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dMax
（適用於滙豐運籌理財客戶）

 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閣下不應投資在該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
投資經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

 基金產品並不相等於定期存款。基金乃投資產品而部份涉及金融衍生工具。
 在最壞情況下，基金價值或會大幅地少於您的投資金額（在極端的情況下，您的投資可能會變成沒有價值）。

 投資者不應只根據本銷售文件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閣下應細閱產品有關的銷售文件以獲知產品詳情，包括所涉及的風險因素。
以下「風險聲明」部份將列出其他風險因素，詳情請參閱有關部分。
想達到您的個人目標，照顧財務健康猶如照顧您的個人健康同樣重要。現今社會很多人都相當重視保持健康的體魄，如 定期驗身、搜
尋健康食譜或抽空花時間去投入健身運動等，另一方面，卻往往忽略財務健康的重要。
如果您
 想令您的財富增值及累積起來
 會於投資基金時，考慮到交易費的問題
 明白到您的基金組合只會在您於適當時間部署在合適的基金的情況下才會有所增值

我們的 FundMax 基金服務可助您更明智地建立及管理財務健康！

什麼是 FundMax？
FundMax 是滙豐率先為香港投資者引入的全新基金收費概念，同時是一個為重視財務健康的您而設的一項全面財富管理 方案。

適合／不適合 FundMax?
若下列情况適用於您，可考慮選擇此產品


若下列情况適用於您，請不要選擇此產品

你是一位經常根據最新市埸動向而調配基金類別的主動型 

你希望在較長的投資年期中達至財財富累積及增值

投資者


你希望調配自己的基金投資組合從而獲得較理想回報



你可能沒有空餘時間作經常性基金轉換

註：

本文件的內容只作一般參考。
向您提供本文件或任何市場推廣、市場資料或產品資料，其本身不會構成任何產品的招攬銷售或建議。如您欲獲得我們的招攬或建議，應聯絡我們，並在交易前接受我們的合適
性評估（如相關）。
本文件的內容未經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您在投資本產品前應審慎行事。您不應單憑本文件投資於本產品。如有任何疑問， 應徵詢專業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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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Max 可為您帶來什麼好處？
1.

嶄新單一月費，低至每年 1.25%
 豁免基金交易中的認購費及轉換費
 只須一個按 FundMax 戶口中開放式基金*的平均結餘額計算的戶口月費；您便可節省認購基金及之後轉換基金所
涉及的費用
 基金結餘愈高，戶口收費金率愈低
平均結餘額

戶口收費金率（年率）－ 運籌理財客戶

港幣 50,000 元以下

*

括免

港幣 50,000 元 至 港 幣 500,000 元以下

1.75%

港幣 500,000 元至港幣 1,000,000 元以下

1.5%

港幣 1,000,000 元或以上

1.25%

不包括零認購費系列及全資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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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Max 戶口月費是如何計算的？
戶口月費 =
收費期的曆日數目

開放式基金平均結餘額 x 戶口收費金率 x

全年的曆日數目（365 或 366）

有關戶口月費的詳情可參閱 FundMax 戶口的月結單。
例子：現為運籌理財客戶的陳先生開設了一個 FundMax 戶口，該戶口於 201X 年持有開放式基金。 於 201X 年的戶口月費將按以
下計算：
• 收費期：201X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共 30 日，全年共有 365 日）
• 於 201x 年 6 月開放式基金的平均結餘額：港幣 600,000 元
• 於 201x 年 6 月的戶口月費 = 港幣 600,000 元 x 1.25% x 30 / 365 = 港幣 616.44 元 戶口月費會從客戶指定的現金戶口中在每
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扣除。
如何選擇 FundMax /定額投資?
例子：陳先生 - 現為運籌理財客戶認購及持有基金總值港幣 1,000,000, 為期一年
投資方式

「購入並持有」

「活躍的基金交易習慣」
(例如: 一年四次的基金轉換)

定額投資的認購
費~

港幣 10,000

港幣 40,000

[ 港幣 1 百萬 x 1%]

[港幣 1 百萬 x 1% x 4]

FundMax 戶口月

港幣 10,000

費#
較適合的方案

[ 港幣 1 百萬 x 1% x (365/365) ]
經「投資户口」作定額投資

~

假設基金認購費及轉換費為認購額及轉換額的 1%

#

假設 FundMax 戶口的月費以持有開放式基金方法計算.

「FundMax 戶口」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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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

助您重整投資組合
 重整您的投資組合以提升表現－市場上沒有任何單一市場可以持續表現最佳；投資週期亦愈見縮短。例如：

 新興市場於 2008 年為表現最差的市場（-53.2%），但同時亦是於 2009 年反彈幅度最大的市場（+79%）
 政府債券於 2008 年為表現最好的資產類別（+13.7%），但同時亦是於 2009 年中表現最差的（+0.9%）
（來源：Morningstar，滙豐）

作為一個明智的投資者，定期檢討並及時重整您的投資組合對提升其表現是非常重要的。
 緊貼投資升跌－為助您檢視您的投資表現，滙豐會為您的投資項目逐一從買入起跟蹤其升跌。您可運用我們屢獲
奬項的網上理財服務隨時檢討個別投資項目升跌表現的詳情。
 毋須顧慮基金交易費－運用 FundMax，您可在重整投資組合時獲豁免基金交易費用，讓您可更能專注在適當的時
間揀選合適您的基金作組合重整。
3.

