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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由於 COVID-19 對市場情况的影響, 調整比率可能會有頻繁及重大調整。請聯絡滙豐投資基金

（香港）有限公司以獲取最新調整率。 
 



重要提示： 本文件僅載有獲准在香港向公眾人士發售的基金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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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環球投資管理 –訂價調整 
 

 

甚麽是訂價調整？ 

 
訂價調整（又稱擺動訂價）是一項保障現有基金股東

利益，以免其承擔因大［淨額］認購或贖回而導致基

金產生交易成本的機制。有關交易成本包括（但不限

於）買賣差價、經紀費用和交易稅。 

 

若不設訂價調整機制，交易成本將由基金的所有股東

承擔。反之，當實施此機制後，因有關交易成本由認

購或贖回單位的客戶促成，故是項交易成本僅由該等

客戶承擔。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利用此訂價調整機制保障現有基金

股東的利益。 

 

 

 

訂價調整機制如何運作？  

 
訂價調整機制是一個以百分比顯示，由三個主要部分

（以右列的例子說明）組成的價格系統。 

 

 

1. 限額比率 

 

在每一估值日，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將計算基金的總認

購並減去基金的總贖回。 

 

若認購較大，結果為”淨額認購”。若贖回較大，結

果則為”淨額贖回”。 

 

若於任何估值日，認購減去贖回的結果佔基金資產淨

值的百分比較限額比率高，便會觸發訂價調整。 

 

 

2. 買入調整比率 

 

當淨額認購較限額比率大，便會行使買入調整比率。 

 

於此情況下，基金的每單位資産淨值將根據買入調整

比率調高。 

 

其效果相等於要求當日認購的投資者支付額外費用，

並將是項費用投放回基金中，故現有基金股東就交易

成本毋須受不利之影響。  

 

 

3. 賣出調整比率 

 

賣出調整比率作用如買入調整比率，但適用於當淨額

贖回較限額比率大的情況。 

 

當發生此情况，基金的每單位資産淨值將根據賣出調

整比率調低。 

 

如第二頁的調整比率表所示，每隻基金的買入及賣出

調整比率可能並不相同。  

 

 

 

例子： 

 

 基金資產淨值：1 億美元 

 限額比率：資產淨值的 1% 

 認購：1,000 萬美元 

 贖回：800 萬美元 

 認購– 贖回：200 萬美元（淨額認購） 

 

根據本例子，淨額認購（ 200 萬美元） 較限額比率

（ 1 億美元的 1%， 即 100 萬美元）為高。 

 

因此，基金將按買入調整比率調高資產淨值。 

 

 

 

下頁的圖表顯示每隻基金現時行駛訂價調整的調整比

率（買入和賣出比率）。滙豐環球投資管理不會披露

任何基金的限額比率。 

 

 

 
限額比率及調整比率會否變更？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將每季檢討限額比率和調整比率。 

 

然而，本公司亦可因應特定市況隨時調整有關比率，

以保障基金的投資者。 

 

 

 

總結 

 
訂價調整機制的唯一目標是保障基金的股東。 

 

每當投資者因認購／贖回單位而受到訂價調整機制影

響時，他們實際是支付交易費用，以免對現有基金股

東購成不利。 

 

此外，若投資者決定直接進行投資，其亦將承擔有關

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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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環球投資管理 –訂價調整 
 

下表所載調整比率由 2020 年 4 月 7 日起生效。 

 

請注意 

由於 COVID-19 對市場情况的影響, 調整比率可能會有頻繁及重大調整。請聯絡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以

獲取最新調整率。 

 

投資者應注意本公司將至少每季檢討調整比率。此外，本公司亦可因應特定市況隨時調整有關比率。因此調整比

率或因不時變動而有別於本文所載。 

 

