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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投資者：
謹此寄上每年兩次的投資通訊冊子，及閣下在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系列的投資結算單。本投資通訊亦包含以下各項:
●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系列修訂的說明
● 現行不同股份類別的說明
●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 概述環球市場在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6個月內表現的市場回顧，以及簡短的市場展望
● 列出閣下帳戶於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的交易，以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帳戶總值的結算單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系列的修訂
通知閣下以下基金系列的修訂。本冊子的產品修訂部分載有更多資訊。
1. 產品修訂及更新
− 剔除天達增值天然資源基金1及天達增值環球能源基金1的表現費
− 釐清天達環球機遇股票基金1的投資政策
− 天達環球多元收益基金易名天達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部份子基金的收益股份易名
此產品修訂及更新將於2014年5月30日生效。
2. 行政上的修訂
− 終止委任FirstRand Bank Limited為獨立第三方。此乃因南非的規例變更，已不再需要此安排。
請注意，此等修訂毋需經作為投資者的閣下批准，閣下亦毋需採取任何行動。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將於2014年6月1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載於本冊子內。歡迎閣下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閣下有權在會上投票
(倘截至2014年6月10日下午4時（東部標準時間），閣下為登記冊上的股東)。然而，倘閣下無法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我們強烈建議閣下盡快完成隨附的代表委任書，並以隨附的商業回郵信封寄回，或傳真至(+352) 464 010 413，或發
送電郵至luxembourg-domiciliarygroup@statestreet.com。代表委任書必須於2014年6月10日下午4時（中歐時間）
前送達。
英國申報基金資格（適用於英國納稅人）
於每年12月31日(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的會計年結日)持有天達環球策略基金股份的英國投資者，將有責任為實際分派的
收益，或就累積股份而言被視為分派，及任何已申報而未分派的額外收益課稅。就基金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年度的
申報收益詳情，將由2014年6月30日起載於我們的網站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reportingfunds2。閣下
將被轉至一個外部網站，需要閣下提供姓名及電郵地址以完成註冊，並接受使用者條款及設置密碼，以取得所有的基
金報告。此乃英國投資者為完成報稅表而必須作出的。

1
2

此子基金及其股份類別未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因此不可供香港公眾認購。
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可能包含不可向香港公眾銷售的非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資料。

報告及帳目
年度報告及帳目可於 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igsfra2下載。倘閣下欲免費收取年度報告的印刷版本，請
致電 +852 2861 6888 或 電郵至 investec.asia@investecmail.com 與我們聯絡。
總結閣下須採取的行動
● 倘閣下無法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請填妥隨附的代表委任書，並以所提供的商業回郵信封寄回，或傳真至 (+352)
464 010 413，或發送電郵至luxembourg-domiciliarygroup@statestreet.com。代表委任書必須於2014年6月10日
下午4時（中歐時間）前送達。
● 上述的產品及行政修訂毋須經股東批准。閣下毋須採取任何行動。此等資料僅供參考之用。
更多資訊
倘閣下對本投資資訊有任何疑問，請先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亦可根據本冊子背頁的資料聯絡天達資產管理當地辦事
處。
感謝閣下對本基金的持續支持。

Grant Cameron

John Green

董事

董事

2014年4月30日

電話內容可能會被錄音以作為培訓及質素保證之用。
本基金於盧森堡註冊，註冊號碼為B139420。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註冊辦事處：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郵寄地址：
天達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
海港城港威大廈
第2座2602-06室

此乃重要通告，請即處理。倘閣下有任何疑問，請

天達資產管理基金中心

尋求專業顧問的意見。

所有其他股東

台灣 +886 2 8101 0800

香港 +852 2861 6888

南非 0860 500 900

傳真 +886 2 8101 0900
iamtaiwan.iam@investecmail.com

+44 (0)20 7597 1900
傳真 +352 2460 9923
enquiries@investecmail.com
傳真 +852 2861 6863
investec.asia@investecmail.com

傳真 		
0861 500 900
saoffshore@investecmail.com

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

親愛的投資者：
謹通知閣下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本公司」）將有以下數項修訂：
1. 產品修訂及更新
a)

剔除天達增值天然資源基金1及天達增值環球能源基金1的表現費

b)

釐清天達環球機遇股票基金1的投資政策

c)

天達環球多元收益基金易名天達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d)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部份子基金的收益股份易名

2. 行政上的修訂
a)

