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信托基金
适合／不适合?
重要风险通知
•

单位信托基金乃投资产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于本产
品，除非中介人于销售本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本产品是适合阁
下的

• 单位信托基金不相等于定期存款
• 在最坏情况下，基金价值或会大幅少于阁下的投资金额

若下列情况适用于您，可考虑选择此产品

若下列情况适用于您，请不要选择此产品

您希望享受集体投资计划的规模效益，避免直
接投资多个本地及海外市场的繁琐

✗ 您希望将资金集中于某项投资，如一间特定公



您希望以可承受的金额，通过整付或月供方式
开始投资计划

✗ 您不愿支付单位信托投资的相关费用



您正寻求可在任何交易日买卖单位信托基金的
灵活投资方式

下的持有货币或本土货币不同）



您希望捕捉机会增长财富及提高收益



司

✗ 您不愿涉及货币汇兑（若产品的计值货币与阁
✗ 您不愿接受最低投资额规定
✗ 您是美国公民／拥有美国国籍的人士、美国居
民或美国纳税人，或有美国地址（例如：主要
通讯地址、居住地址或工作地址在美国）。或
您是加拿大居民，或南韩公民而同时为南韩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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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重要事项
• 30 天服务承诺：若您购买任何基金后，在理财需要上有所改变，可于 30 天内向我们提出（65 岁或以上的长者
可于 60 天内提出），我们将豁免相关的首次认购费，或“零认 购费系列”基金的行政费。详情请参阅适用
的条款及细则
•“汇丰基金浏览及交易服务”：透过多角度的比较，简化基金分析过程，识别每个基金类别中表现最佳的基金，
助您作出 精明投资决定
风险声明
•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数据并非未来业绩的指标
• 投资于某种市场的基金（例如新兴市场、商品市场、小型企业等）可能会涉及较高风险，并通常对价格变动
较敏感
• 投资收益并非以本土货币计算者，需承受汇率波动的风险。汇率波动也可能令投资价值有升有跌
• 您也须留意其他风险。有关产品及风险详情请参阅销售文件

注：
本文件的内容只作一般参考。
向您提供本文件或任何市场推广、市场资料或产品资料，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如您欲获得我
们的招揽或建议，应联络我们，并在交易前接受我们的合适性评估 (如相关) 。
本文件的内容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应审慎行事。您不应单凭本文件投资于本产品。如有任
何疑问，应征询专业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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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信托基金
产品资料
重要风险通知：
• 此基金乃投资产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在该基金，除
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是适合阁下的
• 基金产品并不相等于定期存款
• 在最坏情况下，基金价值或会大幅地少于您的投资金额
以下「风险声明」部份将列出其他风险因素，详情请参阅有关部分。

单位信托基金是由基金经理把众多投资者的资金汇聚成一项庞大基金，进行投资，而投资者则持有基金的股份，或称「单
位」。透过单位信托基金，投资者可投资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市场及各种投资工具，包括股票、债券、证券、货币及认股权证／
衍生工具。单位信托基金由专业的基金经理管理。不同的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和回报水平，投资者可根据个人的投资目标，
选择适合的基金。
单位信托基金的优点
• 分散投资 减低风险—透过单位信托基金，您的资金将分散投资于世界各地及各行业，涉及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类别 及
产品，从而达致分散投资、均衡投资的目标
• 良机在握 安枕无忧—专业的基金经理能透过世界各地经济学家和分析员所提供的资料及研究数字，发掘及掌握投资
良机
• 全球市场 轻易掌握—透过单位信托基金，您不但可投资于本地市场，更可参与个人投资者无法涉足的海外市场
• 经济效益 节省费用—由于每项基金均汇聚众多投资者的资金进行投资，而经营成本和佣金亦由所有投资者分担，令每
位投资者承担的费用较低，享有更佳经济效益
• 资金调动 灵活方便—您可在任何交易日（基金所属国家的假期除外）买入或出售单位信托基金，方便资金调动及灵 活
理财。有关款项一般会在七日内派发
• 专人代劳 稳妥可靠—您的资金由海外注册的信托人或托管人保管，运作独立于基金经理，确保稳妥可靠
基金种类繁多
汇丰提供由多家基金公司管理的不同资产类别基金。您可透过我们的风险评估分析，
了解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及希望获取的
回报，以选择适合您投资目标的基金。
投资方式灵活
我们提供灵活的投资方式，包括定额和按月投资。
付款手续极为简便，您可选择透过您的汇丰户口直接转账，或采用支票、本票、电汇或自动转账缴付投资金额。若您参加基
金月供投资计划，则可选择透过您于汇丰设立的现金户口直接转账。

