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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票編號:3070)

產品資料概要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中國平安基金的子基金
(股票編號:3070)
2016 年 4 月

本基金是交易所買賣基金。
本概要提供本基金的重要資料，
是銷售文件的一部分，必須與基金認購章程一併閱看。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料便覽
股份代號：

3070

基金經理：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相關指數：

中證香港紅利指數

受託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基礎貨幣：

港元

1.84%

交易貨幣：

港元

-0.14%

派息政策：

半年，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

*

常規開支 ：
†

上一年度追蹤偏離度 ：
本基金財政年度終結日：
上市交易所：

12 月 31 日
聯交所 – 主板

每手交易數量：

100 個基金單位

一般在六月份和十二月份派息
交易所買賣基金網站：

基金經理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本基金是甚麼產品？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香港高息股 ETF」
）為中國平安基金的一項子基金。中國平安基金是根據香港法
律成立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香港高息股 ETF 是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條及附錄 I 項下以被
動方式管理的追踪指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香港高息股 ETF 在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上市，其基
金單位與上市股票一樣在聯交所買賣。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香港高息股 ETF 的投資目標旨在追踪中證香港紅利指數（
「相關指數」
）的表現。
投資策略
為實現投資目標，香港高息股 ETF 基本上擬採用複製策略，追踪相關指數的表現。香港高息股 ETF 將直接投資
於相關指數大致上的所有成分股（「指數股份」），而所佔比重（即比例）與該等指數股份在相關指數中所佔比重大
致相同。
當採用複製策略變為欠缺效率或實際不可行時，或基金經理另行行使其酌情權時，香港高息股 ETF 可選用代表性
抽樣策略，直接投資於指數股份的代表性抽樣。因此，香港高息股 ETF 不一定能持有所有指數股份，而基金經理
可將某些指數股份比重增加，比有關的指數股份各自在相關指數所佔的比重為高。香港高息股 ETF 可在基金經理
*

常規開支是根據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審計財務報告內的實際支出計算，不包括交易成本。此數據有機會每年更改。
上一年度的實際追蹤偏離度，數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投資者應參考基金網站有關詳盡的實際追蹤偏離度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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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票編號:3070)
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投資於在聯交所上市的非指數股份。
香港高息股 ETF 不打算為對沖或投資目的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權、期權和掉期或者本
地貨幣和外幣匯率合約。香港高息股 ETF 不打算直接或間接承擔中國 A 股或 B 股的風險，因為相關指數不包含中
國 A 股或 B 股股份。
於本產品資料概要刊發之日，香港高息股 ETF 無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回購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
易。如基金經理轉而有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或回購交易，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且須至少提前一
（1）個月（或者同證監會約定的其他通知期）通知單位持有人。
基金經理可按其絕對酌情權，以其認為適當的頻密次數，在複製策略和代表性抽樣策略之間進行轉換，為投資者
的利益，盡可能緊貼追踪相關指數，以實現香港高息股 ETF 的投資目標，而無須事先通知投資者。
相關指數（路透代號: CSIH11140）（彭博代號: CSIH1140）
相關指數於 2009 年 7 月 23 日推出，是一項透過在所有聯交所上市證券中挑選股息率高、分紅比較穩定、具有一
定流動性的 30 項證券作為樣本，以反映香港市場高股息率證券表現的股票指數。相關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
「指數提供者」
）編製和管理。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的淨市值為 5,569 億港元，由 30 項聯交所上
市的在公用事業、金融、非核心消費和資訊科技等行業中經營的公司的股票組成。相關指數的成分股中沒有中國
A 股或 B 股。請參閱基金認購章程第 24 頁香港高息股 ETF 的「指數」一節以瞭解進一步詳情。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的前十項成分股及其各自所佔比重如下（僅供參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票代碼
0006.HK
0002.HK
0823.HK
3988.HK
0005.HK
3333.HK
0902.HK
0008.HK
0551.HK
0303.HK

成分股名稱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中國銀行-H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恆大地產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H
電訊盈科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偉易達集團

行業
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
金融業
金融業
金融業
金融業
公用事業
電訊服務
非核心消費
資訊科技

比重（%）
11.39
10.77
9.76
9.37
7.85
6.01
5.86
4.12
3.95
2.91

有關資料詳見指數提供者網站 www.csindex.com.cn。

本基金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參閱基金認購章程，了解風險因素等資料。
投資風險
•

香港高息股 ETF 是一項項投資基金。不保證投資能夠保本。因此，您投資於本基金可能會遭受損失。

組合集中風險
•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由在聯交所上市的 30 項成分證券組成，且相關指數前十項成分股的總比
重約佔相關指數的 71.98%。因此，香港高息股 ETF 相對集中於數目有限的股票。由於某一項成分股表現不
佳便會對香港高息股 ETF 的價值造成較大影響，故香港高息股 ETF 很可能比追踪包含較多成分股之指數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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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票編號:3070)
金更具波動性。
市場集中風險
•

香港高息股 ETF 追踪那些主要在單一地區（即中國大陸和香港）進行經營活動和業務的公司的表現，因此會
面臨集中風險。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中約 86.25%的指數股份受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風險影響。
相較於那些基礎更為廣泛的基金（例如全球性或區域性股票基金）而言，香港高息股 ETF 可能面臨更高的波
動性，因為其更容易受到該單一地區不利情況所帶來的價值波動的衝擊。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險
•

在追踪相關指數時，香港高息股 ETF 將投資於其證券在聯交所上市並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經營的一些公司。這
類公司會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的風險影響。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變化可能會對投資價值造成
不利影響。

分派風險
•

紅利分派並無保證，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因此，即使相關指數的成分證券有紅利分派，投資者亦可能不會
收到香港高息股 ETF 的任何紅利。

被動投資風險
•

香港高息股 ETF 並不會「以主動方式管理」
，因此當相關指數下跌時，香港高息股 ETF 的價值亦會下降。

•

基金經理可能不會在跌市中採取臨時防禦措施。投資者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投資。

交易風險
•

一般而言，零售投資者只能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投資者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須繳納一定費用（例如交
易費和經紀費）。基金單位在聯交所的交易價格受市場因素（例如基金單位的供求情況）影響。因此，香港高
息股 ETF 基金單位可能會以資產淨值的折讓價或溢價買賣。零售投資者於聯交所購買基金單位時支付的價格
可能會超過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而在出售基金單位時所收款項可能會低於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

追踪誤差風險
•

由於香港高息股 ETF 的費用和開支、市場流動性、基金經理採取的不同投資策略以及其他因素，香港高息股
ETF 的回報可能偏離相關指數的回報。

終止風險
•

如果指數提供者終止相關指數，或不允許香港高息股 ETF 使用相關指數，並且沒有承繼指數，或者其基金規
模跌至低於 200,000,000 港元，則香港高息股 ETF 可能被終止。

依賴市場證券莊家的風險
•

基金經理的意向是，確保時刻均會有至少一名與基金單位有關的市場證券莊家。有可能香港高息股 ETF 只有
一名聯交所市場證券莊家。但是，投資者應注意，倘若香港高息股 ETF 並無市場證券莊家，基金單位在市場
上的流通性或會受到不利影響。如果市場證券莊家沒有履行其作爲唯一市場證券莊家的職責，基金單位在市
場上的流動性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在最壞的情況下，基金單位甚至會沒有流動交易市場。

監管及市場干預
•

香港高息股 ETF 的買賣或會受到包括證監會和聯交所在內的監管機構所行使的干預權的限制。如果發生任何
監管和/或市場干預，基金單位於聯交所的買賣或會暫停或中斷，而香港高息股 ETF 可能無法按預期實現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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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票編號:3070)
資目標。在最壞的情況下，亦存在香港高息股 ETF 基金單位的價值大幅下跌的風險。

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業績與相關指數表現
20%
14.7%

15%
8.8% 9.4%

10%
4.2%

5%
0.1% 0.0%
0%

-2.8%

-5%
-10%
2011
香港高息股ETF
•
•
•
•
•
•

2012

2013

中證香港紅利指數 (價格指數)