終止委任FirstRand Bank Limited為獨立第三方。此乃因南非的規例變更，已不再需要此安排。

此等修訂的細節已詳列於隨附的文件內。
須採取的行動
我們建議閣下詳細閱讀此等修訂的所有詳情。倘閣下認為因此等修訂而令閣下的投資不再符合閣下的需
要，閣下可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或之前，將閣下的投資轉換至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系列的其他子基金，
或贖回閣下的投資。本公司或天達資產管理將不會對此等轉換或贖回收取任何費用。
更多資訊
倘閣下欲索取更多有關此等修訂的資料，請先聯絡閣下的財務顧問，亦可聯絡天達資產管理。有關我們
基金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2。
感謝閣下對本公司的持續投資。

1

此子基金及其股份類別未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因此不可供香港公眾認購。

2

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可能包含不可向香港公眾銷售的非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資料。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Grant Cameron

John Green

董事

董事

2014 年 4 月 30 日

電話內容可能會被錄音以作為培訓及質素保證之用。
除非特別指明，否則本函內的術語定義應與本公司的發售章程內所採用的術語定義的意思相同。
本公司董事對本函內容之準確性承擔責任。董事盡其所知所信（彼等已採取合理之謹慎態度確保如此），
本函所載的資料是符合事實，並無遺漏任何足以影響有關內容含義的資料。董事謹此承擔責任。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1. 產品修訂及更新
a) 剔除天達增值天然資源基金3及天達增值環球能源基金3的表現費
此乃為確保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本公司」)子基金的費用，就所提供的投資機會及市場競爭力維持恰當。
在檢討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3 及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3 的費用後，我們決定剔除此兩隻子基金的表現費。此修
訂將適用於此等子基金的數個股份類別。其他費用維持不變。
生效日期
為符合投資者的利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已毋須支付表現費。剔除表現費將反映於本公司的發售章
程，而產品資料概要亦將相應地作出更新，並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生效。
ISIN
在剔除表現費後，ISIN 將維持不變。
子基金及股份類別

ISIN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A, 累積股份, 歐羅, 對沖 3

LU0544608135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A, 累積股份, 美元

3

LU0459156039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F, 累積股份, 美元

3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I, 累積股份, 歐羅, 對沖

LU0538457978
3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 3

LU0459156112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IX, 收益股份, 美元 3

LU0846947546

增值天然資源基金, J, 累積股份, 美元

LU1001676201

3

子基金及股份類別

ISIN

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A, 累積股份, 美元 3
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F, 累積股份, 美元

LU0459155734
LU0538459677

3

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I, 收益股份, 英鎊, 對沖

3

LU0544632861

3

LU0565898052

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 3

LU0459155908

增值環球能源基金, IX, 收益股份, 美元 3

LU0846947462

此子基金及其股份類別未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因此不可供香港公眾認購。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b) 釐清天達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3 的投資政策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3 (本公司的其中一隻子基金)的投資政策指出其將主要(最少其資產的三分之二)投資於
公司股份(股票)。此子基金亦獲允許將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其他資產類別，例如債券或現金。我
們現希望透過釐清於本公司發售章程內子基金的投資政策，特別指明此等其他資產。
子基金的投資政策將顯示如下(以粗字體標示重大差異)：
現行投資政策

新投資政策

本子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的公司股票，以達致長

本子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的公司股票，以達致長

線資本增值。子基金將會混合多種投資，並不會按規

線資本增值。子基金將會混合多種投資，並不會按規

模或行業，或投資組合的地區構造，限制其公司的選

模或行業，或投資組合的地區構造，限制其公司的選

擇。子基金將會專注投資於投資經理視為優質的股

擇。子基金將會專注投資於投資經理視為優質的股

份。

份。
本子基金亦可投資於債務工具(例如通脹掛鉤債券)、其
他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現金或近似現金及存
款。當本子基金持有債務工具，最少90%以上的此等
債務工具將為投資評級。

本子基金可參與場外交易市場衍生工具，但僅限於遠

本子基金可參與場外交易市場衍生工具，但僅限於遠

期外匯合約並僅供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用途。

期外匯合約並僅供有效管理投資組合之用途。

本子基金90%的股份須於世界交易所組織的成員國的

本子基金90%的股份須於世界交易所組織的成員國的

交易所上市。

交易所上市。

本子基金最高可借貸至其淨資產之10%，惟該借款必

本子基金最高可借貸至其淨資產之10%，惟該借款必

須為暫時性並只允許就下列履行子基金的責任：(i)有

須為暫時性並只允許就下列履行子基金的責任：(i)有

關子基金購買或出售交易的行政管理；及/或(ii)贖回或

關子基金購買或出售交易的行政管理；及/或(ii)贖回或

註銷子基金的股份之目的。對於賣出期權或買賣遠期

註銷子基金的股份之目的。對於賣出期權或買賣遠期

或期貨合約之抵押安排均不視為構成本限制之「借

或期貨合約之抵押安排均不視為構成本限制之「借

貸」。

貸」。

請注意，此修訂將不會更改子基以股票為重心的原則，亦將不會改變其投資程序或風險及回報狀況。
生效日期
投資政策的釐清將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生效，而本公司的發售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亦將相應地作出更
新。
ISIN
在釐清投資政策後，ISIN 將維持不變。
子基金及股份類別

