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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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CFU 及 FISEU - 更新投資目標 

 

根據富達基金(香港)有限公司之通告，於 2011 年 4 月 15 日起，富達基金董事會決定更改相關基金“富達基金 – 中國

焦點基金＂及“富達基金 – 東南亞基金＂之投資目標。 

 

以下為有關投資選擇的相關基金之修訂後的投資目標: 
 

i. 富達基金 – 中國焦點基金“A”股 (FICFU) 
 現行 (於 2011 年 4 月 15 日起) 更新為 
投資目標 相關基金主要集中投資在中國及香港上

市的中國公司證券，亦會投資在中國進

行顯著商業活動的非中國公司證券。 
 
投資經理投資於錄得增長且估值合理的

公司，特別是投資前景吸引，但被錯誤

定價的證券。投資經理特別注重公司經

營模式的質素、專營權、管理層和財務

狀況。 

相關基金主要集中投資在中國及香港上市

的中國公司證券，亦會投資在中國進行顯

著商業活動的非中國公司證券。基金可把

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投資經理投資於錄得增長且估值合理的公

司，特別是投資前景吸引，但被錯誤定價

的證券。投資經理特別注重公司經營模式

的質素、專營權、管理層和財務狀況。 
 

ii. 富達基金 – 東南亞基金“A”股 (FISEU) 
 現行 (於 2011 年 4 月 15 日起) 更新為 
投資目標 相關基金首要投資於在太平洋盤地（日

本除外）證券交易所掛牌的股票證券。 
 
投資經理以「由下而上」的取向選股，

專注深入分析基本因素。其投資風格以

增長主導，致力物色平均盈利增長潛力

優於行業和市場，且估值吸引的股票。

他投資於各類型市值的公司，包括大型

與中型公司，主要由於有關公司在企業

盈利增長、管理能力及誠信方面擁有較

長期的往績。他亦投資於管理優秀而長

線前景樂觀的小型公司。投資經理傾向

透過評估現金流量與盈利增長預測（而

非資產或賬面值），以衡量一家公司的

估值，因為投資經理認為盈利和現金流

量更能反映公司的長遠增長前景。 

相關基金首要投資於在太平洋盤地（日本

除外）證券交易所掛牌的股票證券。基金

可把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投資經理以「由下而上」的取向選股，專

注深入分析基本因素。其投資風格以增長

主導，致力物色平均盈利增長潛力優於行

業和市場，且估值吸引的股票。他投資於

各類型市值的公司，包括大型與中型公

司，主要由於有關公司在企業盈利增長、

管理能力及誠信方面擁有較長期的往績。

他亦投資於管理優秀而長線前景樂觀的小

型公司。投資經理傾向透過評估現金流量

與盈利增長預測（而非資產或賬面值），

以衡量一家公司的估值，因為投資經理認

為盈利和現金流量更能反映公司的長遠增

長前景。 
 

 

閣下可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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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及股東通知書，或登入本公司之網頁

http://www.massmutualasia.com/tc/main/invest/pc_fund_search/invest_notice_of_changes.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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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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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股東： 

重要須知：有關富達基金 － 東南亞基金的變動 
 
富達基金的董事會（「董事會」）一直致力貫徹目標，藉此強化其產品系列及配合市場發展，確保為股東提供

多元化、靈活、透明及具價值的投資選擇。為達到這些目標，我們謹此通知閣下富達基金 － 東南亞基金（「基

金」）將作出變動，以便為投資者締造更多投資機會。 
 
更改認購章程用語的目的是擴闊基金的合資格投資工具範圍，容許基金把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現行法規，外國投資者可透過已取得中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地位的機構，投資於中國 A 股。鑑於中國的增長機會龐大，基金獲准透過 QFII 額度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可

即時讓基金把握投資中國市場的良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時 QFII 法規對中國 A 股投資訂明若干限制（包括有關投資限制、最低投資鎖定期，

