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利回教印尼 
股票基金
掌握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增长潜力1

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更新于202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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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印尼是亚洲新兴的全球经济引擎，为投资者
提供了广泛的投资机会。

其稳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 – 例如稳定的印尼
盾和主权评级上调 – 加上管理良好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激发了投资者的强烈信心。

上述信息可能包含关于未来事件、目标、管理纪律或其他预期的
预测或其他前瞻性陈述。我们无法保证所述事件将会发生，未来
进展或与此处所述有显著的差异。

有利的人口结构

截至2020年中期，超过2.7亿人2 以印尼为家，
使其成为东南亚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3以及世
界上穆斯林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3。印尼的人
口结构年轻，平均年龄为29.7岁4。

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为该国提
供了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和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该国增长的动力。

上述信息可能包含关于未来事件、目标、管理纪律或其他预期的
预测或其他前瞻性陈述。我们无法保证所述事件将会发生，未来
进展或与此处所述有显著的差异。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19年)。
3 WorldAtlas, 2021年4月。
4 Worldometer -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y population (2022
年)。

增长加速
预计2022年将出现强劲复苏趋势

2022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预测 (%)

印尼：年龄结构
  男性      女性

资料来源：GDP预测，依据彭博社截至2022年2月24日的预测。
F = 预测。

资料来源：中央统计局，2019年。

新推出的宏利回教印尼股票基金 (“本基金”) 让您可以直
接在充满前景的印尼进行符合回教教法的投资。

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有利的人口结构、丰富的天然资源 
以及政府旨在改善投资环境的支持性政策，让您完全有
理由考虑将投资分散至这个富有多元文化和充满活力的
市场。

我们新推出符合回教
教法的股票基金，旨
在把握印尼的巨大增
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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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天然资源

5 WorldAtlast，“What are the major natural resources of Indonesia?”, 2018年10月。
6 Reuters，“Indonesia bans palm oil exports as global food inflation spikes”, 2022年4月24日。
7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0年1月。
8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1年1月。
9 Deloitte Indonesia Perspectives, Second Edition, 2021年2月。
e 指估计。
上述信息可能包含关于未来事件、目标、管理纪律或其他预期的预测或其他前瞻性陈述。我们无
法保证所述事件将会发生，未来进展或与此处所述有显著的差异。

印尼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天然气、原油、煤炭、镍、铝土矿和铜5。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6。

主要商品价格在最近数月持续飙升，印尼因作为主要商品出口国的
地位而受益。这趋势促进了其经济在新冠疫情后迅速的恢复，并将
会继续推动它的经济增长。

它也是全球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受益者，其丰富的矿产
资源是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关键。

改善投资环境 印尼政府已制定政策，以推动该国制造业和贸易的结构改革，同时
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我们相信这将促使未来几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持
续流入和增加。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开发其天然资源的下游产业以刺激增值出口10 的
政策，计划发展综合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10，以及计划在北加里曼
丹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工业园区11。

10 里昂证券研究报告：Indonesia electric vehicles，2021年3月23日。
11 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东盟简报：Indonesia to Construct World’s Largest Green 
Industrial Park，2021年12月24日。
上述信息可能包含关于未来事件、目标、管理纪律或其他预期的预测或其他前瞻性陈述。我们无
法保证所述事件将会发生，未来进展或与此处所述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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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金资讯

基金名称 宏利回教印尼股票基金 (“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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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组别 股票 (符合回教教法)

投资目的 本基金旨在透过投资于印尼股市符合回教教法的股票及相关的证劵公司，以实现资本增长。

投资者简介 本基金适合以下的投资者:  
• 寻求资本增长；
• 倾向于符合回教教法的投资;
• 拥有长期投资期限；及 
• 有意在印尼市场寻求投资机会。

投资政策及策略 本基金旨在透过投资于印尼股市符合回教教法的股票及相关的证劵公司，以实现资本增长。
本基金将至少70%至98%的基金资产净值投资于在印尼拥有多元化投资组合并符合回教教法的股票及相关
的证劵公司，而该公司在印尼注册/上市/或拥有重要业务*, 这也包括在印尼注册或拥有重要业务*，并在其它外
国市场上市的公司。其余资产净值将置放为现金、回教货币市场工具、一般投资账户和/或回教存款。本基金
可直接或透过回教集体投资计划而进行投资。
*重要业务是指公司的收入、收益、生产设施、资产及/或投资乃基于/源自于印尼。重要程度将根据基金经理的研究和判断逐案确
定。

业绩基准 雅加达伊斯兰指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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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献售价 A (令吉) 级别: RM0.5000

首次献售期 自2022年8月18日起至2022年9月7日的二十一 (21) 天期间

销售费 分销管道 销售费 
单位信托顾问
机构单位信托代理 高达每单位资产净值的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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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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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吉) 级别 RM1,000

最低附加投资额 A (令吉) 级别 R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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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年结束日期 2月28日 (或闰年的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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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包括基金经理职员以及获
得证券委员会 (SC) 批准注册机构的单位信托交易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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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上述信息未经 SC 审查，并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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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投资者阅读和理解志期2022年8月
18日的宏利回教印尼股票基金主要招股说明书内容、2022年12月30日的首份附加招股说明书内容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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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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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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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此基金的风险，请参阅发售文件的风险因素部分。基金单位价格与投资回酬将有起有落。投资者应比较并考量所涉及的费用, 
收费和成本。如果对要采取的行动有疑问，建议投资者先进行自我的风险评估以及咨询专业顾问。

若中英版本内容有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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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