ISIN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A, 收益股份, 美元 3

LU0545562505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 3

LU0773335848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I, 收益股份, 美元

LU0545563065

3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IX,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機遇股票基金, S, 收益股份, 美元

3

3

LU0846948510
LU0545563651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c) 天達環球多元收益基金易名
我們對本公司每一子基金的名稱進行定期檢討，以確保其名稱(i)準確地反映投資政策及(ii)適合本公司的
重要分銷市場。
近期我們對環球多元收益基金進行上述的檢討。由於我們正於全球積極地分銷此子基金，我們相信「多
元資產」(‘multi-asset’) (較「多元」(‘diversified’) 於全球更易於明白的術語)將可更佳地闡述其投
資政策。因此，我們決定將子基金的名稱修訂為「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投資者請注意，易名將不會更改子基金的投資目標、以多元資產為重點的原則、投資程序或風險及回報
狀況。
生效日期
易名將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生效，而本公司的發售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亦將相應地作出更新。
ISIN
在易名後 ISIN 將維持不變。
舊名稱及股份類別

新名稱及股份類別

ISIN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A, 累積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A, 累積股份, 美元

LU0972617095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A,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A, 收益股份, 美元

LU0953506580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C,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C, 收益股份, 美元

LU0953506150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F,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F, 收益股份, 美元

LU0642103948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4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 4

LU0983164699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I,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I, 收益股份, 美元

4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IX,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S, 收益股份, 美元

4

4

LU0983164343

4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IX, 收益股份, 美元
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 S, 收益股份, 美元

4

4

LU0947747993
LU0642103609

d)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部份子基金的收益股份易名
我們謹通知閣下，由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投資於下列子基金收益股份類別的投資者，其股份的名稱
將由 「收益」轉為「收益-2」。此乃為維持閣下的股份類別現時的費用安排。
下列子基金將受影響：
•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5；

•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基金；

•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

新興市場貨幣基金 5；

•

新興市場債券總回報基金 5；

•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基金；

•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債券基金 5；

•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 5；

•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基金；

4

此等股份類別並非供香港公眾認購。

5

此子基金及其股份類別未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因此不可供香港公眾認購。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將易名為環球多元資產收益基金，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生效)；

•

環球策略收益基金；

•

高收入債券基金；

•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及

•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基金

在近期檢討費用安排及本公司所有子基金的分銷政策後，作出此修訂。為確保基金系列政策的一致，我
們決定未來本公司將有兩類型的收益股份：
i) 「收益」股份類別的費用將於收益賬戶中扣除 (並分派淨收益)；及
ii) 「收益-2」股份類別的費用將於資本賬戶中扣除 (並分派總收益)。
請注意，「收益-2」股份類別的費用安排將會帶來派息增加(可能需課稅)，但資本以相同程度減少的結
果。此可能會限制未來的資本及收益增長。倘閣下希望持有「收益」股份類別，請根據本信函開首的聯
絡資料，聯絡閣下的天達資產管理當地辦事處。
生效日期
此修訂的生效日期將為 2014 年 5 月 30 日，而本公司的發售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亦將相應地作出更新。
由「收益」易名「收益-2」 將反映於閣下最新的估值結算單上。
ISIN
受此修訂影響的各股份類別的 ISIN 載列如下。儘管相關股份類別的名稱將會更改，但代碼將維持不變。
子基金舊名稱及股份類別

子基金新名稱及股份類別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ISIN
5

LU0987174397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5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LU0987174470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987173829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S,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5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S,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5

LU0987174124

5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545564626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48352382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545565789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925593518

4

4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新興市場混合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846946738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港元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港元

LU0829539229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829539492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773335681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773335764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846946811

新興市場貨幣,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貨幣,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新興市場債券總回報,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5

LU0565902425

5

新興市場債券總回報,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LU0987175105

新興市場債券總回報, S,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5

新興市場債券總回報, S,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5

LU0987175287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11396218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新興市場硬貨幣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11396648
4

LU0846947207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LU0906790406
美元 5

美元 5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S,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S, 收益-2 股份, 總, LU0906791123
美元 5

美元 5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子基金舊名稱及股份類別

子基金新名稱及股份類別

ISIN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 新興市場投資評級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
元

LU0846946902

元

5

5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7858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7932

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歐羅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歐羅

