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全球基金精选 QDUR060USD

二零二三年一季度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洲可持续发展价值股票基金
(A类股份 收息单位)

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产品登记编码

( "理财系统登记编码" )

渣打银行理财产品编号 理财系统登记编码

QDUR060USD C1067114000040

本文件所述之产品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由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根据境外产品管理人 向本行提供的数据为

客户提供，旨在向客户披露代客境外理财计划下所投资之基金的部分信息，仅供参考。客户购买该 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的款项将由渣打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投资于境外产品。此境外产品发行人并未获得授权直接在中国 境内发售。购买本产品的客户将不拥有直接购买该等境外

产品的权益，亦不能直接向境外产品发行人主张任何权利。

风险提示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件不构成买卖任何金融产品的要约或要约邀请。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

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本文件所涉产品为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和收益。您于整个投资期间获得的收益可能为

零，您的本金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损失全部本金。

产品红利由银行依据境外产品红利（境外产品是否派发红利、派发红利的频率和具体金额由境外产品发行人决定）厘定。银行不对产品

红利的金额、是否派发及派发频率作任何的保证。产品红利的派发行为并不构成对产品投资本金的保证。

详细风险提示及具体产品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应产品文件。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最不利投资情形：

本产品不保证本金和收益。您投资本金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损失全部本金。最不利投资情形下，收益为零并损失全部本金。

主要投资 (%)

4.60Sanofi

4.14Carrefour SA

3.96GSK PLC

3.94BT Group PLC

3.92Henkel AG & Co KGaA

3.68Orange SA

3.61Swiss Re AG

3.59Novartis AG

3.49ProSiebenSat.1 Media SE

3.31Land Securities Group PLC

注：关于持仓规模，可以通过基金总值及相关比率计算得出。

渣打风险评级渣打风险评级²渣打风险评级

非常积极型

稳健型保守型

积极型适度积极型

风险规避型

可依据理财系统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 查询该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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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目标
本基金旨在通过投资于欧洲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关证券，以提供收益和资本增值。

基金资料
本月最后的交易日净值 美元22.7453(A类收息-美元对冲)

最高/最低 (过去十二个月) 美元23.6707/18.2914

年度回报率 (3年) 18.36%

年均相对波幅 (3年) 20.70%

贝他 (3年) 0.86

夏普比率 (3年) 0.86

基金经理 Andrew Evans & Roberta Barr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27日 (A类收息-美元对冲)成立日期

资产值 (百万元) 美元77.46

财政年度结算日 12月31日

境外产品相关费用：

每年资产净值的1.5%管理费 (年费率)

存管费 (年费率) 不多于资产净值的0.3%

交易费用 (由存管处征收) 每宗交易不多于75美元

会计及估值服务费 (年费率) 不多于资产净值的0.0083%

其他费用 由境外产品发行人决定

可认购单位类别 ISIN号码彭博代码派息政策

A类收息-美元对冲 MF LU0981932782SCHEUAH LX

本文件无任何部分构成在中国境内购买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洲可持续发展价值股

票基金(A类股份 收息单位)的邀约。投资者不因购买渣打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全

球基金精选QDUR060USD而与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洲可持续发展价值股票基金

(A类股份 收息单位)、其基金经理人/ 管理公司或其他关联机构产生任何法律或合同上

的关系。

基金表现

基金

基金总回报 

63.16

自设立日起 

  1.92  23.41     65.81  8.81  8.81基金

年初至今 3个月 1年 5年 累积表现 (%) 3年 6个月 

28.79

基金总回报回     2018   2019   2020      2022 2021

基金           31.76 -16.57 18.88 -2.27

基金总回报 (%)

-7.31

地区资产分布 (%)
英国 28.26

德国 17.10法国 13.19
美国 12.17
意大利 5.83

比利时 4.90
瑞典 4.81

流动
资产 4.60

瑞士 3.59
其他 5.55

资产分布 (%)

股票 95.40

流动
资产 4.60

行业资产分布 (%)