不單止是一個獨特的收費模式
FundMax 為您提供一系列全面的財富管理服務及工具，以助您有效管理您的投資組合。
 「滙豐基金瀏覽及交易服務」– 您可運用「滙豐基金瀏覽及交易服務」為個別基金進行多角度分析及比較，助您作出精
明的投資決定 。
 財務策劃工具－無論您已訂立或準備訂立您的理財目標，我們的財務策劃工具可助您更清楚有關的財務需要及達
到您的目標。

擁有獨特嶄新的收費模式及一系列全面的財富管理方案，FundMax 會是助您發揮投資最大優勢的工具！

服務

收費

取消戶口行政費

任何已累計但未徵收的戶口月費

基金交付費

交付的基金當時的市值的 1%

請與我們的分行職員聯絡，以了解更多有關 FundMax 的詳情！
請留意： FundMax 戶口是為預算會定期檢討及重整投資組合以享該戶口可帶來的好處的客戶而設的。FundMax 可能不適合打算長期持有相同基金而不作
任何重整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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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費（如適用）：

(續)

風險聲明
本文件所載資料不可視為任何產品的招攬銷售、建議或就任何產品給予意見。您應就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財政資源及其他相關
條件，小心衡量自己是否適合參與任何投資項目。投資涉及風險，過去的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監管機構審核。

FundMax 戶口條款及細則
一般事項
 FundMax 戶口乃受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約束的投資服務戶口；該條款及細則必須與以下 FundMax 戶口條款及細則一併閱讀。
 開立 FundMax 戶口的客戶須同時持有卓越理財或運籌理財戶口。
 FundMax 戶口不適用於買賣証券、認股權證、股票掛鈎票據／投資及股票／基金月供計劃。
 請留意基金經理嚴格禁止頻繁交易及市場時間活動，以保障基金整體權益。本行保留終止任何被發現進行該等活動的 FundMax 戶口。
戶口月費








以 FundMax 戶口認購或轉換基金，有關的首次認購費或轉換費可獲豁免。客戶仍須繳付包括但不限於每年管理費、贖回費及表現費等於個別基金
章程中列明的其他費用。
戶口月費會於 FundMax 戶口首次錄得基金結存（零認購費系列、全資型基金及保本基本除外）（「有關基金」）的當日開始計算。
戶口月費是以有關基金於收費期的平均結餘額及相對應該結存的收費金率計算。以外幣報價的基金，其結餘額將以計算該數值該日當前的兌換率
換算成的港元等值計算。戶口月費是以港元計算；如果您所指定的現金戶口的結算貨幣並非港元，戶口月費會以徵收該日當前的兌換率換算為現
金戶口的結算貨幣從戶口扣除。
戶口月費是以整月於每歷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徵收。若由 FundMax 戶口錄得基金結餘的首天開始計算的月份並非一個整月，該月的戶口月費將於
下一個月收取。有關戶口月費的詳情可參閱 FundMax 戶口的月結單。
戶口月費會從您於開立 FundMax 戶口時所指定的現金戶口中扣除。如您欲更改指定現金戶口，本行須在月份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的三個工作天之前
收到您的指示，以便戶口月費可由該月份起從新現金戶口中扣除。
若戶口月費連續三個月未能成功收取，該 FundMax 戶口將被終止。

取消戶口
 當取消 FundMax 戶口時，任何已累計但未徵收的戶口月費會於所有投資結存均被贖回或轉移及該戶口獲成功取消時從您的指定現金戶口中扣除。
 若以 FundMax 戶口作最後一次有關基金的認購或轉換的完成交易日子與取消戶口的日子相距不足一年，您須繳付以相關最低收費結餘額及相應之
收費金率所計算的行政費，收費期為戶口被取消的翌日至該交易滿一年當日，行政費會從您的指定現金戶口中扣除。
基金交付


從 FundMax 戶口交付有關基金至其他戶口，被轉移的基金當時的市值的 1% 將被收取為基金交付費。該費用會於本行收到您的指示時從您的指定
現金戶口中以該戶口的結算貨幣扣除。如基金報價貨幣不同於您指定現金戶口的結算貨幣，交付費會以徵收該日當前的兌換率換算為您指定現金
戶口的結算貨幣後從該戶口扣除。無論轉移指示成功執行與否，交付費將不獲退還。

雜項
本行可以不時在本行行址展示或以本行認為適合的其他方法向客戶發出通知以修訂本條款及細則。如客戶並未於通知期屆滿前結束 FundMax 戶
口，則客戶將被視作已同意有關修訂。
 如中文譯本與英文本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本為準。


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意見或投訴，請聯絡我們在香港的任何分行、致電 (852) 2233 3322（滙豐卓越理財客戶），(852) 2748 8333（運籌理財客
戶）或 (852) 2233 3000（其他個人理財客戶）、致函我們的客戶關係部（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71169 號）或電郵至 feedback@hsbc.com.hk。
我們在一般情況下會於合理的時間（通常 30 日）內回覆客戶的投訴。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您有權將個案轉交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法規部處理，
地址為香港中環金融街 8 號國際金融中心 2 期 55 樓。
有關本行與閣下就銷售過程或處理交易上所產生的金錢糾紛，閣下有 權將個案轉交金融糾紛調解中心(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 陽光中心 37 樓
3701-04 室)處理。本行將按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 處理與閣下的糾紛，若糾紛涉及產品的合約條款，則須由基金公司與閣下直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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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