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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2022年5月23日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之數個子基金之投資政策修訂 

股東鈞鑑： 

1. SFDR更新 

本信件旨在通知您，鑑於投資者之需求，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以下稱「本公司」）董事會已決
定對以下所列子基金（以下稱「本基金」）之投資政策進行修訂，將本基金之類別從符合《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以下稱「SFDR」）第6條調整為符合第8條，以更準確地反映適用於本基金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評
級方法︰ 

• 生技領航基金 Franklin Biotechnology Discovery Fund 

• 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Franklin Euro High Yield Fund 

• 科技基金 Franklin Technology Fund 

• 美國機會基金 Franklin U.S. Opportunities Fund 

• 亞洲債券基金 Templeton Asian Bond Fund 

•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綜上所述，請注意(i)本基金的「投資人剖析」小節將相應更新，(ii)「永續風險」將納入本基金的風險考量部分， 
以及(iii)本基金的情況簡介將新增以下「永續經濟活動分類規則」小節︰ 

「永續經濟活動分類規則 

根據其ESG評級方法，本基金促進環境、社會和治理特性。儘管本基金不承諾投資於符合分類的環境永續活動， 該
等活動有助於實現緩解氣候變化及適應氣候變化的目標，但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本基金的基礎投資可能附帶包
括旨在透過重點關注緩解氣候變化及適應氣候變化而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的投資，這些投資可能但不一定符合分類。
投資者應注意，《永續經濟活動分類規則》所規定的「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僅適用於本基金下的那些考慮到歐盟
環境永續經濟活動標準的投資。本基金下不屬於符合分類的環境永續活動的投資，不考慮《永續經濟活動分類規則》
所規定的歐盟環境永續經濟活動標準。」 

2. 進一步更新 

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政策將進一步修訂，使投資經理能夠投資於可轉換證券，並將不超過5%的本基金淨資
產投資於或有可轉換證券。 

此外，生技領航基金、科技基金及美國機會基金之投資政策將進一步修訂，使投資經理能夠投資於私人企業和上市後
私募投資（PIPE）所發行的證券，以及投資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為此，新增的「SPAC風險」、「PIPE
風險」、「私人企業風險」及「股票風險」納入前述子基金的風險考量部分。 

 

影響 

除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外，不會對本基金之管理方式、投資組合構成、風險概況、SRRI或收取的費用產生實質
性影響，而上述子基金之投資組合構成將受到投資範圍輕微減少的影響。 

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將更新，以反映上述修訂（詳情見本函附錄），自2022年6月24日起生效。 

 

新投資政策將反映在本企業的更新版公開說明書中，可應要求在線上或在企業註冊辦事處獲得其副本。本基金的所有

其他特徵保持不變。 

 

 

【簡譯中文，僅供參考】 

mailto:lucs@franklintempleton.com
http://www.franklintempleton.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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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做什麼 

如果您對變更感到滿意，無需執行任何操作。只要該等基金可於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分配，您還可選擇將您的股票轉換為
公司的其他基金。您也可要求贖回您的投資。無論您欲採取任一選項，請參閱最新的公開說明書條款。將免費處理
日2022年6月24日前收到的此類轉換或贖回要求。 

需要更多資訊 

專業的客戶服務團隊很樂意為您解答有關富蘭克林坦伯頓的任何常見問題。閣下只需致電當地的客戶服務團隊， 造
訪我們的網站  https://www.franklin.com.tw/，或者如果您需要有關投資的建議，請諮詢財務顧問。 

我們感謝閣下選擇將您的投資交給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順祝商祺！ 

Craig Blair，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執行長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 管理公司 

http://www.franklintempleton.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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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領航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位於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生物技術企業及發現研究企業（包括中小型企業）的權益證券，並少量投
資於世界各地任何類型發行人的債務證券。 

