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華夏基金(香港)完成收購 BMO 環球資產在港之 ETF 產品線，現管
理在港成立規模最大之美股 ETF 及槓反系列、及規模最大的亞洲債
券 ETF
投資基金可能涉及佣金、管理費及有關開支。基金可能不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不應只按照此內容而作出任何投
資決定。投資者應審慎投資，詳細閱讀華夏基金環球 ETF 系列 II 基金章程以獲得更多資料，包括產品的特點及風險
因素。ETF 並不獲保證，過往業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投資涉及風險。投資價值會隨股票市場和匯率波動而變
動，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投資的全部金額。
• 華夏納斯達克 100 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納斯達克–100 指數表現的投資業績。為實現投
資目標，主要投資於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股票，並因追蹤單一國家( 美國) 及單一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 而具有
集中投資的風險。
• 華夏 MSCI 亞太區房地產 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 MSCI 亞太地區房地產指數表現的投資
業績，因追蹤單一地區( 亞洲) 及行業( 房地產) 而具有集中投資的風險。
• 華夏亞洲美元投資級別債券 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彭博巴克萊亞洲美元投資級別債券指數
表現的投資業績，主要投資於亞洲( 日本除外) 市場美元計價的政府及企業投資級別固定利率債券。這類投資的
特殊風險包括：利息風險、場外交易市場風險、發行人風險、主權債務風險和債券接近到期流動性風險。
• 華夏香港銀行股 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納斯達克香港銀行股 TM 指數表現的投資業績，
主要投資於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及根據行業分類基準（ICB）歸類為銀行的股票，因追蹤單一地區( 香港) 及行業
( 銀行) 而具有集中投資的風險。
• 華夏亞洲高息股票 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納斯達克亞洲( 日本除外) 高息股票 TM 指數表
現的投資業績，高股息證券會受到股息減少或取消、證券價值下降以及低於平均價格升值潛力等風險的影響
• 華夏 MSCI 日本股票（美元對沖）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 MSCI 日本股票指數(100% 美
元對沖) 表現的投資業績，主要投資於日本股票，並因追蹤單一國家( 日本) 而具有集中投資的風險。
• 華夏 MSCI 歐洲優勢股票（美元對沖）ETF 旨在提供在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盡量貼近 MSCI 歐洲高質量公司指
數(100% 美元對沖) 表現的投資業績，主要投資於歐洲股票，並因追蹤單一地區( 歐洲) 而具有集中投資的風
險。亦會投資於貨幣遠期合約作對沖用途。雖然此方法旨在盡量減低貨幣波動對基金回報的影響，本基金仍要承
擔對沖費用、衍生工具和場外交易的風險。
• 基金投資於新興市場比投資於發達市場有更高的風險，因為除其他因素外，有更大的政治、經濟、稅收、外匯、
流動性和監管的風險。
• 相對於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基金的交易價格可能有顯著的溢價或折讓。
• 基於費用及開支、基金經理採用之具代表性抽樣策略以及投資債券的流動性等因素，基金之資產淨值變動或會與
指數表現有所偏差。
• 基金的基準貨幣為港元，但同時有以美元(除港元外)交易的基金單位。 在二級市場交易基金單位時，投資者可能
需要承擔與基準貨幣和美元交易貨幣之間的外幣波動相關的額外費用或損失。
• 如果基金單位於不同櫃檯之間的跨櫃檯轉移暫停和/或經紀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提供的服務水平有任何限制，基
金單位持有人只能在一個櫃檯交易他們的基金單位，這可能會限制或延遲了投資者的交易。
• 由於市場流動性、每個櫃檯的市場供應和需求以及港元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等不同因素，每個櫃檯交易的基金
單位市場價格可能會大幅偏離。

【香港，2021 年 5 月 27 日】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華夏基金(香港)」)欣然宣佈，將收購
並接管加拿大 BMO 環球資產管理於香港發行的 7 隻 ETF，並於 5 月 28 日（周五）生效。
此 7 隻 ETF 包括：
ETF 名稱（更改前）

