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21年10月29日 香港中環花園道1 號中銀大廈37樓

▲ 投資目標 ▲ 基金資料4

基金經理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受託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管理費 0.40%

基礎貨幣 港幣

指數 恒生科技指數

總資產 港幣 874.87 百萬

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主板

ETF網站

二級市場交易資訊
美元櫃台 港幣櫃台

開始交易日期 2020年9月3日 2020年9月3日

股份代號 9088 3088

交易貨幣 美元 港幣

每手買賣單位數目 200個基金單位 200個基金單位

彭博基金代碼 9088 HK 3088 HK 

ISIN 編碼 HK0000643327 HK0000643335

累積回報1

一個月 六個月 一年 叁年 五年 自成立起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4.43% -23.23% -15.40% - - -19.59%

恒生科技指數 （價格回報） +4.50% -23.30% -15.38% - - -19.39%

恒生科技指數（總回報） +4.50% -23.07% -15.08% - - -19.1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本年至今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 - - - +6.27% -24.33%

恒生科技指數 （價格回報） - - - - +6.53% -24.33%

恒生科技指數（總回報） - - - - +6.59% -24.10%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股份代號：3088/9088）
基金月報

▲ 基金表現
https://www.chinaamc.com.hk/tc/products/etf/ChinaAMC_Hang_Seng_TECH_

Index_ETF/fund-details.html

年度回報1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損失本金。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本基金」）前，投資者應參閱基金章程，包括細閱風險因素。閣下不應僅依賴本資料作出投資決定。請注意:

• 本基金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恒生科技指數(「指數」) 表現的投資回報 (未計費用及開支)。

• 本基金以被動方式管理，基金經理將沒有酌情權適應市場變化。指數下跌預期會導致本基金價值相應下跌。

• 本基金投資於股本證券須承受一般市場風險。其價值可能因為各種因素波動。

• 由於指數是一隻新的指數，本基金可能會較其他追蹤具有更長運營歷史指數的基金面臨更高風險。

• 本基金追蹤科技主題公司及單一地區 (即大中華地區) 的表現，故面臨集中性風險，其波幅很可能超過地區覆蓋廣泛的基金。

• 科技行業的公司與其他行業相比，具有價格表現波動性相對較高的特徵。

• 本基金可能須承受與不同技術領域和主題相關的風險。這些行業或主題公司的業務下滑可能會對本基金造成不利影響。

• 本基金涉及跟蹤誤差風險。跟蹤誤差可能由所使用的投資策略以及費用和支出導致。

• 倘基金單位在兩個櫃台之間的跨櫃台轉換暫停，和/或因證券經紀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服務水平有任何限制，單位持有人將只可在一個櫃台交易其基金單位，這可能會導致投資者無法或延遲交易。在各櫃台交易的基金單位

市價或會有很大偏差。

• 一般而言，散戶投資者僅可於香港聯交所買賣本基金的基金單位，而基金單位於香港聯交所的交易價格受市場因素影響，如基金單位的供求情況。因此，基金單位的交易價格可能會較本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溢價或折讓。

1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者可能損失所投資之本金。基金表現的計算方法是以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計算，包括股息再投資。

2表現根據價格回報計算，以港幣計算。

3表現根據總回報計算，以港幣計算。

4關於基金詳情（包括費用）請參考基金章程。

5自基金首個官方資產淨值日2020年9月3日起計算。

除非另有說明，資料來源均來自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及彭博。

5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提供安排貼近恒生科技指數表現的投資

回報（未扣除費用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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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BN AMRO Clearing Hong Kong Limited

BARCLAYS BANK PLC

法國巴黎銀行全球託管行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名稱 比重 美元櫃台

快手 9.31% Flow Traders Hong Kong Limited

美團－Ｗ 8.93%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京東集團 8.35%

騰訊控股 8.24%

阿里巴巴 8.12% 港幣櫃台

舜宇光學科技 7.37% 韓國投資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小米集團 7.04% DRW Singapore Pte. Ltd.

中芯國際 5.32% Flow Traders Hong Kong Limited

京東健康 4.15% IMC Asia Pacific Limited

海爾智家 3.79% Optiver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Vivienne Court Trading Pty. Ltd.

匯豐證券經紀(亞洲)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躍鯤研發有限公司

服務熱線：(852) 3406 8686           網站：www.chinaamc.com.hk                   電郵：hkfund_services@chinaamc.com

▲ 參與證券商

▲ 十大持倉 ▲ 做市商

有關最新莊家名單，請參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址 www.hkex.com.hk。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股份代號：3088/9088）
基金月報

▲ 行業分佈

風險預警

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單位可升亦可跌，過往業績並不表示將來基金回報，未來回報不能被保證。閣下亦可能損失所投資之本金。本資料並不構成對於任何證券或基金的買賣或進行任何交易之邀約或任何投資建議。本文件只供閣下
參考之用，閣下不應倚賴本文件作任何投資決定。本文所載之部份資料或數據是從非關聯之第三方取得的，我們合理地相信該等資料或數據是準確，完整及至所示日期為最新的；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確保準確地再製造該等數
據或資料，但並不保證該非關聯之第三方所提供之資料或數據的準確性及完整性。閣下應細閱基金銷售說明書，包括風險因素。如有需要，應諮詢獨立專業意見。本資料之發行人為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此資料並未被香港證
監會所審閱。

恒生科技指數(“該指數”)由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全權擁有，並已授權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發佈及編制。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已同意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可就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該產品”)使用及參考該指
數，但是，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並不就該指數及其計算或任何與之有關的數據的準確性或完整性，而向任何人士作出保證或聲明或擔保，也不會就該指數提供或默示任何保證、聲明或擔保。恒生指數有限公
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不會因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就該產品使用及/或參考該指數，或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在計算該指數時的任何失準、遺漏、失誤或錯誤導致任何人士因上述原因而直接或間接蒙受的任何經濟或其他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或債務。任何就該產品進行交易的人士不應依賴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亦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或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索償或法律訴訟。爲免疑慮，本免責聲明不構成任
何經紀或就該產品進行交易的其他人士與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及/或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之間的任何合約或準合約關係，也不應視作已構成這種關係。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華夏基金」）是中國內地領先

的被動式基金經理。華夏基金於1999年推出增強指數基金，是中國內地首批推出這類產品的基

金公司之一，其後更於2004年推出中國內地首隻ETF。華夏基金亦於中國內地管理多隻股票及

債券指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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