就本基金之投資而言，生物技術企業係指至少有50%的收益來自生物技術活動，或者至少有50%的淨資產用於該企業最
近一個財政年度舉行的生物技術活動的企業。生物技術活動係指各種生物技術或生物醫學產品、服務及工藝之研究、
開發、製造及分銷。其中可能包括涉及基因組學、基因工程及基因治療的企業，還包括在健康照護、製藥及農業等
領域應用及開發生物技術的企業。 

由於投資經理認為，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可以對企業當前及未來的企業價值產生重大影響，因此，ESG 
考量因素是其基本投資研究及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投資經理採用具有約束力的專有ESG評級方法，適用
於本基金至少90%的投資組合，以確定企業在相關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上的概況。投資經理對可能成為本基金投資對
象（「基金投資範圍」）的企業進行評估，並根據定量及定性指標給出總體的ESG評級，例如藥品可負擔性/價格、
性別多樣性與包容性、員工滿意度以及環境影響/溫室氣體排放。投資經理根據專有的ESG評級方法為發行人提供的
評級包括四個等級︰AAA（同類最佳/優秀）、AA（良好）、A（一般）及B（需要改進）。投資經理的 ESG評級
方法包括定期與企業對話、監測重大的ESG問題及投票代理。評級為「B」的企業或因不符合投資經理的基本標準
而未被評級的企業將被排除在本基金的投資組合之外。 

本基金還適用特定的ESG例外情況，不會投資於經投資經理分析存在以下情形之企業︰ 

• 嚴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中規定的原則（無正面觀點）； 

• 從生產及/或銷售武器中產生超過10%的收入； 

• 參與專用及/或關鍵的違禁武器元件的生產、分銷或批發貿易1（即殺傷性地雷、生物及化學武器以及集束彈
藥）； 

• 製造菸草、菸草製品或者從菸草製品取得收入超過5%； 

• 其10%以上的收入來自熱煤開採或燃煤發電。 

此外，本基金不會投資於根據「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人2。 

由於前述ESG評級方法及例外情況，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
分。每個投資組合企業的ESG得分將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審查及更新 

就本基金投資於債務證券而言，其一般購買經評級為投資級的證券或經其確定具有同等品質的未評級證券。投資級債
務證券被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或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 
等獨立評級機構評為四大評級類別。 

本基金預計，在正常情況下，其會將更多淨資產投資於美國證券，而非投資於任何其他單一國家的證券，儘管本基
金可能有超過50%的淨資產投資於非美國證券。 

根據投資限制，本基金(i)最多還可將其淨資產的5%投資於私人公司和上市後私募投資（PIPE）所發行的證券，以
及最多可將其淨資產的5%投資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惟根據2010年12月17日之法律第41條第(1)或 (2)a) 款，
擬設立之PIPE及SPAC符合可轉讓證券之條件。 

當投資經理認為證券交易市場或本基金投資國的經濟正經歷過度波動、長期普遍下跌或其他不利情況時，可以採取
臨時防禦性現金部位。 

因此，請注意，本基金的「投資人剖析」小節將更新如下： 

「考量上述之投資目標，本基金可能訴諸以下投資者： 

• 尋求投資於符合SFDR第8條規定之基金的投資者 

• 尋求藉由投資於權益證券來達成資本增值機會之投資者 

• 成長型投資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尋求投資於生物技術領域機會之投資者 

• 做中長期投資之投資者」 

 

 

 

 

 

 

 

1 (a)以下公約定義的武器︰(i)《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及轉讓殺傷性地雷及銷毀此種地雷之公約》，及(ii) 《禁止
集束彈藥公約》，以及(b)分別根據《聯合國生物武器公約》和《聯合國化學武器公約》分類為B類或C類的武器。 
2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3 對不符合這些標準的企業的投資允許有5%的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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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旨在透過直接或透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投資於歐洲或非歐洲發行人的固定收益債務證券來實現其目標。
本基金對固定收益證券的投資比例至少為75%。這些金融衍生工具（不適用下文詳述之ESG專有評分方法）除其他
外，可能包括交換，如信用違約交換或與固定收益相關的總收益交換、遠期、期貨合約，以及在監管市場或場外交
易市場上交易的此類合約的選擇權。本基金可將金融衍生工具用於對沖、高效投資組合管理和投資目的。本基金主
要投資於以歐元計價或非歐元計價的歐元對沖固定收益債券，其評級為非投資級，或在未評級的情況下，其同等評
級。投資經理試圖透過對發行人進行獨立的信用分析及使本基金在不同發行人之間的投資多樣化來避免過度風險。 

