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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亚太 
潜能基金
把握亚洲的投资机会



投资目标基金*的 
三大理由 1  投资专注于增长/ 质量/ 估值的亚太股票投资 

组合。

2  采用无约束式的亚太股票投资策略，实现跨国
及跨行业的灵活配置。

3 投资于亚洲有着结构性成长的公司。

* 目标基金指安联环球投资基金 – 安联东方入息。

投资专注于增长/ 
质量/ 估值的亚太
股票投资组合

资料来源：安联环球投资，截至2021年。在投资流程的任何特定阶段，选择标准均可能与上述不
同。上述的图表及陈述反映应用于该策略的典型投资流程。在任何特定时间，其他标准都可能
会影响投资流程。 

目标基金主要投资于亚太地区的投资方案，并专注于 55-75 个高信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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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有着结构性
成长的公司示例

采用无约束式 
的亚太股票投资
策略
目标基金可实现跨国及跨行业资产灵活 
配置，并能够在动荡时期投资固定收益/ 
现金。

科技
•	 	总部位于韩国的全球领先

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电子
检测设备公司

•	 	专注于半导体检测系统的
日本公司

•	 	台湾服务器及个人电脑电
子芯片制造商

医疗保健 / 医疗
•	 	采用聚合物技术开发支持

组织修复的创新型医疗设
备的公司

•	 	专注于肿瘤学的中国生物
制药公司

•	 	世界领先的专业树状物产
品开发公司

工业
•	 	提供货运、仓储和物流服

务的纽西兰公司

•	 	业务范围广泛的日本大型
综合贸易集团

•	 	日本工厂自动化系统和机
器人制造商

消费
•	 	台湾领先的化妆品及个人

用品零售商 

•	 	日本领先的消费者对消费
者 (C2C) 线上市场

•	 	中国最大的线上零售商  
– 涵盖新鲜食品、服装、化
妆品等多项业务

资料来源：安联环球投资，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述信息仅供说明用途，旨在展示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不应视为购买或出售任何特定证券或策略的建议或投资建议。当
您收到本文件时，无法保证此处所讨论的任何证券仍保留在账户的投资组合内。 

资料来源：IDS GmbH – Analysis and Reporting Services、安联环球投资；数据截至2021年 
6月30日。

过往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个别业绩可能会有所不同。上述账户信息为代表性投资组合
专用，仅作说明用途，仅显示综合方案中一个账户的情况。此处所示的代表性投资组合特征可
能与综合方案及综合方案中的其他账户的特征有所不同。本报告所载信息不应视为有关任何特
定证券或策略的建议。当您收到本文件时，无法保证此处所讨论的任何证券仍保留在账户的投
资组合内。

按地区划分的投资组合 (自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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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金资讯
基金名称 宏利亚太潜能基金 (“本基金”)

基金经理 宏利投资管理 (马) 有限公司
200801033087 (834424-U)

基金类别 支线基金

基础货币 美元

货币级别 A (美元) 类别、A (马币对冲) 类别、A (澳元对冲) 类别及A (新元对冲) 类别 

投资目标 本基金旨在通过投资一项集体投资计划, 以实现资本增值。 

投资者概况 本基金适合以下投资者：
•		寻求资本增值；
•		有中长期的投资视野；以及
•		希望在亚太地区寻求投资机会。

投资政策和策略 本基金将至少95％的基金净资产值投资于安联环球投资基金 – 安联东方入息 (“目标基金”) 的P股票类别  
(美元)，而其余的基金资产净值将投资于流动资产，例如现金、货币市场工具 (包括剩余期限少于365天的固
定收益证券) 和/或向提供流动性用途的金融机构存入存款。

业绩基准 MSCI 所有国家亚太总回报指数 (净值)
注：以上业绩基准仅用作投资表现比较的参考。本基金的业绩基准与目标基金的基准相同。本基金的风险状况与此
业绩基准的风险状况不同。有关业绩基准的资料，请浏览：www.manulifeim.com.my

初始发售价 A (美元) 类别 USD 0.5000
A (马币对冲) 类别 RM 0.5000 
A (澳元对冲) 类别 AUD 0.5000
A (新元对冲) 类别 SGD 0.5000

初始发售期 自2021年11月16日起至2021年12月6日的二十一 (21) 天期间

销售费 分销管道 销售费 (适用于所有级别单位)
机构单位信托代理
单位信托顾问 高达每单位资产净值的5.00%
基金经理

年度管理费 按每日计算并累计，每年高达本基金资产净值的1.80%。

年度信托费 每年本基金资产净值的0.04% (包括本地托管费，但不包括国外托管费用与收费)。

最低初期投资额 A (美元) 类别 USD 1,000.00
A (马币对冲) 类别 RM 1,000.00 
A (澳元对冲) 类别 AUD 1,000.00
A (新元对冲) 类别 SGD 1,000.00

最低附加投资额 A (美元) 类别 USD 100.00
A (马币对冲) 类别 RM 100.00 
A (澳元对冲) 类别 AUD 100.00
A (新元对冲) 类别 SGD 100.00

分利政策 派发股息 (若有) 将属附带性。
注：有关详情，请参阅基金招股说明书。

财政结算日 9月30日 

冷静期 冷静期仅适用于首次投资于基金经理所管理的任何单位信托基金的任何人士，并不包括基金经理的职员，
以及在经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 (SC) 批准的机构注册的人士。您有权在基金经理收到您的申请表格后的六 (6) 
个工作日内要求撤回您的投资。

若中英版本内容有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免责声明：
上述信息未经SC审查，并受此处所述的相关警告、免责声明、资格或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建议投资者在投资前阅读并理解志期为2021年11月16日的宏
利亚太潜能基金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和所有相关产品特点资讯表 (统称“发售文件”)，有关资料可在我们的办事处或网站获得。发售文件已向马来西亚证
券委员会 (SC) 注册，但有关注册并不等于或代表SC推荐或认可该产品。投资单位信托基金、批发基金及/或私人退休金计划都会涉及一定的风险。单位
信托基金、批发基金及/或私人退休金计划投资所涉及的风险有利率波动风险、外汇或货币风险、国家风险、政治风险、信贷风险、违规风险、交易对手
风险、目标基金经理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欲了解更多此等基金的风险状况，请参阅发售文件的风险因素部分。基金单位价格与收益分派将有
起有落。投资者应比较并考虑所涉及的费用、收费和成本。如果对将采取的行动有疑问，建议投资者先进行自我风险评估并咨询专业顾问。

宏利投资管理（马）有限公司
200801033087 (834424-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