投资方法

最低投资额

定额投资

由 1,000 美元／10,000 港元起

基金月供投资计划

不设首次投资额
每月最低供款*：每项基金 1,000 港元

*9

可作额外不定期投资，每项基金最低投资额为由 1,000 美元或 10,000 港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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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状况 全面掌握
•

每当认购、转换或赎回单位信托基金时，投资者都会收到一份合约通知书，详列有关交易

•

投资者将定期收到结单，纪录有关的交易详情及基金投资现值

•

投资者可透过电话投资服务、互联网或任何一间汇丰分行的报价机，获得每日的报价资料

•

我们会定期邮寄各项资料，助您作出最佳的投资决定

网上投资服务 灵活易用
+

您可透过汇丰网上理财 买卖单位信托基金，让您随时随地，方便及灵活处理投资需要。
如有查询，欢迎：
• 浏览网址 www.hsbc.com.hk
• 致电我们的投资产品查询专线 22333733（只处理赎回交易）
• 亲临任何一间汇丰分行
单位信托基金服务收费表 1
服务

收费

认购／赎回／管理／其他费用

以有关的基金说明书为准

基金月供计划特惠认购费

债券基金
2%

转换费 2

最高为转换额的 1%

其他基金（债券基金除外）
3%

确认投资指令「e 提示」

免费

基金交付

每基金 100 港元之行政费

3

1

此收费表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汇丰 One 及个人综合理财户口客户，及以「383」作户口号码结尾的一般单位信托基金户口客户。

2

本行只接受转换由同一间基金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收费详情请参阅有关基金说明书。

3

请留意基金托收或交付将只限于同名户口。如欲提交有关基金托收或交付指示，请亲临任何一间汇丰分行。

+

透过汇丰网上理财提供的服务王涉及我们就任何产品作出招揽销售或建议底提供意见。你透过汇丰网上理财进行的所有交易均按只限执行的基准及基

于您的个人判断进行。我们并无任何责任评估或确保产品或您所进行交易的合适性。如您欲获得我们的招揽或建议，应联络我们，并在交易前接受我
们的合适性评估 (如相关) 。

风险声明：
•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数据并非未来业绩的指标
• 投资价值及其盈利可升可跌，买卖基金可能招至损失，不能保证能赚取利润
• 投资于某种市场之基金（例如新兴市场，商品市场，小型企业等）可能会涉及较高风险，并通常对价格变动较敏感
• 投资收益并非以本土货币计算者，需承受汇率波动的风险。汇率波动亦可能令投资价值有升有跌
• 基金详情及风险因素请参阅有关基金的认购章程
• 本文件并未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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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本行会向从事基金交易的基金公司（包括 ManInvestmentsGroup）收取或保留有关的任何佣金、回扣、回佣、利益或
其他益处
• 如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意见或投诉，请联络我们在香港的任何分行，致电(852) 2233 3033 （汇丰尚玉客戶），
(852)2233 3322（汇丰卓越理财客户）或 (852)2233 3000（其他个人理财客户）、致函我们的客户关系部（九龙中央
邮政局邮政信箱 71169 号）或电邮至 feedback@hsbc.com.hk。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会于合理的时间（通常 30 日）内
回复客户的投诉。若您对投诉结果仍有不满，您有权将个案转交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法规部处理，地址为香港中环金融
街 8 号国 际金融中心 2 期 55 楼。有关本行与阁下就销售过程或处理交易上所产生的金钱纠纷，阁下有权将个案转交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阳光中心 37 楼 3701-04 室）处理。本行将按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
处理与阁下的纠纷。
单位信托基金销售文件：
请确保您已收取及阅读以下单位信托基金销售文件：
• 基金简介及产品资料概要
• 章程摘要／基金说明书
• 年报
• 中期报告
• 季报 (如适用)
如您对销售文件之内容有任何疑问，应谘询专业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注：
本文件的内容只作一般参考。
向您提供本文件或任何市场推广、市场资料或产品资料，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如您欲获得我
们的招揽或建议，应联络我们，并在交易前接受我们的合适性评估（如相关）。
本概要的内容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应审慎行事。您不应单凭本概要投资于本产品。如有任
何疑问，应征询专业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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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开放式基金享获汇丰首次认购费优惠
汇丰助您有效地管理您的投资成本，并助您发挥您的投资潜在回报。现凡汇丰卓越理财，汇丰 One 及明智理财客户认购
开 放式基金，均可享用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
请参阅以下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收费表：