本基金採用專有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評級方法，對可能成為本基金投資對象（本基金的「投資範圍」）的 
證券進行評估，並適用某些限制，詳述如下。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投資組合中的所有發行人，並對投資組合 

的構建具有約束力。 

ESG因素是本基金企業信貸研究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將自下而上的基本信貸分析與對任何實質性的ESG因素的審
查相結合，從而對信貸的優勢、劣勢和潛在風險進行全面評估。投資經理的分析師可能會與提出具體碳排放問題的發
行人合作，以改善其在這些領域應用的風險管理。 

在整個投資組合中3，本基金不得投資於以下發行人︰ 

• 屢次嚴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中規定的原則，如 

• 保護國際人權 

• 無共謀侵犯人權 

• 尊重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 消除強迫勞動 

• 廢除童工 

• 消除就業與職業方面的歧視 

• 處理環境問題的預防原則/應對環境挑戰的方法 

• 提高環保意識/責任 

• 開發和傳播/擴散環保技術 

• 打擊/反對各種形式的腐敗 

• 製造核武器或有爭議的武器，武器的定義為殺傷性地雷、生化武器；或製造用於此類武器的元件； 

• 製造常規武器；其從此類產品獲得的收入超過投資經理的閾值(5%)； 

• 製造菸草、菸草製品或者從菸草製品取得收入超過投資經理的閾值(5%)； 

• 擁護按照定製博彩政策制定的博彩公司定製名單； 

• 其5%以上的收入來自熱煤開採； 

• 根據MSCI的ESG評級為CCC； 

• 因社會爭議而被標記為紅色。該危險信號來源於社會支柱中得分最低的子支柱（客戶、人權與社群、勞工
權利與供應鏈）。 

由於前述ESG評級方法及例外情況，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
分。每個投資組合企業的ESG得分將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審查及更新。 

由於透過靈活和適應性強的投資政策來實現投資目標的可能性更大，本基金還可以在臨時或輔助的基礎上尋求投資
於任何其他類型的歐元計價證券的機會，如政府證券、優先股、普通股和其他與股權掛鉤的證券、認股權證以及可
轉換為普通股的證券和債券。本基金最多可將其10%的淨資產投資於與信貸掛鉤的證券，投資經理可將其作為一種
手段，以更迅速、更有效地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銀行貸款及投資級債券市場的某些領域。本基金亦最多可將其淨資
產的 10%投資於違約證券。此外，本基金還可以輔助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和或有可轉換證券（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投資不得
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的5%）。 

本基金的名稱反映本基金的基礎貨幣是歐元，並不一定意味著本基金的任何特定比例的淨投資資產是以歐元計價的。 

本基金也可以從資本、已實現和未實現的資本淨收益以及費用的收入總額進行分配。雖然可能允許分配更多的收 
入，但也可能產生減少資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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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將其淨投資資產的至少三分之二投資於有望從技術、通訊服務和設備的開發、提升和使用中受益的美國和非
美國企業的權益證券。例如，其中可能包括下列行業中的企業︰ 