2014

-7.7% -7.5%
2015

相關指數的總回報（包括股息回撥）

過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基金表現按年度終結日、資產淨值比較，加上股息回撥計算；
以上數據表示該年度香港高息股 ETF 價格的升跌。表現數據以港元計算，包括常規開支，撇除投資者有機會
支付的認購費和贖回費；
如該年度沒有展示過往表現，表示數據不足；
香港高息股 ETF 的相關指數為中證香港紅利指數（價格指數）
；
香港高息股 ETF 的成立日為 2012 年 2 月 10 日。

本基金有否提供保證？
香港高息股 ETF 並不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金。

投資本基金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關於增設、贖回或買賣香港高息股 ETF 基金單位所涉其他費用和收費的詳情，請參閱基金認購章程附件 1。

在聯交所買賣香港高息股 ETF 的收費
費用

金額

經紀費

由每一經紀人酌定

交易徵費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3%

1

交易費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5%

2

印花稅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2%

3

1.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三（0.003%）的交易徵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2.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五（0.005%）的交易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3.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二（0.2%）的印花稅，一半（即0.1%）由基金單位買家支付，而另一半則由基金單位賣家支付。

基金持續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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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票編號:3070)
以下收費將從香港高息股 ETF 中扣除，這會對閣下有所影響，因為支付此等費用會令資產淨值下跌，並可能
影響交易價格。
每年收費率（佔基金資產淨值百分比）
管理費*

目前為每年 0.55%，最高可達每年 2%

受託人費用*

目前基金資產淨值的首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4%收取，資產淨值的第二
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2%收取，資產淨值的餘額按每年 0.10%收取，每
月最低收費為 70,000 港元，最高可達每年 1%。

其他持續繳付的費用

香港高息股 ETF 應付的持續繳付費用的詳情，請參閱基金認購
章程附件 1。

*注意，某些收費經提前三（3）個月（或證監會批准的較短期限）通知基金持有人後可上調至允許的最高金額。請參閱基金認購
章程「費用和收費」一節。

其他資料
關於香港高息股 ETF 的以下資料載於基金經理網站（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
• 最新公佈的基金認購章程和本產品資料概要；
• 香港高息股 ETF 最新的年度和半年度財務報告（英文版）
；
• 香港高息股 ETF 作出的公告和通知，包括與香港高息股 ETF 及相關指數有關的資料，暫停計算資產淨值、費
用和收費變動或者基金單位暫停買賣和恢復買賣的通知，以及香港高息股 ETF 發售文件或組成文件進行實質性
變更或增補的通知；
• 參與證券商名單；
• 香港高息股 ETF 的持股（每日更新）
；
• 香港高息股 ETF 基金單位最新收市資產淨值；及
• 每一交易日香港高息股 ETF 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的接近實時估值。
註：投資者應注意，上述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見。
•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不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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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票編號:3072)

產品資料概要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中國平安基金的子基金
(股票編號:3072)
2016 年 4 月

本基金是交易所買賣基金。
本概要提供本基金的重要資料，
是銷售文件的一部分，必須與基金認購章程一併閱看。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料便覽
股份代號：

3072

每手交易數量：

100 個基金單位

基金經理：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相關指數：

中證香港中盤精選指數

受託人：

基礎貨幣：

港元

4.44%

交易貨幣：

港元

-4.10%

派息政策：

每年，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
一般在十二月份派息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

常規開支 ：
†

上一年度追蹤偏離度 ：
本基金財政年度終結日：
上市交易所：

12 月 31 日
聯交所 – 主板

交易所買賣基金網站：
基金經理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本基金是甚麼產品？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為中國平安基金的一項子基金。中國平安基金是
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是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條及
附錄 I 項下以被動方式管理的追踪指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在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其基金單位與上市股票一樣在聯交所買賣。

目標及投資策略
目標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投資目標旨在追踪中證香港中盤精選指數（「相關指數」）的表現。
投資策略
為實現投資目標，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基本上擬採用複製策略，追踪相關指數的表現。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將直
接投資於相關指數大致上的所有成分股（「指數股份」），而所佔比重（即比例）與該等指數股份在相關指數中所
佔比重大致相同。
當採用複製策略變為欠缺效率或實際不可行時，或基金經理另行行使其酌情權時，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可選用代

*

常規開支是根據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審計財務報告內的實際支出計算，不包括交易成本。此數據有機會每年更改。

†

上一年度的實際追蹤偏離度，數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投資者應參考基金網站有關詳盡的實際追蹤偏離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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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抽樣策略，直接投資於指數股份的代表性抽樣。因此，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不一定能持有所有指數股份，而
基金經理可將某些指數股份比重增加，比有關的指數股份各自在相關指數所佔的比重為高。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可在基金經理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投資於在聯交所上市的非指數股份。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不打算為對沖或投資目的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權、期權和掉期或
者本地貨幣和外幣匯率合約。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不打算直接或間接承擔中國 A 股或 B 股的風險，因為相關指數
不包含中國 A 股或 B 股股份。
於本產品資料概要刊發之日，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無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回購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
外交易。如基金經理轉而有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或回購交易，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且須至少提前一
（1）個月（或者同證監會約定的其他通知期）通知單位持有人。
基金經理可按其絕對酌情權，以其認為適當的頻密次數，在複製策略和代表性抽樣策略之間進行轉換，為投資者的
利益，盡可能緊貼追踪相關指數，以實現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投資目標，而無須事先通知投資者。

相關指數（路透代號: CSIH11120）（彭博代號: CSIH1120）
相關指數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推出，是一項旨在反映香港市場上、基於其日均成交金額和日均總市值選擇的 100
項中型證券表現的股票指數。相關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指數提供者」）編製和管理。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的淨市值為 16,475 億港元，由 100 項聯交所上市的在材料業、非核心消費、金融業和能源等行業中
經營的公司的股票組成。相關指數的成分股中沒有中國 A 股或 B 股。請參閱基金認購章程第 32 頁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指數」一節以瞭解進一步詳情。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的前十項成分股及其各自所佔比重如下（僅供參考）：
股票代碼

成分股名稱

行業

比重（%）

1.

0669.HK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非核心消費

3.41

2.

1099.HK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H

衛生保健

2.54

3.

1800.HK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H

工業

2.49

4.

1910.HK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非核心消費

2.22

5.

6837.HK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

金融業

2.20

6.

1766.HK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H

工業

2.07

7.

1093.HK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衛生保健

2.01

8.

0902.HK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H

公用事業

1.98

9.

1776.HK

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H

金融業

1.95

10.

6886.HK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業

1.93

有關資料詳見指數提供者網站 www.csindex.com.cn。

本基金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參閱基金認購章程，了解風險因素等資料。
投資風險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是一項投資基金。不保證投資能夠保本。因此，您投資於本基金可能會遭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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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市值公司風險
•

相對於市值較高的公司而言，中等市值公司的股票流動性相對較低，股價的波幅亦一般較大，在不利的業務或
經濟形勢下，更易受到影響。因此，這對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資產淨值的影響程度要大於那些投資於市值較
高的公司之股票的基金。

•

此外，中等市值公司的產品多元性通常低於高市值公司，從而更易受與其產品有關的不利情況的影響。因此，
中等市值公司的表現波動更大，轉而會對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造成影響。

市場集中風險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追踪那些主要在單一地區（即中國大陸和香港）進行經營活動和業務的公司的表現，因
此會面臨集中風險。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中約 97.28%的指數股份受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風險影響。
相較於那些基礎更為廣泛的基金（例如全球性或區域性股票基金）而言，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可能面臨更高
的波動性，因為其更容易受到該單一地區不利情況所帶來的價值波動的衝擊。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險
•

在追踪相關指數時，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將投資於其證券在聯交所上市並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經營的一些公司。
這類公司會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的風險影響。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變化可能會對投資價值造成
不利影響。

分派風險
•

紅利分派並無保證，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因此，即使相關指數的成分證券有紅利分派，投資者亦可能不會收
到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任何紅利。