认购金额／基金类别
少于港币
1,000,000 元#
港币 1,000,000 元
或以上#
#

全线开放式基金
(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除外)

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作认购交易之投资户口类别
所享之首次认购费优惠
汇丰 One 或
汇丰卓越理财
个人综合理财

作认购交易之投资户口类别
所享之首次认购费优惠
汇丰 One 或
汇丰卓越理财
个人综合理财

2.50%

3.00%

2.00%

2.00%

2.00%

2.50%

1.50%

2.00%

以每个交易日截至交易截止时间的总认购金额计算

*开放式基金之首次认购费优惠—条款及细则
1.
2.
3.

此优惠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汇丰 One 及个人综合理财客户（合资格客户）成功透过汇丰卓越理财，汇丰 One 及个人
综 合理财投资服务户口进行的整额认购开放式基金（不包括「全资型」基金及零认购费系列之基金）的交易。
每次开放式基金认购交易之首次认购费将按照有关认购之基金类别、户口类别及认购金额厘订，详情请参阅以上开放式
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收费表。
基金认购交易实际收取之首次认购费是按照以上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并根据各基金公司所运用来计算基金收费
之方式所计算。基金收费之计算方式因个别基金公司而异。因此基金认购交易实际收取的首次认购费有可能与将认购金
额乘以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所计算的结果有所出入。

4.

此优惠不适用于基金月供投资计划之认购交易。

5.
6.

客户仍需缴付所有其它有关基金之收费，包括转换费、赎回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本行可能同时有其他有关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的推广性优惠，合资格客户或可同时享用以上首次认购费优惠，详情请
参阅有关推广之条款及细则。
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可运用酌情权随时更改开放式基金首次认购费优惠而毋须事
前通知。

7.
8.

本行保留在给予合理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条款及细则的权利。本行亦可能运用酌情权取消此优惠而毋须事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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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风险通知：
1. 基金乃投资产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在该基金，除非中介人
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类产品是适合阁下的。
2. 基金产品并不相等于定期存款。
3. 投资者不应仅根据此资料而作出投资决定。
4.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数据并非未来业绩的指标。欲知投资产品详情、有关费用及风险因素，请参阅销售文件
及/或有关文件。

风险披露
1. 坏情况下，基金价值或会大幅地少于您的投资金额（在极端的情况下，您的投资可能会变成没有价值）。
2. 投资于某种市场之基金（例如：新兴市场、商品市场、小型企业等）可能会涉及较高风险，并通常对价格变动较敏
感。
3. 信贷风险／利率风险－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的基金的价值可因利率变动而下跌，并须承受发行人可能不支付证 券
款项的信贷风险。由于投资于金融衍生工具，基金价格可能更为波动，及可能承受相比传统证券更大程度的风 险。
4. 交易对方风险－倘基金买卖并非于认可交易所买卖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约，则会因有关交易对方而蒙受信贷风险。 该
等工具并无给予适用于在组织完善的交易所买卖金融衍生工具的参与者的保障（例如交易结算公司的履约保 证）。
与基金买卖有关工具的交易对方可能无力偿债、破产或违约，届时或会令基金承受重大损失。

注：
本文件的内容只作一般参考。
向您提供本文件或任何市场推广、市场资料或产品资料，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如您欲获得我
们的招揽或建议，应联络我们，并在交易前接受我们的合适性评估（如相关）。
本文件的内容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应审慎行事。您不应单凭本文件投资于本产品。如有任
何疑问，应征询专业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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