• 通訊和計算相關的委外服務； 

• 技術服務，包括電腦軟體、資料服務和網際網路服務； 

• 電子技術，包括電腦、電腦產品和電子元件； 

• 電信，包括網路、無線和有線服務和設備； 

• 媒體和資訊服務，包括資訊分發和內容提供者； 

• 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以及 

• 精密儀器。 

本基金使用的成長法會對企業進行細緻深入、自下而上、基本的研究。投資經理在考慮投資選擇時還要考慮廣泛的 
趨勢。投資經理通常會尋找其認為展現出或將展現以下某些特徵的企業︰優質管理；強勁的成長前景；強大的市場定
位；較高或不斷上升的利潤率；以及良好的資本投資回報等。由於投資經理認為，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
與技術產業的投資特別相關，有助於創造股東價值，因此，ESG考量因素是其基本投資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為此，投資經理採用具有約束力的專有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至少90%的投資組合，以確定企業在相關環境、 
社會和治理問題上的概況。投資經理對可能成為本基金投資對象（「基金投資範圍」）的企業進行評估，並根據定
量及定性因素給出總體的ESG評級，例如網路安全和資料隱私、爭議材料的使用、人力資本的支援、多樣性和包容
性，以及環境影響（碳排放、電子廢棄物、用水）。投資經理根據專有的ESG評級方法為發行人提供的評級包括四
個等級︰AAA（同類最佳/優秀）、AA（良好）、A（一般）及B（需要改進）。投資經理的ESG評級方法包括 定
期與企業對話、監測重大的ESG問題及投票代理。評級為「B」的企業或因不符合投資經理的基本標準而未被評級
的企業將被排除在本基金的投資組合之外。 

本基金還適用特定的ESG例外情況，不會投資於經投資經理分析存在以下情形之企業︰ 

• 嚴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中規定的原則（無正面觀點）； 

• 從生產及/或銷售武器中產生超過10%的收入； 

• 參與專用及/或關鍵的違禁武器元件的生產、分銷或批發貿易8（即殺傷性地雷、生物及化學武器以及集束彈
藥）； 

• 製造菸草、菸草製品或者從菸草製品取得收入超過5%； 

• 其10%以上的收入來自熱煤開採或燃煤發電。 

此外，本基金不會投資於根據「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人9。 

由於前述ESG評級方法及例外情況，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
分。每個投資組合企業的ESG得分將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審查及更新。 

本基金投資於美國和非美國的大型成熟企業以及中小型企業的證券，投資經理認為這些企業提供了良好的新興成長
機會。 

根據投資限制，本基金(i)最多還可將其淨資產的10%投資於私人公司和上市後私募投資（PIPE）所發行的證券，以
及(ii)最多可將其淨資產的5%投資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惟根據2010年12月17日之法律第41條第(1)或
(2)a)款，擬設立之PIPE及SPAC符合可轉讓證券之條件。 

本基金還可以投資於任何類型的境外或美國發行人的權益或債務證券，以及美國、歐洲或全球存託憑證。 

 

 

 

 

 

 

 

 

 

 

 

 

 

 

 

 

6 (a)以下公約定義的武器︰(i)《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及轉讓殺傷性地雷及銷毀此種地雷之公約》，及(ii)《禁止集束
彈藥公約》，以及(b)分別根據《聯合國生物武器公約》和《聯合國化學武器公約》分類為B類或C類的武器。 
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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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會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表現強勁成長力道、持續增強的獲利能力、或具有高於平均水平的成長力，或與整體經濟相比具
成長潛力的美國公司的權益證券。權益證券通常賦予持有人參與企業的一般經營業績的權利。其中包括普通股、可
轉換證券和證券認股權證。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多個產業中具有強勁成長潛力的小型、中型和大型企業。在選擇股權投資時，投資經理將進行
基本的、自下而上的研究，重點關注那些被認為具有永續成長特徵及滿足成長、品質和估值標準的企業。投資經理
將重點關注具有非凡成長潛力的產業，以及在這些產業中快速成長、勇於創新的企業。 

除了堅實的管理和健全的財務記錄是因素外，投資經理還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作為其基本投資研究和
決策過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此，投資經理採用具有約束力的專有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至少90%的投
資組合，以確定企業在相關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上的概況。投資經理對可能成為本基金投資對象（「基金投資範
圍」）的企業進行評估，並根據定量及定性指標給出總體的ESG評級，例如健康與安全、資料安全性、多樣性和包
容性以及環境影響（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碳足跡來衡量）。投資經理根據專有的ESG評級方法為發行人提供的評級包
括四個等級︰AAA（同類最佳/優秀）、AA（良好）、A（一般）及B（需要改進）。投資經理的ESG評級方法包括
定 期與企業對話、監測重大的ESG問題及投票代理。評級為「B」的企業或因不符合投資經理的基本標準而未被評
級的企業將被排除在本基金的投資組合之外。 