被動投資風險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並不會「以主動方式管理」，因此當相關指數下跌時，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價值亦會
下降。
• 基金經理可能不會在跌市中採取臨時防禦措施。投資者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投資。
交易風險
• 一般而言，零售投資者只能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投資者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須繳納一定費用（例如交易
費和經紀費）。基金單位在聯交所的交易價格受市場因素（例如基金單位的供求情況）影響。因此，香港中型
股精選 ETF 基金單位可能會以資產淨值的折讓價或溢價買賣。零售投資者於聯交所購買基金單位時支付的價
格可能會超過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而在出售基金單位時所收款項可能會低於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
追踪誤差風險
• 由於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費用和開支、市場流動性、基金經理採取的不同投資策略以及其他因素，香港中
型股精選 ETF 的回報可能偏離相關指數的回報。
終止風險
• 如果指數提供者終止相關指數，或不允許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使用相關指數，並且沒有承繼指數，或者其基金
規模跌至低於 200,000,000 港元，則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可能被終止。
依賴市場證券莊家的風險
•

基金經理的意向是，確保時刻均會有至少一名與基金單位有關的市場證券莊家。有可能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只有一名聯交所市場證券莊家。但是，投資者應注意，倘若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並無市場證券莊家，基金單
位在市場上的流通性或會受到不利影響。如果市場證券莊家沒有履行其作爲唯一市場證券莊家的職責，基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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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市場上的流動性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在最壞的情況下，基金單位甚至會沒有流動交易市場。
監管及市場干預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買賣或會受到包括證監會和聯交所在內的監管機構所行使的干預權的限制。如果發生
任何監管和／或市場干預，基金單位於聯交所的買賣或會暫停或中斷，而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可能無法按預
期實現其投資目標。在最壞的情況下，亦存在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基金單位的價值大幅下跌的風險。

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業績與相關指數表現
15%

12.7%
9.3% 10.1%

10%
5%

1.0%
0%
-5%

-2.9%

-1.6%

-10%

-8.5%
-10.5%

-15%
-14.6%
-20%
2011
香港中型股精選ETF

•
•
•
•
•
•

2012

2013

中證香港中盤精選指數 (價格指數)

2014

2015

相關指數的總回報（包括股息回撥）

過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基金表現按年度終結日、資產淨值比較，加上股息回撥計算；
以上數據表示該年度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價格的升跌。表現數據以港元計算，包括常規開支，撇除投資者有機
會支付的認購費和贖回費；
如該年度沒有展示過往表現，表示數據不足；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相關指數為中證香港中盤精選指數（價格指數）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成立日為 2012 年 2 月 10 日。

本基金有否提供保證？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並不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金。

投資本基金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關於增設、贖回或買賣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基金單位所涉其他費用和收費的詳情，請參閱基金認購章程附件 1。

在聯交所買賣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收費
費用
經紀費
交易徵費
交易費
印花稅

金額
由每一經紀人酌定
1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3%
2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5%
3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2%

1.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三（0.003%）的交易徵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2.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五（0.005%）的交易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3.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二（0.2%）的印花稅，一半（即0.1%）由基金單位買家支付，而另一半則由基金單位賣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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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中扣除，這會對閣下有所影響，因為支付此等費用會令資產淨值下跌，並可
能影響交易價格。

管理費*
受託人費用*

其他持續繳付的費用

每年收費率（佔基金資產淨值百分比）
目前為每年 0.55%，最高可達每年 2%
目前基金資產淨值的首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4%收取，資產淨值的第二
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2%收取，資產淨值的餘額按每年 0.10%收取，每
月最低收費為 70,000 港元，最高可達每年 1%。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應付的持續繳付費用的詳情，請參閱基金
認購章程附件 1。

*注意，某些收費經提前三（3）個月（或證監會批准的較短期限）通知基金持有人後可上調至允許的最高金額。請參
閱基金認購章程「費用和收費」一節。

其他資料
關於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以下資料載於基金經理網站（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 最新公佈的基金認購章程和本產品資料概要；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最新的年度和半年度財務報告（英文版）；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作出的公告和通知，包括與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相關指數有關的資料，暫停計算資產淨
值、費用和收費變動或者基金單位暫停買賣和恢復買賣的通知，以及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發售文件或組成文件
進行實質性變更或增補的通知；
• 參與證券商名單；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的持股（每日更新）；
•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基金單位最新收市資產淨值；及
• 每一交易日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的接近實時估值。
註：投資者應注意，上述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見。
•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不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作出任何陳述。

5

產品資料概要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中國平安基金的子基金
(股票編號:3098)
2016 年 4 月

本基金是交易所買賣基金。
本概要提供本基金的重要資料，
是銷售文件的一部分，必須與基金認購章程一併閱看。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料便覽
股份代號：

3098

每手交易數量：

100 個基金單位

基金經理：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相關指數：

中證銳聯香港基本面 50 指數

受託人：

基礎貨幣：

港元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

常規開支 ：
†

上一年度追蹤偏離度 ：
本基金財政年度終結日：
上市交易所：

3.46%

交易貨幣：

港元

0.09%

派息政策：

每年，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
一般在十二月份派息

12 月 31 日
聯交所 – 主板

交易所買賣基金網站：
基金經理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本基金是甚麼產品？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香港 50 ETF」
）為中國平安基金的一項子基金。中國平安基金是根據香港法
律成立的傘子單位信託基金。香港 50 ETF 是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條及附錄 I 項下以被動方
式管理的追踪指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香港 50 ETF 在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其基金單位
與上市股票一樣在聯交所買賣。

目標及投資策略
目標
香港 50 ETF 的投資目標旨在追踪中證銳聯香港基本面 50 指數（「相關指數」
）的表現。
投資策略
為實現投資目標，香港 50 ETF 基本上擬採用複製策略，追踪相關指數的表現。香港 50 ETF 將直接投資於相關指
數大致上的所有成份股（
「指數股份」
）
，而所佔比重（即比例）與該等指數股份在相關指數中所佔比重大致相同。
當採用複製策略變為欠缺效率或實際不可行時，或基金經理另行行使其酌情權時，香港 50 ETF 可選用代表性抽
樣策略，直接投資於指數股份的代表性抽樣。因此，香港 50 ETF 不一定能持有所有指數股份，而基金經理可將
某些指數股份比重增加，比有關的指數股份各自在相關指數所佔的比重為高。香港 50 ETF 可在基金經理認為適
當的情況下投資於在聯交所上市的非指數股份。
*

常規開支是根據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審計財務報告內的實際支出計算，不包括交易成本。此數據有機會每年更改。
上一年度的實際追蹤偏離度，數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投資者應參考基金網站有關詳盡的實際追蹤偏離度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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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票編號:3098)
香港 50 ETF 不打算為對沖或投資目的而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權、期權和掉期或者本地
貨幣和外幣匯率合約。香港 50 ETF 不打算直接或間接承擔中國 A 股或 B 股的風險，因為相關指數不包含中國 A
股或 B 股股份。
於本產品資料概要刊發之日，香港 50 ETF 無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回購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
易。如基金經理轉而有意從事任何股票借出或股票借入，或回購交易，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且須至少提前一
（1）個月（或者同證監會約定的其他通知期）通知單位持有人。
基金經理可按其絕對酌情權，以其認為適當的頻密次數，在複製策略和代表性抽樣策略之間進行轉換，為投資者
的利益，盡可能緊貼追踪相關指數，以實現香港 50 ETF 的投資目標，而無須事先通知投資者。
相關指數（路透代號: CSIRAFIHK50）（彭博代號: CSIH1110）
相關指數於2010年6月2日推出，是一項由聯交所上市股票中經濟規模最大的50項股票組成的股票指數。相關指數
與傳統的市值加權指數的區別在於，相關指數在選擇和計算其成分股時是以股票的經濟規模為基礎的，而經濟規
模則是基於四項財務指標（即營業收入、現金流量、帳面值和派息）加以衡量的。相關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指數提供者」）編製和管理。截至2016年3月31日，相關指數的淨市值為69,138億港元，由50項聯交所上市的
在金融、電訊服務、能源和工業等行業中經營的公司的股票組成。相關指數的成分股中沒有中國A股或B股。請參
閱基金認購章程第39頁香港50 ETF的「指數」一節以瞭解進一步詳情。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的前十項成分股及其各自所佔比重如下（僅供參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票代碼

成分股名稱

行業

比重（%）

0700.HK
0005.HK
0941.HK
1299.HK
0939.HK
1398.HK
0001.HK
3988.HK
2318.HK
2888.HK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
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H
渣打集團

