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件所述之產品為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代客境外理財產品，由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根據境外產品管理人向

本行提供的數據為客戶提供，旨在向客戶披露代客境外理財計劃下所投資之基金的部分信息，僅供參考。客戶購買該代客

境外理財產品的款項將由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投資於境外產品。此境外產品發行人並未獲得授權直接在中國境內發

售。購買本產品的客戶將不擁有直接購買該等境外產品的權益，亦不能直接向境外產品發行人主張任何權利。

 理財非存款、產品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件不構成買賣任何金融產品的要約或要約邀請。理財產品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表現，

不等於理財產品實際收益，投資須謹慎。 
 本文件所涉產品為開放式公募理財產品，屬於非保本浮動收益理財產品，不保證本金和收益。您於整個投資期間獲得的收益可能為

零，您的本金可能會因市場變動而蒙受重大損失，甚至損失全部本金。

 產品紅利由銀行依據境外產品紅利（境外產品是否派發紅利、派發紅利的頻率和具體金額由境外產品發行人決定）釐定。銀行不對本

產品紅利的金額、是否派發以及派發頻率作任何的保證。產品紅利的派發行為並不構成對產品投資本金的保證。  
 詳細風險提示及具體產品信息，請仔細閱讀相應產品文件。您應充分認識投資風險，謹慎投資。

最不利投資情形： 

本產品不保證本金和收益。您投資本金可能會因市場變動而蒙受重大損失，甚至損失全部本金。最不利投資情形下，收益為零並損失

全部本金。

第
 1
頁

1 可依據理財系統登記編碼在「中國理財網」(www.chinawealth.com.cn) 查詢該產品信息

代客境外理財計劃 ﹣全球基金精選
二○二三年1季

□ 風險規避型 □ 保守型 □ 穩健型 □ 適度積極型 □ 積極型 □ 非常積極型

渣打風險評級

網址 : www.sc.com/cn

風險提示 

摩根基金 - 美國價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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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銀行業理財信息登記系統產品登記編碼

（“理財系統登記編碼”）1

渣打銀行理財產品編號 理財系統登記編碼

QDUR078USD C1067115000011

QDUR078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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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境外理財計劃 ﹣全球基金精選

所有資料截至2023年3月31日 (特別列明除外)。

二○二三年1季

資產類別
股票 98.7%
現金 1.3%
債券 0.0%

流動資金 1.3 美國 98.7

流動資金 1.3
房地產 1.2

公用事業 4.5
通訊服務 5.7
必需消費 5.8

物料 6.2
資訊科技 7.7

能源 8.7

金融 23.3

健康護理 18.0

非必需消費 8.9

工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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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累計 ) - 美元類別 羅素 1000 價值指數 ( 已扣除 30% 預扣稅之總回報淨額 )1)

境外基金投資目標

 l 透過主要投資於偏重價值風格之美國企業組合，以期提供
長期資本增值。

境外基金資料 (A( 累計 ) - 美元類別 )
單位資產淨值 美元31.44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最高/最低 (過去十二個月) 美元高33.90/28.56
平均每年回報 (3年)  17.83%
年化波幅 (3年)  17.27%
貝他 (3年)  0.92
夏普比率 (3年)  0.97
管理及顧問費 (年費率)： 每年資產淨值之1.50%  
 (最高可達3.0%）

經營及行政開支 最高達每年資產淨值之0.3%
(年費率，包括保管人費用)：
其他收費和開支 由境外產品發行人決定

基金經理 Clare Hart / Andrew Brandon/ 
 Dave Silberman
成立日期

(每月派息) - 美元類別： 2005年3月31日

基金總值 (百萬元)  美元4,024.3
財政年度結算日 6月30日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以報價貨幣資產淨值計，收益再撥作投資。) 基金評級來源：Morningstar,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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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再撥作投資之收益已減除30%預扣稅。2006年1月1日以前為標準普爾500/Barra價值指數 (總回報總額) 
* 渣打風險評級為渣打銀行內部評定，從風險規避型、保守型、穩健型、适度積极型、積极型、非常積极型分別代表風險指數由低到高。
1.  並非所有基金持有的證券或投資項目均交投活躍，所以其流動性可能偏低。基金亦可能因不利市場情況導致流動性受限制。因市場內部和外部原因，基金產品如不能按約定及時變現，投資者可能會蒙受損失。
2. 基金存續規模可參見基金資產值。