LU0625356109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8070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美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473111879

元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
元

LU0846957180

元

4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S,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S, 收益-2 股份, 總, 美
元

LU0634255755

元

4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LU0586577867
英鎊 4

英鎊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LU0583062319
美元

美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LU0565900056
美元

美元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LU0997760136
歐羅 4

歐羅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LU0565899530
美元 4

美元 4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動力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LU0846947033
美元 4

美元 4

環球多元收益,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953506580

環球多元收益,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953506150

環球多元收益,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42103948

環球多元收益, I,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983164343

4

4

環球多元收益,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環球多元收益,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947747993

環球多元收益, S,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多元收益, S,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42103609

4

4

環球策略收益,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策略收益,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3196

環球策略收益,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策略收益,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3279

環球策略收益,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環球策略收益,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3352

環球策略收益, I,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環球策略收益,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環球策略收益,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高收入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歐羅

4

環球策略收益,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759698995
4

高收入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歐羅

LU0846948601
LU0345766611

高收入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英鎊, 對沖 (買 高收入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英鎊, 對沖 (買 LU0416338167
入英鎊, 沽出歐羅)

入英鎊, 沽出歐羅)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澳元, 對沖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澳元, 對沖 LU0996343082
(IRD) 4

(IRD) 4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歐羅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歐羅
4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6702
4

LU0440696283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 LU0416338837
入美元, 沽出歐羅) 4

入美元, 沽出歐羅) 4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南非蘭特, 對沖 高收入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南非蘭特, 對沖 LU0996345459
(IRD) 4
高收入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IRD) 4
4

高收入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LU0345767189

子基金舊名稱及股份類別

子基金新名稱及股份類別

ISIN

高收入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 高收入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 LU0416338753
入美元, 沽出歐羅) 4

入美元, 沽出歐羅) 4

高收入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 高收入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對沖 (買入 LU0944440717
入美元, 沽出歐羅) 4

美元, 沽出歐羅) 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歐羅, 對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歐羅, 對 LU0416337789
沖 (買入歐羅, 沽出美元)

沖 (買入歐羅, 沽出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英鎊, 對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英鎊, 對 LU0412230061
沖 (買入英鎊, 沽出美元)

沖 (買入英鎊, 沽出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424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澳元, 對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澳元, 對 LU0996346184
沖 (IRD) 4

沖 (IRD) 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歐羅, 對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歐羅, 對 LU0416337607
沖 (買入歐羅, 沽出美元)

沖 (買入歐羅, 沽出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4590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南非蘭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南非蘭 LU0996346341
特, 對沖(IRD) 4

特, 對沖(IRD) 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D,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D,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416338084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345764673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A,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A,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553431791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C,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C,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492942551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F,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F,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492942635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I,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I,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LU0649388781

4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IX, 收益股份, 總, 美元 4

4

拉丁美洲公司債券, IX, 收益-2 股份, 總, 美元 4

LU0846948940

2. 行政上的修訂
a) 終止委任 FirstRand Bank Limited 為獨立第三方。此乃因南非的規例變更，已不再需要此安排。
本公司的子基金於南非分銷。在南非過去的規例下，南非的金融服務局要求本公司委任獨立第三方，以
進行若干營運功能。我們委任 FirstRand Bank Limited 履行此功能。
金融服務局近期確定此要求已不再適用，並為投資者帶來不必要的費用。有關規例現時已作出修訂，以
剔除此要求。
由於現時並無此要求，同時可節省整體費用，我們決定終止 FirstRand Bank Limited 的委任，以符合投
資者的利益。
生效日期
此修訂已於 2014 年 3 月 31 日生效，而本公司的發售章程將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相應地作出更新。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可變更資本投資公司) 於盧森堡商業及公司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R.C.S. Luxembourg B139420
註冊地址：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現行不同股份類別的說明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提供一系列廣泛的股份類別。每一股份類別對其收益的安排有不同的特性，而當中部份擁有不同的
對沖策略。此等特性載於下表。
此外，不同的股份類別擁有不同的最低投資額、派息頻率及收費架構。它們以不同的英文字母區分 – A、C、D1、F、
I1、IX1、J1、S1 及 Z。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現行的股份類別詳情，載於我們的基金集。請注意若干股份類別僅供某類投資者認購，此外，並非
所有的子基金及股份類別均於每一國家發售。請瀏覽 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registrations2查詢哪些子
基金及股份類別在哪個國家註冊。
此等股份類別及相關風險的詳情已載於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發售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KFS)。
股份類別及

其他考慮因素

(縮寫)

描述

(請參閱下列備註)

累積股份類別

此等股份類別不會向投資者分派收益，但任何收益（扣除開支後）將每日累積在

收益不足

(‘Acc’)