本基金還適用特定的ESG例外情況，不會投資於經投資經理分析存在以下情形之企業︰ 

• 嚴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中規定的原則（無正面觀點）； 

• 從生產及/或銷售武器中產生超過10%的收入； 

• 參與專用及/或關鍵的違禁武器元件的生產、分銷或批發貿易10（即殺傷性地雷、生物及化學武器以及集束彈
藥）； 

• 製造菸草、菸草製品或者從菸草製品取得收入超過5%； 

• 其10%以上的收入來自熱煤開採或燃煤發電。 

此外，本基金不會投資於根據「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人11。 

由於前述ESG評級方法及例外情況，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
分。每個投資組合企業的ESG得分將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審查及更新。 

 

雖然投資經理在許多產業中尋找投資，但本基金可能不時在特定產業持有大量部位，例如技術（包括電子技術、技術服

務、生物技術和健康照護技術）。根據投資限制，本基金(i)最多還可將其淨資產的5%投資於私人公司和上市後私募投資

（PIPE）所發行的證券，以及(ii)最多可將其淨資產的5%投資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惟根據 2010年12月17

日之法律第41條第(1)或(2)a)款，擬設立之PIPE及SPAC符合可轉讓證券之條件。 

 

 

 

 

 

 

 

 

 

 

 

 

8 a)以下公約定義的武器︰(i)《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及轉讓殺傷性地雷及銷毀此種地雷之公約》，及(ii)《禁止集
束彈藥公約》，以及(b)分別根據《聯合國生物武器公約》和《聯合國化學武器公約》分類為B類或C類的武器。 
9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10 (a)以下公約定義的武器︰(i)《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及轉讓殺傷性地雷及銷毀此種地雷之公約》，及(ii)《禁止集束 
彈藥公約》，以及(b)分別根據《聯合國生物武器公約》和《聯合國化學武器公約》分類為B類或C類的武器。 
11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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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債券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務證券，以及亞洲各地政府和政府相關發行人以及企業實體發行 
的債務憑證的投資組合來實現其目標。本基金還可以購買如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或歐洲投資銀行等由數個國家政府組
織或支援的超國家實體發行的債務憑證。 

對於主權發行人，本基金採用專有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評級方法來評估政府債券發行人，這種評級方法根據 

確定對宏觀經濟表現有重大影響的子類別組合而成。研究小組對所有被投資的國家評分，即將其觀點疊加在由全球
指數建立的基準上得出當前分數。每個發行主權債券的國家，這些債券是本基金現有或潛在的投資對象。投資經理
的 方法不僅基於多個子類別捕捉一個國家當前的ESG評分，更重要的是，捕捉該國ESG根法中任何預期的改善或惡
化。投資經理認為，這一雙管齊下的測試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投資價值，同時也透過投資於從ESG角度來看預期將
改善的國家來促進ESG。 

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投資組合中的所有主權債務持有，並對投資組合的構建具有約束力。作為其方法的第一步，
投資經理將對每個發行可能成為本基金潛在投資對象的主權債務的國家在ESG各子類別中按0-100分（100分為最高 ）進
行評分，投資經理確定這些子類別會對宏觀經濟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在ESG子類別中，該方法利用了一組公認的全球指數提供商的基線排名。然後，投資經理的團隊將使用內部專有研究 

作為對這些基線當前得分的前瞻性覆蓋，以評估投資經理預期各國在每個子類別中將改善還是惡化。 

作為研究過程的一部分，突出強調用於預測中期情況變化的預估數字分數。優先考慮ESG評級較高的國家或預計對
改善ESG評級持中立態度的國家。使用的ESG子類別、權重和全局指數可能會隨時間而改變。投資經理對所有潛在
和當前持有的證券執行ESG評級方法，但該方法的結果可能會在投資組合構建中偏離。對於企業發行人，本基金根
據外部提供商（MSCI）採用ESG評級，並根據0-100分（100為最高分）的範圍重述這些評級。ESG評級方法適用
於本基金投資組合中的所有企業債務持有，並對投資組合的構建具有約束力。 

