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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多元資產基金
每單位資產淨值 ： A類別美元累積 - 8.15美元
基金資產總值 ： 37.5百萬美元

2022年8月
• 惠理多元資產基金（「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與全球經濟走勢掛鈎的全球市場，以達致資本增長。基金涵蓋全球的資產類別及貨幣，包括股票、
債務證券、商品、集體投資計劃、上市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及貨幣市場工具。

• 基金採取靈活資產配置策略，投資可能定期重整，因此，基金招致的交易成本可能高於採取穩定配置策略的基金。
• 基金可投資於中小型市值公司及新興市場。因此該等公司的股票一般流通性較低，在面對不利的經濟走勢之下，其股價會較為波動。
• 基金可投資無評級或低於投資評級的債券及金融衍生工具。因此，基金涉及額外風險，包括波動性風險、估值風險、槓桿風險、流通性風險、
相關性風險、交易對手╱信貸風險、法律風險、場外交易風險及結算風險等，有可能引致基金蒙受嚴重損失。

• 基金可投資或有可轉換債券，此等工具屬高風險及高度複雜的工具，或需承受轉換風險，例如或須被發行人控制範圍以外在發生觸發事件時強
制轉換，基金因此可蒙受損失。

• 就派息單位而言，基金經理目前有意每月分派股息。然而，息率並不保證。派息率並非基金回報之準則。基金在支付派息時，可從資本中支付
派息。投資者應注意從資本中支付派息時，即表示及相當於從閣下原本投資的金額中，或從該等金額賺取的資本收益中退回或提取部份款項，
可能即時導致單位價值下跌。

• 閣下不應僅就此文件提供之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請參閱有關基金之解釋備忘錄，以了解基金詳情及風險因素。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投資於主要與全球經濟走勢掛鈎的全球市場，以達致資
本增長。基金目前主要投資於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股票、固定收益證券（投
資級別及高收益債券）及其他可為投資者提供收益的投資項目，以在不同
市場週期捕捉投資機遇。

基金成立至今表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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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A類別美元累積）

基金表現 1

本基金（A類別美元累積）
年初至今 -20.8%
一個月 -3.3%
一年 -27.7%
三年 -23.0%
五年 -24.5%
成立至今總回報 -18.5%
成立至今年度化收益率 ^ -2.9%

資產淨值及代碼
類別 2 資產淨值 ISIN編碼 彭博資訊編碼
A類別美元累積 8.15 HK0000269149 VPMAAUS HK
A類別港元累積 8.13 HK0000269156 VPMAHKD HK
A類別美元每月分派 5.84 HK0000408119 VPMAUMD HK
A類別港元每月分派 5.84 HK0000408127 VPMAHMD HK
A類別澳元對沖每月分派 5.51 HK0000408135 VPMAAHM HK

派息記錄 － 每月分派類別 3

類別 2 每單位派息 年率化息率 4 除息日
A類別美元每月分派 0.0220 4.5% 31-8-2022
A類別港元每月分派 0.0219 4.5% 31-8-2022
A類別澳元對沖每月分派 0.0213 4.6% 31-8-2022

最大持倉－股票投資
股票名稱 行業 5 國家╱地區 %
中銀航空租賃有限公司 資本品 香港 4.0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零售業 香港 3.5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保險 香港 3.2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媒體與娛樂 香港 2.5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技術、硬件和設備 香港 2.9