以及撤回資本與收益等規則）。在極端的情況下，基金可能因投資機會有限、QFII 的投資限制、中國 A 股市場

欠流通，及／或交易執行或交易結算延遲或中斷而引致虧損。此外，基金亦須就有關投資，承受基金報價貨幣

與人民幣之間的匯率波動的風險。 

由 2011 年 4 月 15 日 起，基金的投資目標將加入下列句子： 

「基金可把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請注意，有關變動對閣下應支付的費用水平將不會造成任何影響。有關變動所帶來的一切項目費用將由基金的

投資經理承擔。 

下一步行動 

若閣下同意上述建議的變動，則毋須採取任何行動。 
 
若閣下並不同意有關變動，可免費轉換至任何其他適用的富達基金，或可選擇贖回基金資產，費用全免。有關

贖回或轉換指示須於2011年4月14日中午12時（英國時間）／下午4時（香港時間）（歐洲中部時間下午1時）

之前的任何估值日作出，並按現行每股資產淨值計算。若閣下有意贖回或轉換持倉，請與閣下的財務顧問或慣

常的富達聯絡人聯絡。 

 
務請垂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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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對本函內容的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已作出一切合理的查詢，盡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漏其他重要的事

項，致使本函所載的任何陳述含有誤導成份。 
 

如對本函所述變動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富達個人理財熱線 (852) 2629 2629 查詢。 

 

 
Marc Wathelet 
FIL (Luxembourg) S.A.董事 
富達基金公司董事 
謹啟 
2011 年 3 月 14 日 

富達基金

Société d' 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B34036
電話： +352 250 404 (1)
傳真： +352 26 38 3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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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股東： 

重要須知：有關富達基金 － 中國焦點基金的變動 
 
富達基金的董事會（「董事會」）一直致力貫徹目標，藉此強化其產品系列及配合市場發展，確保為股東提供

多元化、靈活、透明及具價值的投資選擇。為達到這些目標，我們謹此通知閣下富達基金 － 中國焦點基金

（「基金」）將作出變動，以便為投資者締造更多投資機會。 
 
更改認購章程用語的目的是擴闊基金的合資格投資工具範圍，容許基金把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現行法規，外國投資者可透過已取得中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地位的機構，投資於中國 A 股。鑑於中國的增長機會龐大，基金獲准透過 QFII 額度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可

即時讓基金把握投資中國市場的良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時 QFII 法規對中國 A 股投資訂明若干限制（包括有關投資限制、最低投資鎖定期，

以及撤回資本與收益等規則）。在極端的情況下，基金可能因投資機會有限、QFII 的投資限制、中國 A 股市場

欠流通，及／或交易執行或交易結算延遲或中斷而引致虧損。此外，基金亦須就有關投資，承受基金報價貨幣

與人民幣之間的匯率波動的風險。 

由 2011 年 4 月 15 日起，基金的投資目標將加入下列句子： 

「基金可把最高 1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 

請注意，有關變動對閣下應支付的費用水平將不會造成任何影響。有關變動所帶來的一切項目費用將由基金的

投資經理承擔。 

下一步行動 

若閣下同意上述建議的變動，則毋須採取任何行動。 
 
若閣下並不同意有關變動，可免費轉換至任何其他適用的富達基金，或可選擇贖回基金資產，費用全免。有關

贖回或轉換指示須於 2011 年 4 月 14 日 中午 12 時（英國時間）／下午 4 時（香港時間）（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1 時）之前的任何估值日作出，並按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計算。若閣下有意贖回或轉換持倉，請與閣下的財務

顧問或慣常的富達聯絡人聯絡。 

務請垂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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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對本函內容的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已作出一切合理的查詢，盡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漏其他重要的事

項，致使本函所載的任何陳述含有誤導成份。 

如對本函所述變動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富達個人理財熱線 (852) 2629 2629 查詢。 

 

 

Marc Wathelet 
FIL (Luxembourg) S.A.董事 
富達基金公司董事 
謹啟 
2011 年 3 月 14 日 

富達基金

Société d' 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B34036
電話： +352 250 404 (1)
傳真： +352 26 38 39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