉換時的買賣差

價。有關詳情，請參閱投資選擇冊子或致電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 香港 (852) 2919 9797 / 澳門(853) 

2832 2622。 

 



 

 

Dear client,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manages funds exposed to commodities on behalf of its clients. These funds are 
approved by the AMF or the CSSF, comply with the European UCITS directive and, as such, provide the required 
transparency.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is not a major player on the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market and 
has no physical commodity investments.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crucial nature of food safety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d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a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financi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markets, for 
several years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has adopted measures which aim to minimise its potential footprint 
on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Further to the commitments we made in 2011, and in keeping with the principle of ongo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discussion of the link betwee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the volatility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s,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has decided act with more caution.  As such, given the lack of a 
consensus in this debate, we hereby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subscriptions to the Parvest World 
Agriculture funds. 
 
We will of course ensure that we keep you informed of any changes to these funds and, in the meantime,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should you requir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Sincerely,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Asia Limited 

Clien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on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