金融 24.38

通讯
服务 23.86

必需
消费品 14.40

健康
护理 13.90

非必需
消费品 8.12

流动
资产 4.60

工业
制造 4.46

房地产 3.31

资讯
科技 2.99

资料来源 :晨星
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

代客境外理财计划－全球基金精选  QDUR060USD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欧洲可持续发展价值股票基金 (A类股份 收息单位)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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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金过往派息记录

  QDUR060USD 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 - 欧洲可持续发展价值股票基金 (A类收息 - 美元对冲)

复利年化股息率** 除息日股价记录日股价每股股息货币派发日期除息日记录日

4.39%22.164122.40690.079528美元2023年4月11日2023年3月23日2023年3月22日

1.49%23.138722.96800.028484美元2023年3月1日2023年2月16日2023年2月15日

0.31%22.336522.12670.005849美元2023年1月30日2023年1月12日2023年1月11日

境外产品发行人或销售人对派息率不会作出保证，其可酌情决定从基金的资本中支付派息。即相当于从投资者原本投资的金额中，或从该等金额赚取的资本收益中退回或提取部分款

项，可能即时导致相关收息单位的价值下跌。派息结算日通常但在任何情况下并不保证为境外产品派息支付日后的8个营业日内。境外产品发行人或销售人有独立及绝对酌情权改变派息

率、次数、派息依据或其他而相应发生改变。过往业绩和派息记录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也不构成本理财产品业绩或分红派息的依据或指标。

**复利年化股息率基于仅当月分派的股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1+每股分派/除息日期的股价)^一年的派息频率-1]。本计算方法 根据当月的股息年化而得,实际的股息率可能较低。

资料来源：施罗德投资，基金资料和基金表现截至2023年3月31日。基金表现以资产净值价(美元)计算，收益再投资。本基金之资产值已涵盖其所有类别。 

风险因素: 投资涉及风险。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详情(包括风险因素) 请参阅有关销售文件。基金有可能于符合有关投资限制的情况下投资金融衍生工具。有关投资于金融衍生工具及就新兴市场的证券投

资所涉及的风险，详情请参阅有关销售文件。基金价格及其收益可跌可升，投资者或未必能悉数收回投资金额。汇率变动可导致境外投资的价值下跌。投资者不应仅根据本资料作出投资决定。以港元/美元投资於其

他货币计值的基金投资者，或要承担汇价波动的风险。并非所有基金持有的证券或投资项目均交投活跃，所以其流动性可能偏低。基金亦可能因不利市场情况导致流动性受限制。因市场内部和外部原因，基金产品如

不能按约定及时变现，投资者可能会蒙受损失。基金存续规模可参见基金资产值。

© Morningstar 2023.保留所有权利。此处包含的资讯为：（1）为晨星和/或其内容提供者所专有；(2）不得复制或流通；以及 （3）并不保证是准确、完全或及时的。晨星及其内容提供者对于使用这些资讯所造成的

损害或损失，概不承担任何责任。过往表现未必可作日  后业绩的准则。

特别声明

1. 本文件由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 提供，仅供参考之用。

2. 渣打风险评级为渣打银行内部评定，从风险规避型、保守型、稳健型、适度积极型、积极型、非常积极型分别代表风险指数由低到高。

3. 任何产品的过往表现均不能作为其将来表现的指引，亦不能作为类似或任何其他新发产品表现的保证。

4. 本文件的内容并未考虑任何特定人士的具体投资目标、财务状况、特定需求等，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推荐。投

资者应当对本文件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必要时应咨询第三方专业顾问的意见。除非渣打银行有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依据或

者使用本文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渣打银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由第三方提供的信息并未由渣打银行独立确证。除非渣打银行有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渣打银行不对该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任何义务、担保、保证或责任。

6. 文件中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文件出具时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可能随时更改。

7.渣打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关联公司、员工或客户可能与文件中提及的产品 (或相关金融工具或其相关衍生品) 有利害关系，具体情形包含

与本文件所述任何产品有关的经营、持有、做市行为或从事金融或咨询服务等活动。

8. 本文件的版权为渣打银行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或储存于任何检

索系统内。

9. 本产品的相关费用请详见产品销售文件。

10.本产品表现与境外基金的表现挂钩，一般情况下等同于境外基金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