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內，此將反映在其股份價格上。

收益股份類別

此等股份類別分派累計在股份類別中的收益。投資者可選擇將收益再投資。此

(‘Inc’)

等股份類別從收益中支付全部或部份開支。

收益-2 股份類別

此等股份類別分派累計在股份類別中的收益，並從資本中支付其所有開支。此

(‘Inc-2’)

將提高可供分派的收益，但同時以相同程度減少資本，因而限制未來的資本及

收益不足
平穩

收益增長。於入息稅率高於資本增值稅率的國家，就稅務的角度而言，提高收
益金額可能不具效率。
若干子基金的收益-2 股份類別可“平穩”年內的派息，以達致穩定及可預測的
收益金額。
投資者可選擇將從收益-2 股份類別獲取的收益作再投資。
貨幣對沖股份類別

此等股份類別運用對沖技巧，旨在降低子基金的參考貨幣（子基金投資估值的

(‘HDG’)

貨幣）與貨幣對沖股份類別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影響，目的為確保貨幣對沖股
份類別投資者的回報，與參考貨幣投資者的回報一致。

投資組合貨幣對沖股

此等股份類別運用對沖技巧，旨在降低投資組合貨幣對沖股份類別貨幣，與子

份類別

基金相關投資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影響，目的為確保投資貨幣與股份類別的貨

1

(‘PHDG – AC’)
(‘PHDG – BM’)

幣相同的投資者，其投資組合的匯率風險可降低。
通常就股票及多元資產子基金而言，在其現有相關投資下，對沖交易將以子基
金的實際貨幣風險為目標（以字母‘AC’縮寫顯示）。就債券子基金而言，將
根據子基金表現比較指數，通常採用替代對沖策略。這意味著投資組合的貨幣
持倉與相關表現比較指數之間的任何差異，將不會被對沖，並將反映於投資組
合貨幣對沖股份類別的表現上。（此等股份類別以字母‘BM’縮寫識別）

1

此等股份類別並非供香港公眾認購。

2

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可能包含不可向香港公眾銷售的非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資料。

非完美對沖
對沖成本
非完美對沖
PHDG 對沖風險
對沖成本

股份類別及

其他考慮

(縮寫)

描述

(請參閱下列備註)

利率息差股份類別

此等股份類別運用對沖技巧，旨在降低子基金參考貨幣（子基金投資的估值

HDG IRD 具體風險

(‘HDG IRD’)

貨幣）與 HDG IRD 股份類別貨幣（例如澳元或南非蘭特）之間匯率波動的
影響。此將對沖貨幣回報，從而令其表現與子基金的參考貨幣一致，並額外

非完美對沖

取得股份類別貨幣單位與子基金參考貨幣之間的利率息差，此利率息差將加

對沖成本

至股份類別的派息率上。

平穩

若干基金的 HDG IRD 股份類別可能會“平穩”年內的派息，以達致穩定及
可預測的收益金額。

以下為若干子基金 Inc、Inc-2 及 HDG IRD 股份類別收益率的假定示例。
12

10.1%

10
4.0%

收益率 (%)

8
6.1%

6

2.4%

2.4%

3.7%

3.7%

3.7%

Inc (由收益支付)

Inc-2 (由資本支付)

HDG IRD

4
2
0

股份類別
收入扣除費用

收入包含費用

息差

以上僅為示例用途，乃基於假設的收益率。投資的價值及任何相關收益可升可跌，可能會導致損失。費用及利率息差
會隨不同的貨幣及時間變化。

其他考慮因素

描述

收益不足

倘收益不足以應付開支，剩餘的開支將由資本支付。

平穩

當運用平穩政策時，每次派發的收益金額乃基於來年賺取收益的預測。此可能導致股份類別
的派息高於股份類別獲得的收益，任何差額將從資本中扣除。此外，平穩政策可能會扭曲收
益均衡賬率，可能對若干投資者產生稅務後果。

非完美對沖

由於不可能預測未來市場價值，貨幣對沖將不會完美，不能保證此等策略將會達到其目標。

對沖成本

對沖的額外成本將由對沖股份類別的投資者承擔。

PHDG 對沖風險

藉著運用對沖技巧，可使用替代貨幣以對沖若干流動性較低或子基金內持有量低的貨幣，亦
可在對沖重新平衡前，運用若干最低門檻。此可能會降低對沖的準確性。

HDG IRD 具體風險

HDG IRD 股份類別擬為投資貨幣與股份類別貨幣相同的投資者而設。倘投資者採用非此股份
類別的貨幣計算其投資回報，應注意獲取收益的價值及其資本價值均存在匯率風險。
參考貨幣與 HDG IRD 股份類別貨幣之間的利率息差可升可跌，亦可能為負數，此將取決於兩
種貨幣利率的走向。
利率息差以收益派發，可能以此形式而非以資本課稅。於入息稅率高於資本增值稅率的國
家，就稅務的角度而言，此可能不具效率。