資訊科技
金融業
電訊服務
金融業
金融業
金融業
工業
金融業
金融業
金融業

12.92
8.60
7.68
7.66
6.89
5.45
3.94
3.90
2.80
2.44

有關資料詳見指數提供者網站 www.csindex.com.cn。

本基金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參閱基金認購章程，了解風險因素等資料。
投資風險
• 香港 50 ETF 是一項投資基金。不保證投資能夠保本。因此，您投資於本基金可能會遭受損失。
市場集中風險
• 香港 50 ETF 追踪那些主要在單一地區（即中國大陸和香港）進行經營活動和業務的公司的表現，因此會面臨
集中風險。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相關指數中約 87.85% 的指數股份受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風險影響。相較
於那些基礎更為廣泛的基金（例如全球性或區域性股票基金）而言， 香港 50 ETF 可能面臨更高的波動性，
因為其更容易受到該單一地區不利情況所帶來的價值波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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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票編號:3098)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險
• 在追踪相關指數時，香港 50 ETF 將投資於其證券在聯交所上市並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經營的一些公司。這類公
司會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的風險影響。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變化可能會對投資價值造成不利
影響。
分派風險
• 紅利分派並無保證，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因此，即使相關指數的成分證券有紅利分派，投資者亦可能不會
收到香港 50 ETF 的任何紅利。
被動投資風險
• 香港 50 ETF 並不會「以主動方式管理」，因此當相關指數下跌時，香港 50 ETF 的價值亦會下降。
• 基金經理可能不會在跌市中採取臨時防禦措施。投資者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投資。
交易風險
• 一般而言，零售投資者只能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投資者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須繳納一定費用（例如交
易費和經紀費）。基金單位在聯交所的交易價格受市場因素（例如基金單位的供求情況）影響。因此，香港
50 ETF 基金單位可能會以資產淨值的折讓價或溢價買賣。零售投資者於聯交所購買基金單位時支付的價格可
能會超過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而在出售基金單位時所收款項可能會低於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
追踪誤差風險
• 由於香港 50 ETF 的費用和開支、市場流動性、基金經理採取的不同投資策略以及其他因素，香港 50 ETF 的
回報可能偏離相關指數的回報。
終止風險
• 如果指數提供者終止相關指數，或不允許香港 50 ETF 使用相關指數，並且沒有承繼指數，或者其基金規模跌
至低於 200,000,000 港元，則香港 50 ETF 可能被終止。
依賴市場證券莊家的風險
• 基金經理的意向是，確保時刻均會有至少一名與基金單位有關的市場證券莊家。有可能香港 50 ETF 只有一名
聯交所市場證券莊家。但是，投資者應注意，倘若香港 50 ETF 並無市場證券莊家，基金單位在市場上的流通
性或會受到不利影響。如果市場證券莊家沒有履行其作爲唯一市場證券莊家的職責，基金單位在市場上的流
動性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在最壞的情況下，基金單位甚至會沒有流動交易市場。
監管及市場干預
• 香港 50 ETF 的買賣或會受到包括證監會和聯交所在內的監管機構所行使的干預權的限制。如果發生任何監管
和／或市場干預，基金單位於聯交所的買賣或會暫停或中斷，而香港 50 ETF 可能無法按預期實現其投資目
標。在最壞的情況下，亦存在香港 50 ETF 基金單位的價值大幅下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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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票編號:3098)
基金表現如何？
基金業績與相關指數表現
12%
9.2%

10%
8%
6%

3.9%

4.2% 4.2%

4%
2%

0.2%

0%
-0.1%

-2%
-4%
-6%

-5.1%

-8%
-10%
2011
香港50 ETF
•
•
•
•
•
•

2012

2013

中證銳聯香港基本面50指數 （價格指數）

2014

-8.5% -8.6%
2015

相關指數的總回報（包括股息回撥）

過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金額；
基金表現按年度終結日、資產淨值比較，加上股息回撥計算；
以上數據表示該年度香港 50 ETF 價格的升跌。表現數據以港元計算，包括常規開支，撇除投資者有機會支付
的認購費和贖回費；
如該年度沒有展示過往表現，表示數據不足；
香港 50 ETF 的相關指數為中證銳聯香港基本面 50 指數（價格指數）
；
香港 50 ETF 的成立日為 2012 年 2 月 10 日。

本基金有否提供保證？
香港 50 ETF 並不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金。

投資本基金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關於增設、贖回或者買賣香港 50 ETF 基金單位所涉其他費用和收費的詳情，請參閱基金認購章程附件 1。

在聯交所買賣香港50 ETF的收費
費用
經紀費
交易徵費
交易費
印花稅

金額
由每一經紀人酌定
1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3%
2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005%
3
基金單位交易價格的0.2%

1.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三（0.003%）的交易徵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2.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零零五（0.005%）的交易費，買方和賣方均須繳付。

3.

基金單位價格百分之零點二（0.2%）的印花稅，一半（即0.1%）由基金單位買家支付，而另一半則由基金單位賣家支付。

基金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香港 50 ETF 中扣除，這會對閣下有所影響，因為支付此等費用會令資產淨值下跌，並可能影響
交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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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票編號:3098)

管理費*
受託人費用*

其他持續繳付的費用

每年收費率（佔基金資產淨值百分比）
目前為每年 0.55%，最高可達每年 2%
目前基金資產淨值的首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4%收取，資產淨值的第
二個 8 億港元按每年 0.12%收取，資產淨值的餘額按每年 0.10%收
取，每月最低收費為 70,000 港元，最高可達每年 1%。
香港 50 ETF 應付的持續繳付費用的詳情，請參閱基金認購章
程附件 1。

*注意，某些收費經提前三（3）個月（或證監會批准的較短期限）通知基金持有人後可上調至允許的最高金額。請參
閱基金認購章程「費用和收費」一節。

其他資料
關於香港 50 ETF 的以下資料載於基金經理網站（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
•
•
•

•
•
•
•

最新公佈的基金認購章程和本產品資料概要；
香港 50 ETF 最新的年度和半年度財務報告（英文版）；
香港 50 ETF 作出的公告和通知，包括與香港 50 ETF 及相關指數有關的資料，暫停計算資產淨值、費用和收
費變動或者基金單位暫停買賣和恢復買賣的通知，以及香港 50 ETF 發售文件或組成文件進行實質性變更或增
補的通知；
參與證券商名單；
香港 50 ETF 的持股（每日更新）；
香港 50 ETF 基金單位最新收市資產淨值；及
每一交易日香港 50 ETF 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的接近實時估值。

註：投資者應注意，上述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重要提示
•
•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見。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不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作出任何陳述。

5

重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所信，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
乃經過謹慎周詳考慮後始予達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董事變更公告
由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公佈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
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的基金經理（簡稱「基金經理」），宣佈基金經理董事的變
更。由 2016 年 6 月 17 日起，麥劍豪先生已辭任基金經理的董事並委任周媛珊女士為基金經理的董事
一職。
基金經理特此發出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50 ETF認購章程增補（簡稱「增補」）
。該增補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以 及 基 金 經 理 的 網 站 中 獲 得 。 亦 可 從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高 息 股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中 型 股 精 選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及 中 國 平 安 CSI RAFI 香 港 50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中獲得。
如閣下對本公告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2) 3762 9228 或瀏覽 http://asset.pingan.com.hk。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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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本增補是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於 2012 年 2
月 10 日所發的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稱為「基金認購章程」)。除非下文另有所指，該認購章程中已定義的字詞及篇語
在這增補中有相同的意思。
如閣下對銷售文及這增補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增補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增補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第十四份認購章程增補
該認購章程現補充如下：
1. 在認購章程第5頁的「各方名錄」中，基金經理的董事更新如下：
基金經理的董事
陳德賢
張鵬
蔡方方
姚波
童愷
陳心穎
萬放
余文傑
姚軍
黃勇
高鵬
周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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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認購章程的第 14 頁小標題「基金經理的董事」下：
a. 刪去「麥劍豪」這名稱及其簡歷。
b. 插入「周媛珊」這名稱及其簡歷如下:
周媛珊女士於 2008 年 10 月加入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擔任合規主管，負責監督管理
公司的法律合規職能，確保符合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所有適用條款，使公司及員工符合香
港證監會的資格要求。同時，她是新產品開發專案的核心成員，負責基金設立、申請證監會審批
及香港聯交所上市所需的法律文本製作。另外，她對業務方案提出建議，使其滿足監管及內部需
求。2015 年，周媛珊女士獲外部職稱調整為法律合規主管，負責策劃、監管法律合規部、運營 IT
部、風險管理部及人力資源部的相關工作。周媛珊女士有 20 多年的資產管理經驗及 10 多年的合
規專案經驗。作為前任雇主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周媛珊女士積極參與了業務管理工作。加入
平安前，她擔任 CIBC HK Branch 資產管理業務（9 號牌照）經理及主管。在此之前，她擔任 CI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獲證監會 9 號牌照）副總裁，自 1999 年起擔任合
規專員，2006 年擔任負責人。周媛珊女士獲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經濟與金融學士學
位及英國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榮譽法學學士學位。

