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利
优先证券
收益基金
派发股息*及具有回报潜力的独特投资

* 基金经理至少每季 (若有) 宣布收益派发的意向并不获保证，
基金经理将根据当前市况检讨派发政策。 

(03) 2719 9271
manulifeim.com.my



1989年12月31日重新设置回100

** 按年计回酬。资料来源：彭博、宏利投资管理。截至2021年12月31日。优先证券以ICE BofA 固定利率优先证券指数代表、高息债券以ICE BofA 美国高息指数代表、
美国投资级债券以彭博巴克莱美国综合债券指数代表、美国股票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代表。过往表现非未来表现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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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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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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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91年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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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

根据历史数据,优先
证券在大部分具有
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中
均表现出色

什么是优先证券？ 

1 资金架构是指一家企业通过发售股票、债券和混合型证券之类的证券，以筹募资金。
2 优先证券发行商支付股息或利息予持有人，分为两类：累积和非累积。累积优先证券方面，如果发行商未能及时派发股息，应付股息将累积，之后优先证券持有人
将比普通股票持有人优先有权获得这些累积股息。未累积优先证券方面，如果发行商未能悉数支付股息，优先证券持有人在接下来几年无权索取剩余的股息。
仅供说明用途。

 

• 由企业发行，在一家企业的资金架构1中，优先证券排行于高级债券
和普通股票之间。它们大致上分为两种 ‒ 优先债券和优先股票： 

• 优先债券 ‒ 特点与债券相似，即固定利息支付2、届满日期和信贷评
级，以及非美国投资者无需支付预扣税。 

• 优先股票 ‒ 通常含有不受公司盈利影响的固定股息，在派发普通股
票股息之前先派发，大多数不带有投票权。

• 若企业面对财务困境或清盘，公司的优先证券高级于普通股票，
但次级于传统债券。  

• 优先证券发行商主要是一些受到高度监管的机构，包括银行、保险
公司、公用设施公司和房地产投资信托。  

优先证券发行商，例如：

其它

公用设施公司

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

股息和索偿的优先权

优先证券

传统债券

普通股票

高

低

• 由于拥有优质和高息相结合的特点，在三个经济衰退期中，优先证
券在另外两个时期衰退期的表现良好。（除了全球金融危机）

•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金融领域进行整合，对债券、股票和优先证券之
类的金融资产带来显著的影响。由于优先市场的金融配置特大，导
致优先证券面对巨大的压力。

•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监管加强后，全球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回到最健
康的水平，而优先证券也回弹至新高。



平均长期违约率 （1990 ‒ 2020年）

资料来源：彭博。截至2021年12月31日。 ICE BofAML美国全部资金证券指数 (I0CS)代表优先市场。ICE BofAML 美国高息指数 (HOAO)代表美国高息。 
ICE BofAML BBB 全球企业指数代表BBB全球企业，而ICE BofAML 美国国库及机构指数 (G0A0)则代表美国国库债券。仅供说明用途。过往表现并非未来业绩的指标。
上述到期收益率未代表本基金的派发收益率，也未准确反映一名投资者在所有情况下所获得的实际回酬。正数派发收益率未意味着正数回酬。

强健的信贷与
丰厚利息潜能

违约率偏低

• 与能源领域主导的高息市场不同的是，优先证券发行商通常是一些
拥有稳定现金流的大型和高度监管的机构及/或公司，比如银行、公
用设施公司和房地产投资。

• 当市场恐惧减低，投资者将为了收益而寻找高息资产类，并专注于
优质投资。

大部分的优先证券由大型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知名企业发行，并具有
较高的信贷评级。过往数据显示，优先证券的违约率远低于全球高息
债券。

资料来源：全球高息债券和全球投资级别债券违约率来自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1990-2017年的优先证券违约率由富国银行计算。宏利投资管
理从2018年开始使用ICE BofAML US All Capital Securities Index来计算优先证券年度违约率。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过往表现并非未来业绩的指标。

