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註冊辦事處：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晉達基金中心 

環球 

電話 +44 (0) 20 3938 1800 

傳真 +352 2460 9923 

enquiries@ninetyone.com  

香港 

電話 +852 2861 6888 

傳真 +852 2861 6861 

hongkong@ninetyone.com 

 

 

  

郵寄地址： 

c/o RBC Investor Services Bank S.A. 

14, Porte de France,  

L-4360 Esch-sur-Alzette, Luxembourg 

 

 

南非 

電話 0860 500 900 

傳真 0861 500 900 

saoffshore@ninetyone.com  

新加坡 

電話 +65 6653 5550 

傳真 +65 6653 5551 

singapore@ninetyone.com 

 

www.ninetyone.com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為可變資本投資公司，並於盧森堡大公國商業及公司登記處以編號 B139420 註冊。註冊地址如上所述。電話內容

可被錄音以作為培訓、監測及法例規定的目的及確認投資者的指示之用。 

 

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詳閱。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親愛的投資人：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典型投資人之概況的投資期 

我們特此致函晉達環球策略基金（「GSF」）子基金的投資人，以通知您有關公開說明書的更新。 

作出有關更新的目的是為了提高透明度。有關更新不會影響子基金的管理方式，亦不會改變本基金的

風險或回報水平。 

典型投資人之概況的投資期 

就每檔子基金而言，公開說明書載有子基金為目標投資人而設的典型投資人之概況。典型投資人之概

況包括投資人應準備保持投資於子基金的最短投資期，以達致潛在回報的資料。我們正更新典型投資

人之概況，以年數定義投資期。每檔子基金的經修訂典型投資人之概況載列如下。 

適用於美元存款基金及英鎊存款基金 

「本子基金適合期望持有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所述之投資並願意承擔附錄二所列之風險之投資人。

本子基金可能適合投資人處理其長期現金狀況或短期流動資金。雖然投資人可隨時出售股份（根據本

公開說明書第 5.5 及 6.8 節所述之情況），但投資人應作好保持投資至少一年的準備。」 

 
 
 

適用於目標回報債券基金 



「本子基金適合期望持有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所述之投資並願意承擔附錄二所列之風險之投資人。

雖然投資人可隨時出售股份（根據本公開說明書第 5.5 及 6.8 節所述之情況），但本子基金僅適合投資

期預期為中期（即一般為三至五年）之投資人。投資於任何基金涉及資本之風險，而該風險可能依各

種市場狀況可大可小，投資人需了解該波動。」 

適用於環球總回報債券基金、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略譯)、(略譯)、新

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略譯)、(略譯)、(略譯)、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略譯)、(略譯)、(略譯)、

(略譯)、(略譯)、(略譯)、環球多元收益基金、(略譯)、新興市場多重收益基金、環球策略管理基金、(略

譯)、(略譯)、(略譯)、(略譯)、環球策略股票基金、環球動力基金、(略譯)、(略譯)、環球特許品牌基

金、環球股票入息基金  (將被更名為環球優質股息增長基金)、美國股票基金、英國 Alpha 基金、亞洲

股票基金、(略譯)、(略譯)、(略譯)、新興市場股票基金、(略譯)、拉丁美洲小型公司基金、歐洲股票基

金、環球黃金基金及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本子基金適合期望持有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所述之投資並願意承擔附錄二所列之風險之投資人。

雖然投資人可隨時出售股份（根據本公開說明書第 5.5 及 6.8 節所述之情況），但本子基金僅適合投資

期預期為長期（即一般為五年或以上）之投資人。投資於任何基金涉及資本之風險，而該風險可能依

各種市場狀況可大可小，投資人需了解該波動。」 

基金文件的更新 

GSF 的公開說明書將於 2022 年 6 月作出更新，以反映本信函所述的典型投資人之概況的變動。 

經修訂的公開說明書的副本將可於 2022 年 6 月或前後於我們的網站 www.ninetyone.com 查閱，亦可於

本信函首頁所載列的郵寄地址或電郵地址要求免費索取。 

成本費用 

有關 GSF 的公開說明書的更新不會改變子基金的管理方式，及將不會導致子基金目前收取的管理費水

平有所改變。與上述更新有關的成本（例如法律和郵寄成本）將由 GSF 基金系列按比例支付。 

 