基金經理的董事對本增補之內容於其發出日的準確性負責。
銷售文件必須與本增補一同發放。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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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所信，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
乃經過謹慎周詳考慮後始予達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 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終止與中國平安交易所買賣基金
參與協議公告
由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公佈
參照（i）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統稱為「子基金」) 的基金經理（簡稱「基金經理」），與匯豐機構信託
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受託人」）、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公司」），香港證券兌換代理服務
有限公司（「兌換代理人」）及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巴克萊」）於 2012 年 2 月 10 日訂立的參與協議（「參
與協議」），委任巴克萊為各子基金的參與證券商（「參與證券商」），以及（ii）由基金經理、受託人、香港
結算公司、兌換代理人，法國巴黎證券服務（「法國巴黎」）及巴克萊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訂立的參與證券商
代理人協議，委任法國巴黎為參與證券商的代理人（「參與證券商代理人」），基金經理特此發出公佈，自參與
協議的終止於 2016 年 3 月 21 日（「終止日」）起生效，巴克萊停止成為各子基金的參與證券商。根據參與證券
商代理人協議，參與證券商代理人協議自動在終止日同步終止。
基金經理特此發出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 港 50 ETF 認 購 章 程 增 補 （ 簡 稱 「 增 補 」 ） 。 該 增 補 可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www.hkex.com.hk 以 及 基 金 經 理 的 網 站 中 獲 得 。 亦 可 從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高 息 股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及中國
平 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中獲得。
如閣下對本公告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2) 3762 922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asset.pingan.com.hk。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3 月 21 日

重要:
本增補是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於 2012 年 2 月 10 日所發的認
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經日期為 2012 年 5 月 28 日的第一份補充文件，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第二份補充文件，2013 年 2 月 1 日的第三份補充
文件，2013 年 6 月 5 日的第四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4 日的第五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9 日的第六份補充文件，2013 年 10 月 4 日的第
七份補充文件，2014 年 3 月 17 日的第八份補充文件，2014 年 4 月 25 日的第九份補充文件，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第十份及第十一份補充文件
及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第十二份補充文件) 的補充，(統稱為「基金認購章程」)。 除非下文另有所指，該認購章程中已定義的字詞及篇語在這
增補中有相同的意思。
如閣下對銷售文及這增補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 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增補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增 補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
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 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 571 章）
第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第十三份認購章程增補

該認購章程現補充如下：
1. 在認購章程的「管理及行政」中第 19 頁，參與證券商更新如下：
參與證券商
…
於 2016 年 3 月 21 日，子基金有 9 家參與證券商，即荷蘭銀行結算 (香港) 有限公司；致富證券有限公司；花
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美林遠東有限公司；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及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2. 在認購章程第 22 頁「香港高息股 ETF」，第 30 頁「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及第 38 頁「香港 50 ETF」的「主
要資料」中參與證券商一欄的詳情現更改如下：
香港高息股 ETF：

參與證券商：
 荷蘭銀行結算(香港) 有限公司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2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參與證券商：










荷蘭銀行結算(香港) 有限公司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50 ETF：

參與證券商：










荷蘭銀行結算(香港) 有限公司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經理的董事對本增補之內容於其發出日的準確性負責。
銷售文件必須與本增補一同發放。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3 月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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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所信，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
乃經過謹慎周詳考慮後始予達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董事變更公告
由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公佈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的基金經理（簡稱「基金經理」），宣佈基金經理董事的變更。由 2015 年 8
月 31 日起，董馬田先生已辭任基金經理的董事並委任麥劍豪先生為基金經理的董事一職。
基金經理特此發出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及中國平安 CSI RAFI香港50
ETF認購章程增補（簡稱「增補」）。該增補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以及基金經
理的網站中獲得。亦可從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網站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
股 精 選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及 中 國 平 安 CSI

RAFI 香 港 50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中獲得。
如閣下對本公告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2) 3762 9228 或瀏覽 http://asset.pingan.com.hk。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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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本增補是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於 2012 年 2 月 10 日所發的
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經日期為 2012 年 5 月 28 日的第一份補充文件, 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第二份補充文件, 2013 年 2 月 1 日的第三份補充
文件, 2013 年 6 月 5 日的第四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4 日的第五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9 日的第六份補充文件、2013 年 10 月 4 日的第七
份補充文件、2014 年 3 月 17 日的第八份補充文件)、2014 年 4 月 25 日的第九份補充文件)、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第十份補充文件及 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第十一份補充文件)的補充，(統稱為「基金認購章程」)。除非下文另有所指，該認購章程中已定義的字詞及篇語在這增補中有
相同的意思。
如閣下對銷售文及這增補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增補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增補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
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第十二份認購章程增補
該認購章程現補充如下：
1.

在認購章程第5頁的「各方名錄」中，基金經理的董事更新如下：
基金經理的董事
姚軍
姚波
蔡方方
陳德賢
童愷
萬放
余文杰
高鹏
黃勇
陳心穎
張鵬
麥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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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認購章程的第14頁小標題「基金經理的董事」下：
a.

刪去「董馬田」這名稱及其簡歷。

b. 插入「麥劍豪」這名稱及其簡歷如下:
麥劍豪先生于 2008 年加入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擁有超過 16 年的環球金融
市場經驗，麥先生負責管理香港的投資團隊以及資產配置過程。此外，麥先生亦為保險業務
管理海外投資，以及為零售客戶和機構客戶管理離岸固定收益組合。
在加入平安前，麥先生曾任職AIG全球投資公司（亞洲）組合經理，負責友邦保險以及香港強
積金的多幣種固定收益組合。此前，他於悉尼的Futureplus金融服務擔任助理投資組合經理和
固定收益量化分析師。麥先生還曾於摩根大通、施羅德和澳洲蘭特商業銀行管理多個組合。
麥先生擁有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商業碩士以及信息系統學士學位。

基金經理的董事對本增補之內容於其發出日的準確性負責。
銷售文件必須與本增補一同發放。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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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對本公
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所信，本
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 乃經過謹慎周詳考慮後始予達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
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
何類別的投資者。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
問。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新增稅務披露事項公告
由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公
佈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
選 ETF 及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統稱為「子基金」) 的基金經理（簡稱「基金經理」），特
此發出公佈，關於美國《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及任何其他類似法規的新增稅務披露事項將納入子
基金的基金認購章程。
基金經理特此發出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 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及中國平安 CSI
RAFI香港50 ETF認購章程增補（簡稱「增補」），該增補詳述了新增稅務披露事項。該增補可於香港
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以及基金經 理的網站中獲得。亦可從中國平安CSI香港
高 息 股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中 型 股 精 選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及 中 國 平 安 CSI RAFI 香 港 50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中獲得。
如閣下對本公告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2) 3762 922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28日