建議投資者就其於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的投資，及不同股份類別的稅務安排，尋求稅務意見。投資者應注意，
於同一隻子基金中轉變及轉換股份類別，可能會在若干管轄區域引發稅務事項。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會議召集通告
環球策略基金(「本公司」)董事局誠意邀請閣下參加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下午 4 時正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舉行的本公司投資者股東週年大會，大會議程如下：
議程
1. 提呈董事局報告。
2. 提呈審計師報告。
3. 通過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年度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4. 分配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年度的業績淨額。
5. 同意董事卸任履行於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年度的職務。
6. 重選任期截至 2015 年度下一次股東週年大會的董事：
-

Hendrik Jacobus du Toit 先生；

-

Grant David Cameron 先生；

-

Gregory David Cremen 先生：

-

John Conrad Green 先生；

-

Kim Mary McFarland 女士；

-

Claude Niedner 先生；

-

Michael Edward Charles Ryder Richardson 先生；

7. 重選 KPMG Audit S. r.l.作為本公 司的審計師，任期截至 2015 年度下一次股東週年大會。
8. 投票通過就所支付最多但不超過 200,000 美元的董事總酬金由重選的董事攤分，每名董事就是次股東週年大會至
2015 年度下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期間可獲發不多於 35,000 美元。
9. 任何其他事務。
投資者請注意，股東週年大會上可就議程上的項目作恰當的商議，並無任何法定人數要求；議程上各事項的議案可在
是次股東週年大會上的大多數有效票下合法地通過。每一股份有權投一票。投資者可由代表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
請注意，僅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下午 4 時記錄在冊的投資者，方有權於是次大會上投票。
倘閣下無法參加是次股東週年大會，請在代表委任書上簽署及填上日期，並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下午 4 時正(中歐時
間)前傳真至(+352) 464 010 413、發送電郵至 luxembourg-domiciliarygroup@statestreet.com，或郵寄至註冊地代
理人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承董事局命

市場回顧
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6個月的市場回顧及展望

美國聯儲局減慢買債規模步伐、中國經濟數據轉弱、地

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於 7.5%。不過，中國過去數

緣政治趨於緊張，以及數個新興市場表現波動，成為報

個月的經濟數據未如理想，反映繼去年的增長減慢後，

告期內的主要消息。

經濟進一步放緩，令投資者憂慮中國未必能夠達到 7.5%

聯儲局的計劃維持不變
聯儲局靜候多時，終於在 2013 年 12 月開始縮減買債規
模，令市場感到意外，原因是外界原先預期當局會於 9
月議息後首次宣佈減少買債。從這些不明朗情況可見，
聯儲局不欲過早收緊政策。不論過往或目前，政策官員
拆解人為的低廉資金環境，為相對未獲認同的範疇。鑑
於美國經濟活動以「溫和步伐」擴張，當局因而宣布「適
度地放慢購買資產的步伐」
，由 850 億美元減至 750 億美
元。為減輕市場的反應，聯儲局仍將利率維持在「極低
水平」
。
繼 2 月份議息後，聯儲局繼續縮減貨幣政策力度，堅守
每次議息後減少買債 100 億美元的計劃。當地數據仍然
大致支持美國的復甦，但 12 月及 1 月的非農業就業數據
表現疲弱，為此帶來挑戰。部份分析員將數據欠佳歸咎
於天氣惡劣，但亦有部份投資者對此感到恐慌。除整體

的增長目標。
中國工業生產增長跌至五年以來的低位，出口則較去年
急跌 18.1%。出口減少導致 2 月的貿易差額降至赤字，
為兩年以來最大跌幅，亦是自 2013 年 3 月以來首次。此
外，匯豐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續第六個月下跌，而今
年的數據更反映製造業活動收縮。部份分析員早已警
告，可能受農曆新年的影響，不宜過份解讀 1 月及 2 月
的採購經理指數。不過，3 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仍反映活
動收縮，意味或已形成趨勢。
鑑於大量的數據表現疲弱，為安撫不安的全球投資者，
中國總理李克強重申，政府致力在 2014 年實現 7.5%的
增長目標，政府已預備透過刺激措施（包括基建投資）
以支撐經濟。雖然措施的程度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仍須拭
目以待，但投資者對政府的行動反應正面，並有助提升
市場對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信心。