特別聲明
1.  本文件由渣打銀行 (中國) 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提供，僅供參考之用。
2.  渣打風險評級為渣打銀行內部評定，從風險規避型、保守型、穩健型、適度積極型、積極型、非常積極型分別代表風險指數由低到高。
3. 任何產品的過往表現均不能作為其將來表現的指引，亦不能作為類似或任何其他新發產品表現的保證。
4. 本文件的內容並未考慮任何特定人士的具體投資目標、財務狀況、特定需求等，在任何時候均不構成對任何特定個人或群體的推薦。投資

者應當對本文件中的信息和意見進行獨立評估，必要時應咨詢第三方專業顧問的意見。除非渣打銀行有欺詐，惡意或重大過失，對依據或
者使用本文件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渣打銀行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5.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由第三方提供的信息並未由渣打銀行獨立確證。除非渣打銀行有欺詐，惡意或重大過失，渣打銀行不對該信息的準確性
和完整性承擔任何義務、擔保、保證或責任。

6. 文件中所載的意見、評估及預測僅為本文件出具時的觀點和判斷，該等意見、評估及預測可能隨時更改。
7. 渣打銀行及其分支機構、關聯公司、員工或客戶可能與文件中提及的產品 (或相關金融工具或其相關衍生品) 有利害關係，具體情形包含與

本文件所述任何產品有關的經營、持有、做市行為或從事 金融或咨詢服務等活動。
8. 本文件的版權為渣打銀行所有，未經書面許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轉發、翻版、複製、刊登、發表或引用，或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內。
9. 本產品的相關費用請詳見產品銷售文件。
10. 本產品表現與境外基金的表現掛鈎，一般情況下等同於境外基金表現。

境外基金主要投資 (%) ( 截至 2023 年 2 月底 )

境外基金地區資產分布 (%)

境外基金行業資產分布 (%)

境外基金評級

可認購單位類別

     ★★★
晨星星號評級

基金評級來源：Morningstar, Inc.，頒授予 A(累計) - 美元類別。(截至2023年3月31日)。

境外基金表現 ( 以報價貨幣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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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無任何部分構成在中國大陸境內購買摩根基金－美國價值基金的邀約。投資者不因購
買渣打銀行代客境外理財產品－全球基金精選－摩根基金－美國價值基金而與摩根基金－美
國價值基金、其基金經理人/管理公司或其他關聯機構產生任何法律或合同上的關係。

摩根基金 - 美國價值基金
理財產品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表現，不等於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投資須謹慎。

QDUR078USD

 彭博代碼 ISIN代碼
A(累計) - 美元類別 JPUVAAU LX LU0210536511

走
勢
比
較 %

變
動
幅
度(   )

累積表現 (%) 年初至今 1個月 1年 3年 5年 自成立至今

A(累計) - 美元類別 -1.4 -2.6 -7.1 +63.6 +41.9 +214.4
基準指數 (以美元計) 1) +0.8 -0.5 -6.6 +60.8 +38.6 +224.0

年度表現 (%)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A(累計) - 美元類別 -5.8 +26.6 +2.5 +27.3 -11.6
基準指數 (以美元計) 1) -8.1 +24.4 +2.0 +25.6 -8.9
本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單位淨值 : A(累計)-美元類別 : 31.44美元。 
產品所投資境外基金的業績基準是：羅素1000價值指數 (已扣除30%預扣稅之總回報
淨額 )。業績比較基準不是預期收益率，不代表產品及/或產品所投資境外基金的未來
表現和實際收益，不構成對產品收益的承諾。

Exxon Mobil 能源 2.9
Wells Fargo 金融 2.7
ConocoPhillips 能源 2.5
Morgan Stanley 金融 2.3
Bristol Myers Squibb 健康護理 2.3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物料 2.1
Blackrock 金融 2.1
Axalta Coating Systems 物料 2.0
Berkshire Hathaway 金融 2.0
UnitedHealth 健康護理 1.8
關於持倉規模，可以通過基金總值及相關比率計算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