重要:
本增補是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於 2012 年 2月10日所發的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經日期為 2012 年 5 月
28 日的第一份補充文件, 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第二份補充文件, 2013 年 2 月 1 日的第三份補
充文件, 2013 年 6 月 5 日的第四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4 日的第五份補充文件， 2013 年 9
月 9日的第六份補充文件，2013 年 10 月 4 日的第七份補充文件，2014 年 3 月 17 日的第八份
補充文件，2014 年 4 月 25 日的第九份補充文件及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第十份補充文件) 的
補充，(統稱為「基金認購章程」)。除非下文另有所指，該認購章程中已定義的字詞及篇語
在這增補中有相同的意思。
如閣下對銷售文件及這增補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
增補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增
補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
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
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第十壹份認購章程增補
該認購章程現補充如下並自2014年11月28日起生效：
在第70頁的「稅務」一節的結尾處加入下述關於美國《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及任何其他
類似法規的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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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及任何其他類似法規的影響
根據通常稱爲《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的美國聯邦所得稅法律之規定，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對外國金融機構（「外國金融機構」）支付的某些源自美國的收入（舉
例而言，包括利息、股息和處置能夠孳生源自美國的收入的某些美國資產所得的總收益）須
繳納一項新的 30%的預扣稅。本信托基金很可能被視爲外國金融機構，並會因此受到《海外
帳戶稅收合規法案》的影響。
外國金融機構可透過向美國國内稅收署（「美國國稅局」）登記並承擔某些美國稅方面的合
規義務及報告義務而避免《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下的預扣稅。根據此等義務，外國金融
機構（例如本信托基金）須從屬於就美國聯邦所得稅目的而言的美國人士的任何「同意人士」
（定義見下文）處獲取某些信托基金資料（定義見下文），並尋求其對於將此等信托基金資
料報告、披露及/或轉移給美國國稅局的同意。
「同意人士」包括：本信托基金的任何投資者；在投資者為一家實體的情況下，投資者的主
要擁有人和控權人士；及在投資者代表其他人士或實體或者爲其他人士或實體的利益而持有
本信托基金之單位的情況下，該等其他人士或實體。
「信托基金資料」包括下列資料：(a) (i) 如果同意人士是一名個人，則包括其全名、出生日期、
出生地、住址、通信地址、稅務識別編號、國籍、居民和稅務居民身分； (ii) 如果同意人士
是一家實體或法人，則包括其完整名稱、註册或成立所在地、註册地址、營業地址、稅務識
別編號、稅務地位、稅務居民身分以及受託人針對其每一位主要擁有人、控權人士、受益人
和財産授予人（如適用）合理要求的資料；(b) 就同意人士自本信托基金收取或申索利益或付
款的帳戶而言，指帳戶餘額、帳戶價值、帳戶號碼、向帳戶繳納的供款以及從帳戶提取或支
付的金額；(c)與同意人士的稅務地位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任何其他文件或資料，例如美國國稅
局 W-8 表格或美國國稅局 W-9 表格；以及 (d) 任何相關的聲明、棄權及同意（採用受託人及/
或基金經理不時合理要求的格式和方式）。
此外，本信托基金或會不時受到下列各項的規管：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條約、法律、規例、
規則、業務守則、指引、指導或者兩個或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政府或部門之間的任何其他跨政
府協議（與《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一起合稱為「適用法律法規」）。
每一同意人士將須填寫及簽署為確保本信托基金、基金經理及/或受託人遵守適用法律法規所
需的文件及採取因此所需的行動。
在不影響上一段規定之普遍適用性的同時，為確保對適用法律法規的遵守，本信托基金的投
資者通常須向本信托基金提供其自身的信托基金資料，在投資者是實體及/或代表其他人士或
實體（即受益人）或者爲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本信托基金之單位的情況下，須提供投資者自
身和其主要擁有人和控權人士以及（如適用）受益人的信托基金資料。
此外，如果：(a)發生可能導致任何信托基金資料過時的情况變化；或 (b) 關於某一同意人士
的情况發生變化，導致受託人及/或基金經理得知或有理由知曉，任何信托基金資料不準確、
不可靠或已經過時，則相關同意人士必須及時（在任何情况下應於變化發生後的 30 天內）按
受託人及/或基金經理不時合理要求的格式和方式向受託人及基金經理提供最新的信托基金資
料。
每一同意人士均須同意信托基金資料由基金經理及受託人處理、轉移及/或披露給任何本地部
門及/或外地部門，並須確認信托基金資料（包括信托基金資料的任何更新）之準確性。有關
同意人士向本信托基金提供其信托基金資料，即表示有關同意人士：(a) 同意其自身的此等信
托基金資料對任何本地部門及/或外地部門的報告、披露及/或轉移；(b) 確認其已取得每一此
等其他同意人士對於將其信托基金資料報告、披露及/或轉移給任何本地部門及/或外地部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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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同意（如適用）
；及 (c) 確認有關同意人士自身及（如適用）每一此等其他同意人士之信
托基金資料的準確性。
如 (i) 某一投資者未向本信托基金提供基金經理及/或受託人合理要求的信托基金資料；(ii) 所
提供的與任何同意人士有關的信托基金資料不準確、不完整或未及時更新；或 (iii) 基金經理
及/或受託人無論何種原因無法披露信托基金資料，則本信托基金或須就本信托基金收到的任
何款項（例如本信托基金所作任何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的全部或一部分繳納預扣稅，而本
信托基金、受託人及/或基金經理可為確保遵守適用法律法規而本著真誠並出於合理的理由採
取不在適用法律禁止之列的任何行動。此等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對投資者持有的本信托基金單
位或贖回款項採取任何行動，以確保此等預扣稅合乎經濟原則地由未提供必要的信托基金資
料或未遵守此等要求從而導致產生預扣稅的投資者承擔；例如，基金經理強制贖回投資者所
持的單位以及本信托基金、基金經理及/或受託人將關於某一投資者的此等信托基金資料隨時
（在適用的情況下，包括在投資者所持單位出於任何原因被贖回之後）報告、披露及/或轉移
給本地部門及/或外地部門，但前提是信托基金資料的任何該等報告、披露和轉移均遵守香港
管轄個人資料使用之適用規例（包括經不時修訂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本信托基金、受託人和基金經理均有意確保本信托基金遵守適用法律法規。但是，本信托基
金、受託人和基金經理均無法提供任何關於本信托基金一定能夠遵守適用法律法規的保證。
如本信托基金不遵守適用法律法規，因而導致適用預扣稅、扣減或罰款，則或會對每單位的
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使投資者因此蒙受重大損失。任何投資者如對適用法律法規對其自
身或其稅務地位的影響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不得 (1) 依賴於本文件中所載稅務説明來提供《美國國內稅收法》下的懲罰保護，該等稅務
説明亦不旨在提供該等保護，且 (2) 該等稅務説明是為推廣本信托基金之單位而編寫。在不
影響本「稅務」一節中「一般事項」分節之普遍適用性的同時，對於在本信托基金中所作投
資、享有的所有權或實益權益所可能導致的任何稅務後果，我們強烈敦促所有潛在投資者諮
詢其自身的法律和稅務顧問。」
基金經理的董事對本增補之內容於其發出日的準確性負責。
銷售文件必須與本增補一同發放。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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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對本公
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基金經理對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負全責，並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所信，本
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過謹慎周詳考慮後始予達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産品的
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
何類別的投資者。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
問。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參與證券商與市場證券莊家公告
由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公佈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即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
選 ETF 及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統稱為「子基金」) 的基金經理（簡稱「基金經理」），
特此發出公佈，已委任下述新的參與證券商與市場證券莊家，委任自下述生效日起生效：
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
市場證券莊家：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 自2013年2月5日起生效
德國商業銀行 - 自2014年4月25日起生效
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
市場證券莊家：
德國商業銀行 - 自2014年4月25日起生效
中國平安CSI RAFI香港50 ETF：
市場證券莊家：
德國商業銀行 - 自2014年4月25日起生效

基金經理特此發出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 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及中國平安 CSI
RAFI香港50ETF認購章程增補（簡稱「增補」）。該增補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 以 及 基 金 經 理 的 網 站 中 獲 得 。 亦 可 從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高 息 股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中 國 平 安 CSI 香 港 中 型 股 精 選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及 中 國 平 安 CSI RAFI 香 港 50 ETF 網 站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中獲得。
如閣下對本公告有任何查詢，可致電(+852) 3762 9228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asset.pingan.com.hk。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28日