 

 

 

 

 

更多資訊 

若您欲索取更多有關本函內容的資料，請先聯絡您的財務及／或稅務顧問。我們的團隊亦樂意為您提

供協助。團隊的聯絡資料載於本信函。有關我們基金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ninetyone.com。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 

 



           

Grant Cameron    Matthew Francis 

董事     董事 

謹啟 

 

2022 年 4 月 29 日 

 

 

GSF 的董事對本信函內容的正確性負責。據 GSF 董事所知及所信（其已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

以確保此類情況），本函所載資訊均符合事實，並不致遺漏任何可能影響此等資訊重要性之事項。

GSF 的董事就此承擔責任。 

除內文另有要求者外，本信函中所有定義之詞彙與 GSF 公開說明書所載的定義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http://www.ninety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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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為可變資本投資公司，並於盧森堡大公國商業及公司登記處以編號 B139420 註冊。註冊地址如上所述。電話內容

可被錄音以作為培訓、監測及法例規定的目的及確認投資人的指示之用。 

 

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詳閱。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親愛的投資人： 

晉達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我們特此致函晉達環球策略基金（「GSF」）子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的投資

人，以通知您有關本基金的公開說明書的一些變動。  

作出這些變動的目的是為了與其他基金保持一致。有關變動不會影響本基金的管理方式，亦不會改變

本基金的風險或回報水平。 

建議最短持有期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內有關投資經理旨在實現本基金目標並以年為單位的最短期限之文字描述，即「至

少五年」，將改為「長期」。 

「長期」的意思將可參照GSF的公開說明書內經修訂的「典型投資人之概況」部份之描述。有關文字描

述如下： 

「本子基金適合期望持有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所述之投資並願意承擔附錄四所列之風險之投資人。

雖然投資人可隨時出售股份（根據本公開說明書第 5.5 及 6.8 節所述之情況），但本子基金僅適合投資

期預期為長期（即一般為五年或以上）之投資人。投資於任何基金涉及資本之風險，而該風險可能依

各種市場狀況可大可小，投資人需了解該波動。」 

 



有關修訂將於何時生效？ 

我們必須就有關本基金投資政策的變動向您發出至少一個月的通知。因此，上述更新及變動將由 2022

年[6 月 13 日]起生效。 

若您不滿意有關變動，您可把投資轉換至 GSF 系列內另一檔子基金或贖回您的投資。若您希望在生效

日期前轉換或贖回投資，您的指示必須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盧森堡時間下午 5 時(通常為紐約時間上午

11 時)或之前收到。晉達將不會向您收取任何相關轉換或贖回費用。 

基金文件的更新 

GSF 的公開說明書及主要投資人資訊文件（如適用）將於 2022 年 6 月作出修訂，以反映本信函所述的

變動。 

經修訂的公開說明書及主要投資人資訊文件的副本將可於我們的網站www.ninetyone.com查閱，亦可於

本信函首頁所載列的郵寄地址或電郵地址要求免費索取。 

成本費用 

有關 GSF 的公開說明書的更新將不會導致本基金目前收取的管理費水平有所改變。與上述更新有關的

成本（例如法律和郵寄成本）將由 GSF 基金系列按比例支付。 

 

 

 

 

 

 

 

 

 

 

 

 

ISIN 代碼 

本基金各股份類別 ISIN 代碼載列於本信函附錄，以供您參考。有關代碼將維持不變。 



更多資訊 

若您欲索取更多有關本函內容的資料，請先聯絡您的財務及／或稅務顧問。我們的團隊亦樂意為您提

供協助。團隊的聯絡資料載於本信函。有關我們基金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ninetyone.com。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 

 

           

Grant Cameron    Matthew Francis 

董事     董事 

謹啟 

 

2022 年 4 月 29 日 

 

 

GSF 的董事對本信函內容的正確性負責。據 GSF 董事所知及所信（其已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

以確保此類情況），本函所載資訊料均符合事實，並不致遺漏任何可能影響此等資訊重要性之事

項。GSF 的董事就此承擔責任。 

 

除內文另有要求者外，本信函中所有定義之詞彙與 GSF 公開說明書所載的定義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附錄：ISIN 代碼 