最大持倉－固定收益投資 6

股票名稱 行業 5 國家╱地區 %
地產天空有限公司  
5.75% PERP

房地產 香港 1.1

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6.25% 06/08/2024

原材料 中國 1.0

君智管理有限公司  
5.6% PERP

綜合金融 中國 1.0

神州租車有限公司  
9.75% 03/31/2024

運輸 中國 0.7

H&H國際控股  
5.625% 10/24/2024

食品、飲料與煙草 中國 0.7

本基金 － A類別美元累積：自2015年10月13日至2022年8月31日之按月表現
年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度表現
201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4% -1.5% +0.1% -1.8%
2016 -3.5% -0.8% +1.8% +0.3% -1.1% +2.6% +2.4% +1.0% +0.5% -0.8% -2.3% -0.4% -0.5%
2017 +2.7% +1.6% +0.5% +1.0% +0.9% +0.5% +2.2% +0.8% +0.2% +2.9% +0.6% +1.2% +16.0%
2018 +4.9% -3.1% -1.5% -1.0% -0.2% -2.0% +0.4% -1.9% -0.9% -4.9% +1.5% -2.1% -10.7%
2019 +3.9% +1.9% +1.6% +0.6% -3.2% +2.5% -0.2% -2.5% +0.3% +1.6% -0.4% +3.1% +9.4%
2020 -2.6% -0.5% -12.8% +4.0% -0.3% +4.9% +5.0% +4.9% -2.5% +1.0% +5.2% +3.1% +8.1%
2021 +3.9% +1.0% -5.0% +1.0% +0.8% -1.0% -8.5% +2.5% -2.0% -2.2% -4.5% -0.3% -14.0%
2022（年初至今） -4.4% +0.2% -7.0% -2.6% -0.1% -1.0% -4.5% -3.3% -20.8%

^ 年度化收益率是基於發布的資產淨值自基金成立日計算。

https://mp.weixin.qq.com/s/jOL68MCpQbF2Ui_pRz9ZBw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value-partners-limited/
https://www.facebook.com/ValuePartnersGrou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XgN6HbI-IfA7BxE3VgL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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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料

經理人：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礎貨幣： 美元
信託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保管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A類別美元累積 – 2015年10月13日
 A類別港元累積 – 2016年8月18日
 A類別美元每月分派 – 2018年6月19日
 A類別港元每月分派 – 2018年6月19日
 A類別澳元對沖每月分派 – 2018年6月19日

基金收費
A類別

最低認購金額 10,000美元或等值金額
最低繼後認購金額 5,000美元或等值金額
認購費用 最高為5%
管理費用 每年1.75%
交易日 每日

資深投資成員

聯席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清海；蘇俊祺
高級投資董事：何民基，CFA；洪若甄
投資董事，多元資產投資主管：鍾慧欣，CFA
投資董事：鍾民頴；余辰俊；于霄，CFA
高級基金經理：操禮豔；陳子棟，CFA；何佩詩；羅景，CFA；徐福宏