重要:
本增補是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及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於 2012 年 2月 10 日所發的認購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經日期為 2012 年 5
月 28 日的第一份補充文件, 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第二份補充文件, 2013 年 2 月 1 日的第三份
補充文件, 2013 年 6 月 5 日的第四份補充文件，2013 年 9 月 4 日的第五份補充文件， 2013
年 9 月 9日的第六份補充文件，2013 年 10 月 4 日的第七份補充文件，2014 年 3 月 17 日的第
八份補充文件及2014 年 4 月 25 日的第九份補充文件) 的補充，(統稱為「基金認購章程」)。
除非下文另有所指，該認購章程中已定義的字詞及篇語在這增補中有相同的意思。
如閣下對銷售文及這增補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咨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
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
增補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增
補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産品的認可，並不等同於對本産品的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
本産品的商業價值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産品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産品適合任
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股份代號: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 (股份代號: 3072)
中國平安 CSI RAFI 香港 50 ETF (股份代號: 3098)
其為中國平安基金的子基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例第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金）
第十份認購章程增補
該認購章程現補充如下並自2014年11月24日起生效：
在認購章程第22頁「香港高息股ETF」，第30頁「香港中型股精選ETF」及第38頁「香港50
ETF」的「主要資料」中參與證券商及市場證券莊家一欄的詳情已被刪除並各自更改為如下:
香港高息股ETF：

參與證券商：
• 荷蘭銀行結算 (香港) 有限公司
• 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
•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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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市場證券莊家：
•
•
•
•
•
•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德國商業銀行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型股精選ETF：

參與證券商：
•
•
•
•
•
•
•
•
•
•

荷蘭銀行結算 (香港) 有限公司
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市場證券莊家：
•
•
•
•

德國商業銀行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50 ETF：

參與證券商：
• 荷蘭銀行結算 (香港) 有限公司
• 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
•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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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證券莊家 ：
•
•
•
•
•

德國商業銀行
瑞士信貸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美林遠東有限公司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經理的董事對本增補之內容於其發出日的準確性負責。
銷售文件必須與本增補一同發放。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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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婙㗌Ḳ∴㎷ᾂ䵍㉼岮俬˛榀㸖⬷⟡憸䙫⟡憸▕ἴⷙ䍙榀㸖Ḕ⤕䴷䭾㛰昷⅓⏟Ƌ˥榀㸖䴷
䭾⅓⏟˦ƌ㎌䳴䂡⏯岮㠣嬰∟Ə⾅⟡憸▕ἴ✏偖ẋ㈧敲⦲岞峊Ḳ㗌嵞⏖✏Ḕ⤕䴷䭾⎱ẋ㔝
䳢䵘Ƌ˥Ḕ⤕䴷䭾䳢䵘˦ƌ⬿㔥˚䴷䭾⎱ẋ㔝˛
㠠㓁Ὲ姾⟡憸㦲ㇷ䙫⅝ẽ㋮㕟⟡憸䙫⟡憸▕ἴ✏⯮Ὥ⏖僤㛪䔚媲✏偖ẋ㈧ᷱⷩ˛✏恜⭯
榀㸖䴷䭾⅓⏟䙫嬰∟㔝䳴奶⮁⎱⅝ẽ㋮㕟⟡憸䙫⟡憸▕ἴ䍙↭✏偖ẋ㈧ᷱⷩ⎱↭娘岞峊
䙫∴㎷ᷲƏ⅝ẽ㋮㕟⟡憸䙫⟡憸▕ἴ⯮䍙榀㸖䴷䭾⅓⏟㎌䳴䂡⏯岮㠣嬰∟Ə⾅婙䬰⅝ẽ
㋮㕟⟡憸䙫⟡憸▕ἴ✏偖ẋ㈧敲⦲岞峊Ḳ㗌ㇽ榀㸖䴷䭾⅓⏟䢡⮁䙫⅝ẽ㗌㜆嵞Ə⏖✏Ḕ
⤕䴷䭾䳢䵘⬿㔥˚䴷䭾⎱ẋ㔝˛偖ẋ㈧䙫⎪凮俬Ḳ敺䙫ẋ㗺䙫䴷䭾ẋ㔝Ə柯✏㛰旃ẋ㗺
㗌⽳䬓ṳῲ䇆㥔㗌Ƌ䇆㥔㗌✏怀墶㘖㋮Ḕ⤕䴷䭾䳢䵘䙫䴷䭾ẋ㔝㛴⋀敲㔥ᾂḔ⤕䴷䭾䳢
䵘䙫⎪凮俬ὦ䔏䙫䇆㥔㗌ƌ✏Ḕ⤕䴷䭾䳢䵘怙堳˛✏Ḕ⤕䴷䭾䳢䵘怙堳䙫㈧㛰㴢⊼✮⎾
ᷴ㘩㛰㔯䙫Ḕ⤕䴷䭾䳢䵘ᷧ刓奶∮⎱Ḕ⤕䴷䭾䳢䵘怲ὃ䧲奶∮䙫奶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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ḍ䄈㎈⎽ỢἼ㈧曧堳⊼Ọ䍙↭✏榀㸖Ọ⣽䙫ỢἼ⏟㲼䮈弫⌧䙣┕⟡憸▕ἴㇽ⇭䙣㜓䫇
䧲˛⛇㭋Ə㜓䫇䧲ᷴ⏖✏ᷴ↭娘怙堳䙣┕ㇽ㋂㔓䙫ỢἼ⏟㲼䮈弫⌧ㇽガ㲨ᷲ怙堳⥩㭋䙣
┕ㇽ㋂㔓˛
Ⰻ柯㳏ヶƝ
(a)





(b)
(c)






榀㸖⬷⟡憸䙫⟡憸▕ἴḍ㜑㠠㓁ˣ1933⹛併⛲嬰∟㲼ˤƋ䵺姩ƌ娢ⅱƏ俳᷻晋ṭ
✏㱹㛰怼⎴婙嬰∟㲼䙫ẋ㗺Ḕ䙣┕ㇽ択┕⣽Ə榀㸖⬷⟡憸䙫⟡憸▕ἴᷴ⏖䛛㎌ㇽ敺
㎌✗✏併⛲ㇽ⎾⅝⏟㲼䮈弫䙫⅝ỢἼ柿✗ㇽⱓ✗ㇽ✗⌧ㇽ䂡併⛲ạ⣒Ƌ⮁侐奲婙嬰
∟㲼奶ὲSƌ䙫∐䚱䙣┕ㇽ択┕˛
榀㸖⬷⟡憸㜑㛥᷻⯮ᷴ㛪㠠㓁䵺姩䙫ˣ1940⹛併⛲㉼岮⅓⏟㲼ˤ娢ⅱ˛
晋杅㠠㓁㛰旃尨ℴ㫱怙堳Ə␍∮榀㸖⬷⟡憸䙫⟡憸▕ἴᷴ⽾䔘ERISA姯≪峣岞ㇽ㒨
㛰ƏㇽỌERISA姯≪Ḳ岮䔉峣岞˛˥ERISA姯≪˦Ḳ⮁侐䂡ˣ1974⹛併⛲⃘Ⓢ忧Ỹ
㔝⅌嬰∟㲼ˤƋ姩㜓ƌ䬓ᷧ惏⇭Ḳᷲ䙫ỢἼ忧Ỹ姯≪Əㇽˣ1986⹛併⛲⛲ⅎ䧬㔝
㲼奶ˤƋ姩㜓ƌ䬓4975㢄Ḳᷲ䙫ỢἼῲạ忧Ỹ峓㈝姯≪˛