數據疲弱外，美國整體經濟仍保持逐步復甦的走勢。事

政局趨於緊張：加拉加斯至克里米亞

實上，經常帳赤字已降至 14 年以來的低位，而最新的非

回顧過去六個月，數個新興市場備受政治危機所困擾。

農業就業數據亦見好轉。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的政府捲入貪腐醜聞；政府指責有

新任聯儲局主席耶倫重申在 2 月 11 日於國會聽證會上發

關調查由頗具影響力的神職人員居倫（Fethullah Gulen）

表的言論：在失業率完全回落至 6.5%以下之前，聯儲局

的支持者策劃，並採取行動清除警隊及司法機構的居倫

將繼續維持利率在接近零的水平。不過，當局在 3 月份

支持者。埃爾多安的獨裁統治方針引發投資者的恐慌情

議息時，就短期利率的加息時間推出新的指引，反映方

緒，土耳其里拉在 1 月應聲急挫，迫使土耳其央行大幅

針略有轉變。聯儲局放棄現時的 6.5%失業率門檻，改為

加息。此外，泰國及委內瑞拉的政局動盪，亦影響市場

參考多項就業及經濟指標。此外，耶倫首次指出，當局

表現。泰國示威者封鎖曼谷大部份地區，要求總理英祿

可能在今年稍後時間加息。雖然她其後略為改變有關說

辭職。委內瑞拉方面，當地的經濟危機導致大規模的反

法，暗示若經濟持續復甦，或會在 2015 年初開始收緊貨

政府暴力示威，以示對馬杜羅政府的不滿。

幣政策。

在眾多地緣政治危機中，以烏克蘭的影響最大。總統亞

中國：經濟放緩跡象

努科維奇決定退出與歐盟的聯繫協議，改為加強與俄羅

中國政府有意調整經濟，避免過度依賴出口，並轉為由
消費主導增長。受調整措施的局部影響，中國的增長步
伐從雙位數字回落。儘管投資者關注中國的經濟情況，
但內地在 2013 年仍錄得強勁的增長，而政府將 2014 年

斯的聯繫，因而引發民眾抗議示威。在烏克蘭首都基輔
的示威行動，最終導致政府倒台，事態發展令俄羅斯大
感意外。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感其影響力受到威脅，因此
派兵佔領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基
地，並以俄羅斯人為主）
，最後更將之吞併。為應對局勢，

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財政支援，並採取針對俄羅斯高
級官員的制裁措施。市場反應激烈：俄羅斯股市急挫，
債券孳息率大幅上升，盧布兌美元跌至歷史低位。是次
危機令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跌至冷戰結束以
來的低點，預計緊張局勢將持續一段時間。
以上因素對市況有何影響？
股票
截至 3 月 31 日的六個月內，已發展市場繼續帶動大市上
揚。新興市場表現落後，由於個別國家的獨特因素仍在
大部份時間引致市場顯著波動。
繼環球股市在 2013 年錄得強勁表現，加上第四季企業盈
利普遍向好後，大市在 1 月份回落，原因是投資者憂慮
新興市場貨幣前景，導致環球股市升勢受阻。政局動盪
已成為新興市場的主題，而 2 月份的焦點已由伊斯坦堡
轉至基輔及莫斯科。地緣政治局勢令人憂慮，削弱投資
者的風險胃納。此外，中國經濟數據轉弱、貨幣市場不
穩，加上中國出現首宗企業債務違約的利淡消息，均令
投資者感到不安。
去年 12 月，環球市場歡迎聯儲局作出縮減量化寬鬆的決
定後，疲弱的經濟數據開始令人質疑市場的意見是否正
確。儘管聯儲局大致維持過往的立場，重申縮減量化寬
鬆的步伐取決於數據表現，但市場對聯儲局主席耶倫在
聽證會的記者會上的言論作出即時反應，反映市場非常
重視「聯儲局的言論」。當時，耶倫（不經意地）透露，
當局將於停止購買資產後，靜待六個月才開始加息。
日本方面，儘管日圓疲弱及通脹數據造好，有助帶動 2013
年後期的投資氣氛好轉，但由於投資者憂慮經濟放緩，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 6 個月
英國富時綜合指數 (英國股票)

7.88%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美國股票)

12.16%

MSCI 日本 NDR 指數 (日本股票)

-3.144%

MSCI 中國自由 NDR 指數 (中國股票)

