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券通常指股票，存託憑證等權益類投資工具。
△此份額為基金於香港成立的初始份額，並未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不會向中國內地的公眾人士發售。以上資
料僅供參考。所有資料截至上一個月之最後計值日（特別列明除外）。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MSCI/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報價貨幣資產淨值計，紅利再投資收益。）本基金於任何項目之投資比重如有超越投資限制所指定之限額，乃基
於市場變動所致，並會在短期內修正。
*互認基金系列PRC份額自2016.03.08成立，2016年度表現以成立日起至年底計。1)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的基準指數為MSCI
綜合亞太淨回報指數（美元交叉對沖為境外人民幣）。淨回報指數中的成分股所分派之紅利在減除預扣稅後再作投資。2)PRC美
元份額（累計）的基準指數為MSCI綜合亞太淨回報指數。淨回報指數中的成分股所分派之紅利在減除預扣稅後再作投資。3)除「平
均每年回報」外，所有數據均以成立後第一個月底開始計算。
投資回報以報價貨幣計算。若基金╱分額以外幣報價，以人民幣為本的投資者可能須承受滙率波動影響。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前請參閱銷售文件所載詳情，包括風險因素。投資價值及收益可出現波動，投資者的
投資並無保證，過去的業績並不預示未來表現。匯率波動可導致有關海外投資的價值升跌。新興市場投資
的波動程度或會較其他市場更高，並通常對價格變動較敏感，而投資者的資本損失風險也因此而較大。另
外，這些市場的經濟及政治形勢亦會比成熟經濟體系較為動盪，以致可能對投資者的投資價值構成負面 
影響。
本文件所述基金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中獲得中國證監會正式註冊的香港基金，在內地市場向公眾銷售。
該基金依照香港法律設立，其投資運作、信息披露等規範適用香港法律及香港證監會的相關規定。摩根資
產管理涵蓋摩根大通集團旗下的資產管理業務。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摩根資產管理的集成
基金業務，是本文件所載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國際信託與摩根資產管
理的合資公司，具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基金管理資格。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本文
件所述基金在內地發售的主銷售商刊發本文件。
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前瞻或意見均屬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於刊發日期所有，並可能會作出變更。上投摩
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能保證或負責本文件內容的準確性及可靠性，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就其意見、建議
或陳述所引致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文件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或發售或邀請認購任何證券、投資產品或服務。本文件所載資料均來
自被認為可靠的來源，但仍請自行核實有關資料。
本文件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的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擬備，並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監管的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發。本文件並未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或香港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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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本產品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並且由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管理，代銷機構不承擔產品的投資、兌付和風險管理責任。

•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亞太區（包括日本、澳洲及新西蘭）企業的證券。本基金將有限度地投資於以人民幣計價的相關投資標的。
• 本基金須承受貨幣、新興市場、流通性、股票風險、與中國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有關的特別風險因素，以及貨幣對沖類別的對沖及類別貨幣相關風
險。人民幣對沖類別的人民幣貨幣及貨幣對沖類別風險。人民幣現時不可自由兌換。將境外人民幣（CNH）兌換為境內人民幣（CNY）是一項貨幣管理程
序，須遵守由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政策及限制。概無保證人民幣不會在某個時間貶值。在極端市況下，市場未能提供足夠人民幣作兌換時，在獲
受托人批准後，管理人可以美元支付贖回所得款項及╱或收益分配。

• 內地投資者買賣本香港互認基金取得的轉讓所得，個人投資者自2015年12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止，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企業投資者依法征收企
業所得稅。內地投資者從本香港互認基金分配取得的收益，個人投資者由本香港互認基金在內地的代理人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企業
投資者依法征收企業所得稅。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對基金投資者的稅收政策存在差異，可能導致香港互認基金在內地銷售的份額資產回報有別於在香
港銷售的相關份額。同時，中國內地關於在內地銷售的香港互認基金與內地普通公募基金的稅收政策也存在差異。綜上，特別提醒投資者關注因稅收
政策差異而對基金資產回報可能產生的影響。內地投資者如需瞭解其投資於香港互認基金的中國稅收政策，請查閱財稅[2015]125號《關於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154號《關於繼續執行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關的稅收法規，或就各自納稅
情況征詢專業顧問的意見。

• 投資者可能需承受重大損失。
• 投資者不應單憑本文件作出投資決定。

投資目標
通過主要投資於亞太區（包括日本、澳洲及新西蘭）
企業的證券+，為投資者提供長遠資本增值。

基金資料

基金經理 Aisa Ogoshi/Robert Lloyd（香港）

成立日期
 美元（累計）類別△ 1978.05.26
 互認基金系列份額 2016.03.08

總資產值 588.3 百萬美元

報價貨幣及每單位資產淨值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16.60 人民幣 
 PRC美元份額（累計） 15.71 美元

12個月資產淨值  
 PRC人民幣對 最高 16.89 人民幣 (2019.09.24)
 沖份額（累計） 最低 14.00 人民幣 (2018.10.29)

現時費用： 申購費
贖回費
管理費

資產淨值的1.5% 
現在為0% 
每年1.5%

基金代碼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968010
 PRC美元份額（累計） 968011

Bloomberg 編號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JFPAPRH HK
 PRC美元份額（累計） JFPAPAU HK

ISIN 編號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HK0000259660
 PRC美元份額（累計） HK0000259678

2016.03.08至2019.09.30表現（以報價貨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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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表現（%）（以報價貨幣計）

近一個月 近六個月 近一年 近三年
自成立
至今 成立日期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2.3 +3.4 +2.0 +37.3 +66.0 2016.03.08
基準指數1) +2.7 -0.8 -3.0 +27.2 +45.3
PRC美元份額（累計） +2.2 +3.4 +1.9 +31.0 +57.1 2016.03.08
基準指數2) +2.6 -0.5 -2.9 +20.4 +36.6

年度表現（%）（以報價貨幣計）
2016* 2017 2018 2019上半年 年初至今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13.5 +44.3 -11.8 +14.2 +14.9
基準指數1) +11.6 +37.0 -12.8 +10.6 +9.1
PRC美元份額（累計） +12.5 +39.1 -12.8 +14.4 +15.1
基準指數2) +10.0 +31.7 -13.9 +11.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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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本產品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並且由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管理，代銷機構不承擔產品的投資、兌付和風險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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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分析
地區分布 類別分布

十大投資項目（截至2019年8月底）
項目 類別 地區 佔資產淨值比例(%)
Tencent Holdings Ltd. 通訊服務 中國 5.8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資訊科技 台灣 4.8
AIA Group Limited 金融 香港 3.8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非必需消費 中國 3.7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td. 金融 中國 3.6
Toyota Motor Corp. 非必需消費 日本 3.5
CSL Limited 健康保健 澳大利亞 3.4
Keyence Corporation 資訊科技 日本 3.3
HDFC Bank Limited 金融 印度 3.1
PT Bank Central Asia Tbk 金融 澳大利亞 2.9

統計分析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近三年 近五年
自成立 
至今3)

相關系數 0.95 - 0.94

Alpha系數（%） 0.20 - 0.27

Beta系數 1.04 - 1.02

年化波幅（%） 12.98 - 12.35

Sharpe比率 0.59 - 0.96

年化追蹤誤差（%） 4.12 - 4.07

平均每年回報（%） 11.15 - 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