基金及股份類別 ISIN 代碼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澳幣避險 IRD, 月配) LU0996343082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歐元避險) LU0345766702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美元) LU0440696283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3 股份 (南非幣避險 IRD, 月配) LU0996345459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I 累積股份 (美元) LU0416339132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I 收益-2 股份 (美元) LU0944440717 

(略譯) (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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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為可變資本投資公司，並於盧森堡大公國商業及公司登記處以編號 B139420 註冊。註冊地址如上所述。電話內容

可被錄音以作為培訓、監測及法例規定的目的及確認投資者的指示之用。 

 

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詳閱。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親愛的投資人： 

晉達環球環境基金 

我們特此致函晉達環球策略基金（「GSF」）子基金－環球環境基金（「本基金」）的投資人，以通知

您有關本基金的公開說明書的一些變動。 

作出這些變動的目的是為了與 GSF 基金系列內其他基金保持一致。有關變動不會影響本基金的管理方

式，亦不會改變本基金的風險或回報水平。 

建議最短持有期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內有關投資經理旨在實現本基金目標並以年為單位的最短期限之文字描述，即「至

少在五年期間內」，將改為「長期」。 

「長期」的意思將可參照 GSF 的公開說明書附錄 1 本基金部份內經修訂的「典型投資人之概況」段落之

描述。有關文字描述如下： 

「本子基金適合期望持有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所述之投資並願意承擔附錄四所列之風險之投資人。

雖然投資人可隨時出售股份（根據本公開說明書第 5.5 及 6.8 節所述之情況），但本子基金僅適合投資

期預期為長期（即一般為五年或以上）之投資人。投資於任何基金涉及資本之風險，而該風險可能依

各種市場狀況可大可小，投資人需了解該波動。」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內有關「在計入收費前」的文字描述亦將會移除。 



有關修訂將於何時生效？ 

我們必須就有關本基金投資政策的變動向您發出至少一個月的通知。因此，上述變動將由 2022 年 6 月

13 日起生效。 

若您不滿意有關變動，您可把投資轉換至 GSF 系列內另一檔子基金或贖回您的投資。若您希望在生效

日期前轉換或贖回投資，您的指示必須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盧森堡時間下午 5 時(通常為紐約時間上午

11 時)或之前收到。晉達將不會向您收取任何相關轉換或贖回費用。 

基金文件的更新 

GSF 的公開說明書及主要投資人資訊文件（如適用）將於 2022 年 6 月作出修訂，以反映本信函所述的

變動。 

經修訂的公開說明書及主要投資人資訊文件的副本將可於 2022 年 6 月或前後於我們的網站

www.ninetyone.com 查閱，亦可於本信函首頁所載列的郵寄地址或電郵地址要求免費索取。 

成本費用 

有關 GSF 的公開說明書的更新將不會導致本基金目前收取的管理費水平有所改變。與上述更新有關的

成本（例如法律和郵寄成本）將由 GSF 基金系列按比例支付。 

ISIN 代碼 

本基金各股份類別 ISIN 號碼載列於本信函附錄，以供您參考。有關號碼將維持不變。 

 

 

 

 

 

 

 

 

 

 

 

 

更多資訊 

若您欲索取更多有關本函內容的資料，請先聯絡您的財務及／或稅務顧問。我們的團隊亦樂意為您提

供協助。團隊的聯絡資料載於本信函。有關我們基金的進一步資料，可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ninetyone.com。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 

 

           

Grant Cameron    Matthew Francis 

董事     董事 

謹啟 

 

2022 年 4 月 29 日 

 

 

GSF 的董事對本信函內容的正確性負責。據 GSF 董事所知及所信（其已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

以確保此類情況），本函所載資訊均符合事實，並不致遺漏任何可能影響此等資訊重要性之事項。

GSF 的董事就此承擔責任。 

除內文另有要求者外，本信函中所有定義之詞彙與 GSF 公開說明書所載的定義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附錄：ISIN 代碼 

基金及股份類別 ISIN 代碼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環球環境基金 A 累積（美元） LU1939255532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環球環境基金 A 收益（美元） LU2298064838 

(略譯) (略譯) 

環球環境基金 C 累積（美元） LU2078915761 

環球環境基金 C 收益（美元） LU2298065058 

(略譯) (略譯) 

(略譯) (略譯) 

環球環境基金 I 累積（美元） LU1939255458 

(略譯) (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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