-2.28%

MSCI 新興市場 NDR 指數 (新興市場

1.39%

股票)
債市
聯儲局開始縮減買債計劃規模的決定，顯然對美國國庫
券造成阻力。不過，期內美國經濟數據回軟，以及投資
者對部份新興市場的避險意欲升溫，大致抵銷了上述的
負面影響。因此，美國國庫券、英國金邊債券及日本政
府債券孳息率的期末水平與期初相若。歐元區方面，德
國政府債券孳息率在期內回落，而西班牙及意大利亦顯
著下跌，希臘的跌幅尤為明顯。經濟前景好轉（歐元區
債券孳息率對此反應正面）
，加上通脹回落，是帶動債券
孳息下調的主因。在基本因素改善、違約率低企及投資
者需求持續強勁的帶動下，企業債券表現強勁，在多個
市場中，企業債券的息差現已接近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新興市場債券的表現參差。當地貨幣主權債券在期內受
挫，主要受貨幣於 1 月份進一步轉弱的拖累，而背後原
因包括：聯儲局縮減量寬，以及個別新興市場（尤其是
土耳其）不穩。相反，新興市場的美元計價債券及企業
債券相對造好。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 6 個月
摩根大通政府債券指數 ─ 全球新興市場多

0.33%

日本股市因而被大幅拋售。英國的勞工市場仍然極度興

元化債券指數 (新興市場債券)

旺，但近期公佈的英國數據反映市場的綜合意見屬於過

巴克萊全球綜合債券指數 (全球債券)

1.95%

度樂觀。英國經濟亦出現調整的跡象，第四季的國內生

花旗全球政府債券指數 (所有到期日) (全球

1.55%

產總值數據顯示貿易及投資淨額開始帶來貢獻，而個人
消費帶來的貢獻則出現倒退。

政府債券)
美銀美林英鎊整體市場指數 (英國債券)

4.31%

美銀美林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 (全球高收益

6.79%

債券)

商品及資源

主要受惠於環球需求反彈、貿易盈餘改善及通脹溫和。

在六個月的回顧期內，商品及資源股票表現參差。聯儲

不過，中國經濟數據持續疲弱，工業生產錄得五年來最

局於 12 月議息(當時在會議上宣佈縮減買債規模)前，黃
金及貴金屬的龐大沽壓在 2013 年第四季明顯放緩。自
此，受美國數據轉弱的帶動，金價顯著上揚。及至 2 月
份，環球黃金交易所買賣商品錄得淨流入，是 2012 年
12 月以來的首次，成為黃金後市的轉捩點。金價於 3 月
底略為回落，原因是美國數據轉強，削弱黃金作為另類

低的增幅，而製造業及出口數據亦令人失望。總理李克
強重申政府的今年增長目標為 7.5%。若未能達標，現時
初步出現復甦跡象的其他新興市場或會受到拖累。然
而，中國政府將採取刺激經濟措施，以回應經濟數據轉
弱，此料將為增長帶來支持。因此，整體而言，我們預
期，即使環球市場將要面對息率上調的情況，環球經濟

投資的需求。受中國數據轉弱的拖累，基本及大型金屬

仍將繼續轉強。

受壓，尤其是鐵礦及銅價，前者更在 3 月份出現四年多

所有數據資料來源：天達資產管理及理柏，截至 2014 年 3 月

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31 日。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所有回報均以美元計算。

環球石油價格在期內微跌。小型的供應中斷事件，令油
價在 2013 年第四季攀升，至今年首數個月才略為回軟。
石油輸出國組織增產（尤其是伊拉克）
，成為市場供應量
增加的主因。美國天然氣價格急升超過 22.0%，原因是
嚴寒天氣的時期較預期為長，導致美國天然氣價格在 2
月底前仍高企。隨著天氣出現轉趨和暖的跡象，價格在 3
月份稍為回落。在期內的六個月，農產品及軟商品表現
理想。天氣惡劣及供應國的供應量令人憂慮，導致大部
份穀物及種子價格攀升。美國方面，嚴寒天氣、穀物飼
料價格上升及對禽流感的憂慮，均令肉類價格持續高企。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 6 個月
道瓊斯瑞銀商品指數

5.86%

MSCI 所有國家世界能源指數

6.61%

Euromoney Global Gold Index

-6.16%

MSCI 所有國家世界原材料指數

4.90%

展望
已發展市場的增長前景仍然正面，但美國數據回軟或會
促使聯儲局放慢縮減買債規模的步伐。然而，由於大部
份數據轉弱的原因或與天氣惡劣有關，只要經濟的基本
因素並無急劇逆轉，聯儲局仍將在年底結束買債計劃。
在明年初的數個月內，市場將難免開始揣測真正加息的
可能性。
我們預期，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復甦步伐將逐漸轉強，

天達網站工具及Indicator
閣下可透過瀏覽我們的網站www.investecassetmanagement.com.hk，取得我們基金的最新資料。在此網站內，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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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0)20 7597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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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 2 8101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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