本基金投資組合中主權和企業發行者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各個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分。 

投資經理監測以下國家和企業發行人︰(i)低於最低ESG閾值（分別為ESG評級國家中最低20%和ESG評級企業發行
人 中最低20%），以及(ii)如為主權債券發行人，則提供有意義的預測惡化分數，以便評估那些在一段時間內沒有
表現出改善的國家所發行的主權債券的潛在撤資情況。當由於法律或監管限制或特殊市場情況而無法處置現有部位
時， 投資團隊應在合理可行或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視情況而定）盡快減持該部位。受到國際經濟制裁（包括聯合國、
歐盟或美國境外資產管制局施加的制裁）的國家或企業發行人被排除在本基金的投資範圍之外。 

本基金投資範圍內的國家和企業發行人、ESG子類別、環境、社會和治理的權重以及用於評分的全球參考指數，至
少 每半年進行一次審查，並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本基金也可將金融衍生工具用於對沖、高效投資組合管理和投資目的。上述金融衍生工具既可在受監管市場上交
易，也可在場外交易，尤其可能包括交換（例如信用違約交換或與固定收益有關的總收益交換）、遠期合約和交叉遠 

期合約、期貨合約（包括這些基於政府證券的期貨合約），以及貨幣遠期、交叉遠期和貨幣選擇權。ESG方法適用
於衍生品的名義價值，這些衍生品用於在利率、貨幣或信用曝險方面獲得多頭部位。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會導致
特定收益率曲線/持續時間、貨幣或信用的負風險。本基金還可根據投資限制，投資於與任何亞洲國家的資產或貨幣掛    
鉤的證券，或從另一證券獲得其價值的證券。本基金還可購買抵押支援證券和資產支援證券以及可轉換債券。本基
金可投資於亞洲發行人發行的投資級及非投資級債券，包括違約證券。本基金可購買以任何貨幣計價的固定收益證
券和債務憑證，並可持有因優先股或債務憑證的轉換或交換而產生的權益證券。本基金還可參與抵押美元滾動交易。
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或直接（也稱為CIBM Direct）最多將其4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大陸。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33%的淨資產直接或透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務證券，以及亞洲以外
受亞洲經濟或金融動態影響的政府及政府相關發行人或企業實體發行的債務憑證。本基金最多可將其25%的淨資 產
投資於購買時信用評級低於投資級的單一主權發行人（包括其政府、公共機構或地方當局）發行或擔保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最多還可將其净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和其他UCI的單位。 

本基金也可以從資本、已實現和未實現的資本淨收益以及費用的收入總額進行分配。雖然可能允許分配更多的收 
入，但也可能產生減少資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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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 

投資政策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務證券（包括非投資級證券）以及發展中或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
和政府相關發行人或企業實體發行的債務憑證的投資組合來實現其目標。本基金還可以購買如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或
歐洲投資銀行等由數個國家政府組織或支援的超國家實體發行的債務憑證。本基金可透過債券通或直接（也稱為
CIBM Direct）將其不多於30%的淨資產投資於中國大陸。 

對於主權發行人，本基金採用專有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評級方法來評估每個發行主權債券的國家，這些債
券是本基金現有或潛在的投資對象。投資經理的方法不僅基於多個子類別捕捉一個國家當前的ESG評分，更重要的是，
捕捉該國ESG根法中任何預期的改善或惡化。投資經理認為，這一雙管齊下的測試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投資價值，
同時也透過投資於從ESG角度來看預期將改善的國家來促進ESG。 