基金 調整比率 

買入 (%) 賣出 (%)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亞洲股票(日本除外) 0.35 0.3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亞太收益增長股票 0.31 0.3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亞洲小型公司股票(日本除外) 1.50 1.5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巴西股票 0.64 0.63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新興四國股票 0.54 0.54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新興四國市場股票 0.57 0.57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中國消費潮流 0.22 0.23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中國股票 0.72 0.73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經濟規模環球股票 0.27 0.21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經濟規模日本股票 0.15 0.1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經濟規模美國股票 0.25 0.2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新興消費概念 0.19 0.13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歐元債券  0.10 0.2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歐元高收益債券 1.00 1.5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歐元區股票 0.30 0.2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歐元區小型公司股票 0.70 0.5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歐洲股票 0.35 0.1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專注波幅 0.44 0.3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債券 0.18 0.18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企業債券 1.75 1.7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企業定期債券 2022* N/A 1.2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 2.00 2.0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 0.52 0.57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多元資產入息 1.20 1.21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股票氣候變化概念 0.12 0.06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股票股息 0.27 0.21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股票專注波幅 0.27 0.21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政府債券 0.10 0.1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高入息債券 1.75 1.7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高收益債券 1.75 1.7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投資級證券化信用債券 1.20 1.2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低碳債券 1.75 1.7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低碳股票 0.13 0.09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房地產股票 0.24 0.17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短期債券 0.15 0.1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香港股票 0.85 0.84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印度固定收益 0.20 0.20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印度股票 0.4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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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調整比率 

買入 (%) 賣出 (%)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全智選 ― 亞洲焦點保守 0.72 0.72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全智選 ― 亞洲焦點增長 0.32 0.32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全智選 ― 亞洲焦點入息 0.92 0.92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俄羅斯股票 0.44 0.43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泰國股票 0.36 0.36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英國股票 1.27 0.77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美元債券 0.55 0.5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美國高收益債券  1.75 1.75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美國聚焦入息 0.81 0.84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中國政府當地債券指數基金 0.09 0.09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環球綜合債券指數基金 0.18 0.18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環球企業債券指數基金 0.40 0.40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環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基金 0.95 0.95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環球股票指數基金 0.27 0.21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環球政府債券指數基金 0.13 0.13 

滙豐環球基金 ICAV ― 美國股票指數基金 0.25 0.25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亞太股票（日本除外）專注波幅基金 0.31 0.35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亞洲高入息債券基金 0.40 1.80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中國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0.52 0.53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歐元多元資產入息基金 0.13 0.09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 滙豐全方位中國債券基金 0.35 0.35 

滙豐投資信託基金 ― 滙豐亞洲債券基金 0.30 1.70 

滙豐投資信託基金 ― 滙豐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0.60 2.00 

滙豐投資信託基金 ― 滙豐中國增長基金 0.41 0.41 

滙豐投資信託基金 ― 滙豐中國動力基金 0.68 0.68 

滙豐均衡管理基金 0.33 0.30 

滙豐增長管理基金 0.40 0.37 

滙豐穩健管理基金 0.07 0.07 

滙豐平穩增長管理基金 0.04 0.04 

 

* 滙豐環球投資基金 ― 環球企業定期債券2022目前並不接受新認購。 

 

 

風險考慮 
 

投資任何基金皆附帶風險。投資產品市值及收益均可升可減，或不能收回原投資額度。 

 

潛在投資者應參閱銷售文件以便獲取包括風險因素的其它資料，並應作出投資決定前諮詢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財

務顧問尋求專業意見。 

 

本文件只提供一般性資料，文件內所載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被視為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滙豐

投資」)的促銷或建議。滙豐投資及滙豐集團對任何依賴本文件而引致的損失概不負責。有意投資者應就個別投資

項目的適合程度或其它因素尋求獨立的意見。本文件內的資料乃取自滙豐投資合理地相信可靠的來源。然而，無

論明示或暗示，滙豐投資不保證、擔保或代表本文件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有效性或完整性。 

 

此文件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批閱。 

 
^ 證監會認可並不等同對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對計劃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也不意味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

許其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