ETF 名稱（更改後）

BMO 亞洲美元投資級別

華夏亞洲美元投資級別

債券 ETF

債券 ETF

BMO 納斯達克 100 ETF

華夏納斯達克 100 ETF

代碼
港元櫃台

美元櫃台

3141

9141

3086

9086

BMO MSCI 亞太區房地

華夏 MSCI 亞太區房地產

3121

-

產 ETF

ETF

BMO 香港銀行股 ETF

華夏香港銀行股 ETF

3143

-

BMO 亞洲高息股票 ETF

華夏亞洲高息股票 ETF

3145

-

BMO MSCI 日本股票（美

華夏 MSCI 日本股票（美

3160

-

元對沖）ETF

元對沖）ETF

BMO MSCI 歐洲優勢股

華夏 MSCI 歐洲優勢股票

3165

-

票（美元對沖）ETF

（美元對沖）ETF

截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此 7 隻 ETF 合共資產總值約為 43.5 億港元 1。此外，華夏基金(香港)
母公司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萬信投資 (Mackenzie Investments)- 一間加拿
大著名的資產管理公司，將會負責 7 隻 ETF 的投顧工作。
目前此 7 隻 ETF 已是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旗下的核准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
劃 (ITCIS)之中。收購此 7 隻 ETF 後，華夏基金(香港)將成為核准 ETF 數目第二多的資產管理
公司 2，有望為強積金受託人提供更全面的產品覆蓋。
華夏基金(香港)續指，收購納斯達克 100 ETF 後，華夏基金(香港)將會是全港管理納指 ETF 及槓
反產品總規模最大及產品線最齊全的發行商 3，當中包括納指反向兩倍、反向一倍、正向兩倍及
納指 ETF，讓投資者全面捕捉近期美股波動所帶來的投資機會。
華夏基金(香港)行政總裁甘添先生表示：「華夏基金(香港) 作為經驗豐富的 ETF 發行人，我們對
發展 ETF 業務充滿信心。是次收購將帶來協同效應，充分發揮萬信投資全面的投顧能力，進一
步開拓華夏基金(香港) 多元化的產品線。同時，華夏基金(香港)進一步加深與納斯達克指數公司
的合作，是次收購後已有 6 隻交易所買賣產品採用納斯達克指數公司的指數，為香港市場上採
用納斯達克指數公司的指數數量最多的 ETF 發行人。華夏基金(香港)深熟香港及亞洲投資者的投
資胃納，將充分發揮其投資團隊的優勢，推出更多創新及符合投資者需求的 ETF 產品，為投資
者創造價值。」
萬信投資 ETF 主管 Michael Cooke 先生表示：
「我們很高興能夠為華夏基金（香港）提供專業
的 ETF 投資灼見，並擔任這７隻 ETF 的投資顧問。作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我們期待利用我們的能力及優勢為投資者貢獻表現。」他提到萬信投資除了在加拿大境內，亦有
在香港、北京、波士頓、都柏林及倫敦設有辦事處。

-完關於華夏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
華夏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 （
「華夏基金（香港）」
） 是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於

2008 年 9 月在香港註冊成立，是首批獲准在香港展開資產管理業務的中資基金公司。華夏基
金（香港）致力於成為多元化、全球化的綜合資產管理公司。自成立至今，公司實現了全面的國
際化業務布局，建立了涵蓋長倉基金、對沖基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槓桿／反向產品、債
券基金和專戶的多元化產品線。
公司網址: www.chinaamc.com.hk

如有垂詢，請聯絡：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852 3406-8688
hkservice@chinaamc.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數據來源：香港交易所，截至2021年5月25日

2

數據來源：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網站，截至2021年5月25日

3

數據來源：香港交易所，數據截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
「全港最大」指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交易所買賣產品的資產

管理規模(港元)，按發行商歸類。
「最齊全」指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交易所買賣產品的數目，按發行商歸類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投資新興市場涉及其他風險，例如較高的市場波幅及較低的交易成交量，因此可能
需要承受比投資成熟市場更易受損失的風險。請於投資前仔細考慮基金的投資目標、風險因素, 以及費用和支出。這些
和其他數據記載於有關基金章程內，請於投資前仔細閱覽基金章程。華夏基金並非由指數供應商(只適用於 ETF 和指數
基金)營辦、贊許、發行、銷售或推廣。有關指數供應商的詳情（包括任何免責聲明）
，請參閱相關華夏基金的發售文件。
本文件由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編制，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