5

4

3

2

1

0
全球高息债券 优先证劵 全球投资级別企业债券

4.07

0.32
0.09

%

到期收益率（截至2021年12月31日）

1.24

2.67

4.34
4.90

5

4

3

2

1

0
美国国库债券 BBB全球企业 优先证劵 美国高息债券

%

投资级



平衡型的领域部署，并专注于公用设施之类的防御性领域。专注于美国市场的全球组合，那是最多优先债券供应
的市场。

以美国为主的全球配置 专注于防御性领域

季度派发潜能***

获潜在的稳定收益***

• 驻美国的基金经理拥有超过29年的投资经验。
• 150+位环球定息收益投资专家3。
• 市场主要的优先证券投资者之一，管理资产规模达

55亿美元4。 

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

金融

仅供说明用途。

能源 公用设施 通讯 天然气

宏利优先证券
收益基金的
主要特点

*** 基金经理至少每季（若有）宣布收益派发的意向并不获保证，基金经理将根据当前市况检讨派发政策。
3 资料来源：宏利投资管理，截至2021 年9 月30 日。宏利投资管理的环球投资专家包括来自数个附属机构及联营企业的投资专家。并非所有实体均能代表所有资产类别。
包括宏利投资管理、泰达宏利基金管理公司（宏利金融（49%）和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一部分）组成的联营企业）及Mahindra 
Manu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Private Limited（宏利（49%）和Mahindra AMC组成的联营企业）的投资专家。
4 资料来源：宏利投资管理，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基金名称

主要基金资讯
宏利优先证券收益基金（“本基金”）

宏利投资管理（马）有限公司 
200801033087(834424-U)

基金经理

支线基金

通过专注于优先证券投资的集合投资计划，本基金旨在提供收益和潜在的资本增长。

本基金将投资至少95%的本基金资产净值于宏利全球基金-优先证券收益基金-R（美元）
MDIST（G）股份类别（“目标基金”），及其余资产净值将置放于流动资产，例如：货币市场工具

（包括剩余期限少于365天的固定收入证券）和/或金融机构的存款，以供变现用途。

基金类别

BofA/美林所有资本证券指数

投资政策和策略

基准指标 

A （令吉-对冲）级别 
0.5000令吉  

A（美元）级别
0.5000美元

首次献售价

A （令吉-对冲）级别 
1,000令吉  

A（美元）级别
1,000美元 

最低首次投资额

基础货币

A （令吉-对冲）级别和 A（美元）级别
备注：基金成立为多级别基金。因此，基金经理有绝对酌情权，在未获得单位持有人的同意前，随时通过发出附加或额外基金
献售说明书发售额外的级别。

备注：基准指标仅用作参考用途。本基金的风险概况不同于此基准指标的风险概况。

货币级别 

美元

投资目标

投资者概况 本基金适合下述投资者：
• 寻求定期收益和潜在的资本增长；
• 拥有长期投资期限；及
• 有意投资于全球优先证券。

按每日计算并累计，每年高达本基金资产净值的1.50%。年度管理费

每年本基金资产净值的0.04% (但未包括海外托管费用和收费）。年度信托费

A （令吉-对冲）级别
100令吉

A（美元）级别
100美元 

最低附加投资额

首次献售期 2020年10月7日至2020年10月27日的二十一（21）天期限。 

分利政策 根据该基金的股息水平情况 ( 若有)，本基金旨在按季度派发全部或部分股息。
备注：有关详情，请参阅基金招股说明书。

财政年结束日期 6月30日

冷静期

若中英版本内容有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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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买卖单位信托的注册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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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 分销管道
机构单位信托代理
单位信托代理
基金经理

高达每单位资产净值的3.00%   

销售费（适用于所有级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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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或条款和规则的限制。投资前，建议投资者阅读并理解志期2020年10
月7日的宏利优先证券收益基金招股说明书内容、2021年2月9日的首份附加招股说明书内容及2021年9月13日的第二份附加招股说明
书内容和所有产品特点资讯表 (统称“发售文件”), 有关资料可在我们的办事处或网站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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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宣布单位分拆或派发股息，请投资者注意在发行额外单位或派发股息后，每单位净资产值将从单位分
拆前的净资产值或派发股息前的净资产值减少至单位分拆后的净资产值或派发股息后的净资产值；而如果宣布单位分拆，基金的计价
货币投资额则在分派额外单位后将保持不变。

宏利投资管理（马）有限公司 
200801033087(834424-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