主要基金及公司獎項

最佳基金機構－多元資產投資 13

~ Asian Private Banker資產管理大獎2022

最佳總回報－多元資產配置（一年期及三年期，季軍） 14

~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及彭博－2020年離岸中資基金大獎

資料來源：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及彭博資訊。所有資料截至上列月之最後計值日（特別列明除外），表現以基礎貨幣資產淨值計，收益再撥作投資及已扣除所有費用。指數僅供參考之用。
欲索取投資組合的披露政策，請電郵至fis@vp.com.hk聯絡基金經理。
1. 自2018年6月19日起，本基金將從一項投資於多元資產的基金中之基金，改為一項多元資產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詳情也亦有所更改。2018年6月19日之前的表現是在現時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
致。詳情請參閱銷售文件。2. 各對沖單位類別將盡量把基金之基礎貨幣就各對沖類別作對沖安排。然而，若以基金基礎貨幣來衡量對沖單位類別表現的波動性，其可能較基金基礎貨幣單位類別為
高。對沖單位類別可能適合欲減低其所選擇之貨幣與基金基礎貨幣之間匯率變動之影響的投資者。3. 管理人現計劃就基金各派息類別每月宣佈及派發等同有關類別單位全數或大部分之淨收入的股
息，然而並不保證實際派息與否，亦未有設定預期派息率。基金累積股份類別不設派息。基金在支付派息時，可從資本中支付派息。投資者應注意從資本中支付派息時，即表示及相當於從閣下原本
投資的金額中，或從該等金額賺取的資本收益中退回或提取部份款項，可能即時導致單位價值下跌。請參閱有關基金之解釋備忘錄，以了解基金派息政策等詳情。4. 年率化息率的計算方法：以每月
分派類別為基礎－（最近一次之股息╱除息日的基金資產淨值）x 12。投資者應注意，息率數據只屬估算並作參考之用，並不表示本基金的實際表現，亦不保證實際的派息週期及╱或金額。5. 分類是
根據全球行業分類標準。6. 最高持倉不包括由經理人管理之外部投資基金，但包括由經理人管理的投資基金持有之基礎證券。7. 此市場預測資料取自FactSet及彭博資訊。組合收益率是組合所有證
券收益率的加權平均。8. 波幅是基於過去三年的每月回報，根據標準差計算理論風險之量衡。9. 股票按上市國家分類，固定收益證券按風險國家分類。10. 現金：6.4%，包括應收款和應付款項（現
金抵押品及保證金除外）。11. 信貸評級採用由三間主要外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或惠譽）的其中最低信用評級。發行人評級可用於未評級證券。12. 加權平均信貸評級乃以投資組合內每種債券
的信貸評級的加權平均水平推算。發行人評級可用於未評級證券。平均信貸評級之的計算方法為對所有信貸評級（即從最高的AAA級到最低的D級）分配一個連續整數，並根據市場價值對債券持有量進
行簡單的資產加權平均，然後舍入最近的評級。由於債券評級的降幅及違約風險的增幅不成比例，信貸評級的簡單加權平均值並非對投資組合違約風險的量化基準。13. 各獎項類別均按Asian Private 
Banker 釐定之加權標準作評審（涵蓋產品表現、資產構建、服務能力/質素及基金決策者意見）。14. 有關獎項表彰由CAMAHK會員發行的多元資產配置基金之中表現最優秀基金，該等基金需具備至少一年
的業績，截至2020年9月30日。彭博使用calcroute field “RT095-Custom Total Return Holding Period” 計算各合資格基金的1年，3年和5年總回報。15. 僅供香港投資者使用。
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基金過往業績並不表示將來的回報。投資者應參閱有關基金之解釋備忘錄，以了解基金詳情及風險因素，尤其特別注意投資新興市場涉及之風險。本文件
所列出的數據是搜集自被認為是可靠的資料來源，然而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並不保證由第三方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或完整性。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刊發人：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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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特色
截至2022年8月31日
組合收益率 7 3.9%

本基金（A類別美元累積）
年度化波幅率（三年） 8 13.8%

資產（上市）地區分佈 (%) 9

股票 固定收益 其他資產 總計
香港 54.4 4.4 - 58.8
中國 6.5 13.7 - 20.2
巴西 - 6.5 - 6.5
台灣 2.5 - - 2.5
美國 0.8 - - 0.8
新加坡 - 0.5 - 0.5
澳門 - 0.4 - 0.4
其他 - - 3.9 3.9
現金 10 - - - 6.4
總計 64.2 25.5 3.9 100.0

資產行業分佈 (%) 5

股票 固定收益 其他資產 總計
工業 10.5 4.4 - 14.9
非日常生活消費品 12.5 2.3 - 14.8
金融 9.8 3.7 - 13.5
信息技術 10.1 0.4 - 10.5
房地產 2.6 4.4 - 7.0
原材料 4.9 1.4 - 6.3
通訊服務 4.1 - - 4.1
日常消費品 3.3 0.7 - 4.0
公用事業 2.1 1.3 - 3.4
醫療保健 2.6 - - 2.6
能源 1.7 0.4 - 2.1
其他 - 6.5 3.9 10.4
現金 10 - - - 6.4
總計 64.2 25.5 3.9 100.0

信貸評級 11

5.0%

4.5%
9.7%

5.0%

1.3%A
BBB

BB
B 或以下
無評級

 

投資級別 6.3%
高收益 9.5%
平均信貸評級 12 BB

掃瞄二維碼以獲取基金文件15：

https://www.valuepartners-group.com/doc/FOD/multi-asset-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