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芬黄氏世界系列 - 
中国股债基金

警告声明：

投资人有权索取艾芬黄氏世界系列 - 中国股债基金的产品要点目录。在投资前，投资者应该详阅和了解基金的产品要点目录和资讯备忘
录 (日期: 2019 年 1 月 18 日)。相关文件均已向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进行登记，但委员会不对文件内容负责。投资者有权在销售办公
室索取相关文件。基金交易在收到申请表，和产品要点目录及资讯备忘录为附件后，才会成立。本基金的投资将有相关费用和手续费的
产生，投资者应详加考虑。基金价格和收益 (视情形而定) 随时波动，过去表现不应该视为未来表现的准则。如果投资者打算通过借贷方
式进行购买，请先参阅 “信託基金借贷披露声明”。倘若中文版与英文版有任何出入，将以英文版为准。 

基金资料

A�n Hwang Asset Management Bhd (429786-T)
Ground Floor, Menara Boustead, 69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免付费电话: 1800 88 7080   电话: +603 2116 6000   传真: +603 2116 6100   网址: www.a�nhwangam.com

基金组别/分类 联接基金批发 /成长和收益
投资目标 基金期望在中长期内取得资本增长和定期收益。
投资者类型 此基金适合此类投资者:
 • 通过投资于有关中国的股票和债券组成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以提供资本增长和定期收益;
 • 中长期的投资目光；和
 • 高风险承受度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把资产净值至少 80% 投资在目标基金上，另外高达 20% 投资在货币市场工具、 
 银 行存款，和 (或) 现金上。
资产配置 • 本基金将把资产净值最少 80% 投资在目标基金上; 
 • 另外高达 20% 投资在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和 (或) 现金上
派息政策 依基金的获利程度，本基金将在第一财政年度结束后，致力在以下各个货币类别中宣派股息
 美元类别: 每月
 马币类别: 每月
 马币对冲类别: 每季
 新币对冲类别: 每季
 澳币对冲类别: 每季
最低投资额 美元类别 马币类别 马币对冲类别

 初始: 美金 5,000 初始: 马币 5,000 初始: 马币 5,000

 额外: 美金 1,000 额外: 马币 1,000 额外: 马币 1,000

 新币对冲类别 澳币对冲类别

 初始: 新币 5,000 初始: 澳币 5,000

 额外: 新币 1,000 额外: 澳币 1,000

销售费 高达每类别的资产净值的 5.5%。
管理费 每年高达资产净值的 1.85%，依基金的基础货币计算 (在扣除 管理费和信托费前) 

信托费 每年高达资产净值的 0.06% (不含外国托管费和手续费)，依基金的基础货币计算  
 (在扣除管理费和信托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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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投资策略

至少 80% 的资产净值投资在
目标基金，瑞银中国股债基金

以便可以在市场高度波动时捍卫仓盘和提高流动量

高达 20% 的资产净值投资在
包括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和 (或) 现金

艾芬黄氏世界系列 - 中国股债基金投资

关于目标基金经理人

由在中国投资经验丰富的瑞银资产管理

提供主动式资产管理、多元化资产配置，以布局一个完整和具策略性的中国仓位

借由中国股市和固定收益来建构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便提供可观的总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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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资产配置
额外多元化布局 = 优越的已调整风险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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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增长策略去投资中国市场
中国新经济下的高速成长企业蕴藏许多投资机会。通过艾芬黄氏世界系列 - 
中国股债基金 (本基金) 来捕捉众多投资机遇。此基金通过投资在瑞银中国
股债基金 (”目标基金”)，期望在中长期内取得资本增长和定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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