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投資組合中的所有主權債務持有，並對投資組合的構建具有約束力。作為其方法的第一步，
投資經理將對每個發行可能成為本基金潛在投資對象的主權債務的國家在ESG各子類別中按0-100分（100分為最高 ）進
行評分，投資經理確定這些子類別會對宏觀經濟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在ESG子類別中，該方法利用了一組公認的全球指數提供商的基線排名。然後，投資經理的團隊將使用內部專有研
究作為對這些基線當前得分的前瞻性覆蓋，以評估投資經理預期各國在每個子類別中將改善還是惡化。 

政府債券發行人，這種評級方法根據確定對宏觀經濟表現有重大影響的子類別組合而成。研究小組對所有被投資的國
家評分，即將其觀點疊加在由全球指數建立的基準上得出當前分數。 
作為研究過程的一部分，突出強調用於預測中期情況變化的預估數字分數。優先考慮ESG評級較高的國家或預計對
改善ESG評級持中立態度的國家。 
使用的ESG子類別、權重和全局指數可能會隨時間而改變。投資經理對所有潛在和當前持有的證券執行ESG評級方法， 
但該方法的結果可能會在投資組合構建中偏離。 
對於企業發行人，本基金根據外部提供商（MSCI）採用ESG評級，並根據0-100分（100為最高分）的範圍重述這些評 
級。ESG評級方法適用於本基金投資組合中的所有企業債務持有，並對投資組合的構建具有約束力。 

本基金投資組合中主權和企業發行者的加權平均基礎ESG得分高於本基金各個投資範圍的平均基礎ESG得分。 

投資經理監測以下國家和企業發行人︰(i)低於最低ESG閾值（分別為ESG評級國家中最低20%和ESG評級企業發行
人 中最低20%），以及(ii)如為主權債券發行人，則提供有意義的預測惡化分數，以便評估那些在一段時間內沒有
表現出改善的國家所發行的主權債券的潛在撤資情況。當由於法律或監管限制或特殊市場情況而無法處置現有部位
時， 投資團隊應在合理可行或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視情況而定）盡快減持該部位。受到國際經濟制裁（包括聯合國、
歐盟或美國境外資產管制局施加的制裁）的國家或企業發行人被排除在本基金的投資範圍之外。 

本基金投資範圍內的國家和企業發行人、ESG子類別、環境、社會和治理的權重以及用於評分的全球參考指數，至
少 每半年進行一次審查，並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本基金可將金融衍生工具用於對沖、高效投資組合管理和投資目的。上述金融衍生工具既可在受監管市場上交易， 
也可在場外交易，尤其可能包括交換（例如信用違約交換或與固定收益有關的總收益交換）、遠期合約和交叉遠期
合約、期貨合約（包括這些基於政府證券的期貨合約），以及貨幣遠期、交叉遠期和貨幣選擇權。ESG方法適用於
衍生品的名義價值，這些衍生品用於在利率、貨幣或信用曝險方面獲得多頭部位。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會導致特
定收益率曲線/持續時間、貨幣或信用的負風險。本基金還可根據投資限制，購買抵押支援證券和資產支援證券，並投資   
於與任何發展中或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或貨幣掛鉤的證券，或從另一證券獲得其價值的證券。此外，本基金還可購
買優先股、普通股和其他與權益相關的證券、認股權證，以及可交換或可轉換為普通股並以任何貨幣計價的債務證
券。本基金最多可使用其淨資產的10%持有違約證券。本基金可購買以任何貨幣計價的固定收益證券、債務憑證和
權益證券。本基金最多還可將其净資產的10%投資於UCITS和其他UCI的單位。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33%的淨資產直接或透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於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務證券，以及發展中或
新興市場國家以外受發展中或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或金融動態影響的政府及政府相關發行人或企業實體發行的債務憑
證。本基金最多可將其25%的淨資產投資於購買時信用評級低於投資級的單一主權發行人（包括其政府、公共機構
或地方當局）發行或擔保的債務證券。 

本基金也可以從資本、已實現和未實現的資本淨收益以及費用的收入總額進行分配。雖然可能允許分配更多的收 
入，但也可能產生減少資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