⟡憸䵺䏭㛰㫱䂡䢡ῄ㋮㕟⟡憸䙫⟡憸▕ἴᷴ墒ᷴ⏯岮㠣ạ⣒Ƌ⮁侐奲䬓9柨䙫˥⮁侐˦惏
⇭ƌ㔝峣ㇽ㋨㛰俳㖤⊇⟡憸䵺䏭婴䂡⾬曧䙫昷∝˛
㓓䔚媲婴峣ỢἼ榀㸖⬷⟡憸䙫⟡憸▕ἴ䙫ạ⣒ㆰ婴嬿✏⅝㲼⛿娢ⅱ⛲⮝˚⅓㯸庒⇭㈧ ⱓ
⛲˚Ⱜ䕀⛲ㇽ㜓䰴⛲䙫㲼⽲ᷲ⅝⏖僤怮∗䙫Ə俳᷻⏖僤凮婴峣˚㋨㛰ㇽ⇡┕ỢἼ榀㸖⬷
⟡憸䙫⟡憸▕ἴ㛰旃䙫(a)⏖僤䙫䧬⋀⽳㞃˚(b)ỢἼ㲼⽲奶⮁⎱(c)ỢἼ⣽⌖昷∝ㇽ⣽⌖䮈
∝奶⮁˛
㜓䫇䧲䙫ỢἼ姩ㇽ⢅壃⯮⇱䙢㖣偖ẋ㈧䙫䶙䫀Ƌw w w. h k e x . c o m . h k ƌ⎱⟡憸䵺䏭
䙫䶙䫀˛榀㸖檿ざ傈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0 ƞ榀㸖Ḕ❲
傈䲥恟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2 ƞ⎱榀㸖5 0 E T F 䙫䶙柨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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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㜓䫇䧲ḔƏ晋杅㕮ヶ⏍㛰㈧㋮Ə␍∮Ọᷲ婅媅⅞㛰ᷲ⇾ヶ〄˛
˥䏱妉˦Ⱈ㋮㕟⟡憸俳姧Ə㋮⢅娔䔚媲ㇽ峽⛅䔚媲˛
˥⊔㱆䏱妉孹䏦˦㋮✏Ὲ姾⤸㓁ⅎ⇾㗵Ə⎪凮嬰∟┭Ⱈ䔚媲䙫⎽㵯俳ㆰế䙫岢䔏Ə俳㛰
旃㋮㕟⟡憸䙫⎽㵯䔚媲岢䔏岢䍮⇾㖣䫇䧲䙫昫ờ1˛
Ƽ䏱妉⑬ḋ˦Ⱈ㮶暢㋮㕟⟡憸俳姧Ə㋮✏䫇䧲ⅎⰘ㛰旃䙫㋮㕟⟡憸⇾㗵Ḳ㞷ῲ桅∌⟡憸
▕ἴḲ㕟䛕ㇽ⅝ῴ㕟Ə⎯ㇽ⟡憸䵺䏭㕛檻✗ㇽ䂡㞷ῲ䉠⮁桅∌ㇽ⤁ῲ桅∌⟡憸▕ἴᷴ㘩
憷⮁䙫˚䵺⎾姾ạ㉠↭ḍⷙ态䟌⎪凮嬰∟┭䙫㞷ῲ桅∌⟡憸▕ἴ䙫⅝ẽῴ㕟˛
Ƽ㛶㐶⳩ƽ㋮⟡憸䵺䏭䵺⎾姾ạ䙫Ṳℯ㛟杉㉠↭俳㠠㓁Ὲ姾⤸㓁䙫㢄㬥ᷴ㘩ⰘῈ姾⟡憸
⦻Ợ䙫㠟㕟⸒˛
Ƽ⚸䟌学ⴡ˦㋮⟡憸䵺䏭ᷴ㘩㋮㗵䙫㋮㕟⟡憸峓㈝岏⹊˛
Ƽ䬁⨎˦Ⱈ榀㸖⬷⟡憸俳姧Ə㋮Ọ壮壤䬽䕌ㇽỊ塏『㊤㨊䬽䕌ㇽ⅝ẽ㖠㲼⎪䅎䛟旃㋮㕟
ὃ䂡⟡㹽䙫㋮㕟傈Ụ⎱/ㇽ杅㋮㕟傈Ụ㉼岮䴫⏯ƏἭ㢄ờ㘖ᷱ志㉼岮䴫⏯⏑⋬␒㕛㕟䙫㋮
㕟傈Ụ⎱/ㇽ杅㋮㕟傈Ụ俳ᷴ␒⇭㕟Əㇽ⥩⟡憸䵺䏭䢡⮁Ə€Ọ㮶㈲䂡▕ἴ䴫ㇷƏḍ䄈䡵
傈˛
Ƽ䬁⨎ᾷỺ˦Ⱈ榀㸖⬷⟡憸俳姧Ə㋮㖣㠠㓁Ὲ姾⤸㓁㢄㬥䢡⮁䙫㛰旃ẋ㗺㗌䙫‣滅Ə
㦲ㇷ䰪⬷䙫㈧㛰㋮㕟傈Ụ⎱/ㇽ杅㋮㕟傈ỤƋ好ⱓἼガ㲨俳⮁ƌ䙫两⃠‣˛
Ƽ䂝㠫㒣˦Ⱈ榀㸖⬷⟡憸俳姧Ə晋杅⟡憸䵺䏭⎱⎾姾ạ⏍堳䳫⮁Ə␍∮㋮(a)(i)偖ẋ㈧敲
ⷩ怙堳㭊⸟ẋ㗺Ḳ㗌ƞ⎱(ii)㦲ㇷ䰪⬷䙫㋮㕟傈Ụㇽ杅㋮㕟傈Ụ怙堳ẋ㗺䙫㛰旃嬰∟ⷩ⠛
敲ⷩ怙堳㭊⸟ẋ㗺Ḳ㗌ƞ⎱(iii)⥩嵬怵ᷧ(1)ῲ嬰∟ⷩ⠛Ə∮䂡⟡憸䵺䏭㋮⮁䙫嬰∟ⷩ⠛敲
ⷩ怙堳㭊⸟ẋ㗺Ḳ㗌ƞ⎱(b)㛰䷏壤⎱⅓Ἧ䛟ㆰ䙫䛟旃㋮㕟Ḳ㗌Əㇽ⟡憸䵺䏭⎱⎾姾ạᷴ
㘩⏳ヶ䙫⅝ẽ㗌⬷Əテ⛇⅒噆梘梏姱噆˚溸剙㚛曏孍ㇽ⅝ẽ桅ἣṲờƏ⯵凛㛰旃䙫嬰
∟ㇽ┭⒨ⷩ⠛㖣ᷱ志ỢἼ㗌⬷丕䟔㭊⸟ẋ㗺㘩敺Ə∮婙㗌ᷴ好䂡䇆㥔㗌Ə晋杅⟡憸䵺䏭
⎱⎾姾ạ⏍堳䳫⮁∮ὃ∌媽˛
Ƽ⊔㱆垚῝ƽ㋮⎪凮嬰∟┭⛇䔚媲䙫⎽㵯俳㠠㓁Ὲ姾⤸㓁ㆰếḲ憸栴˛







Ƽ䊼悏ノ˦Ⱈ䔚媲俳姧Ə㋮㈧㛰㛰旃䙫⟡憸▕ἴ䙫两岮䔉㷏‣㸂⎢䛟旃䙫䰪⬷⃠‣˛
Ƽᳫ⟬䰎䩕䮹䰯˦㋮榀㸖䴷䭾⅓⏟娔䪲⎱怲ὃḲḔ⤕䴷䭾⎱ẋ㔝䳢䵘Əㇽ榀㸖䴷䭾⅓⏟
ㇽ⅝乣Ợ俬怲ὃḲỢἼ⽳乣䳢䵘˛
Ƽᳫ⟬䰎䩕䮹䰯弉Ḛ䣉ⵍ塍℅˦㋮䵺ᷴ㘩姩䙫Ḕ⤕䴷䭾䳢䵘怲ὃ䧲奶∮˛
Ƽᳫ◉ƽ㋮Ḕ取ạ㯸⅘⑳⛲ƏἭⰘ㜓䫇䧲俳姧Ə✏✗䏭塏志ᷱᷴ⋬㋓⏗䁊˚㾚敧⎱榀㸖˛




Ƽƺ⩆℅ƻ˦㋮嬰䛊㛪䙣Ἧḍ䵺ᷴ㘩姩ㇽ壃ℬ䙫ˣ▕ἴῈ姾⎱ṹデ⟡憸⭯∮ˤ˛
Ƽ斄榒ㅓ宅壆⅁ƽ⅞㛰ˣ嬰∟⎱㜆岏㢄ὲˤ昫塏ᷧ䬓1惏䬓1㢄䵍ṯ婙婅媅䙫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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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撚廡ᵸ➩˦Ⱈᷧ⮝⅓⏟俳姧Ə㋮
(a)

䛛㎌ㇽ敺㎌⯍䚱㒨㛰婙⅓⏟䙥⇭Ḳṳ⌨Ƌ20%ƌㇽỌᷱ㙕态傈傈㜓ㇽ⏖䛛㎌ㇽ敺㎌
堳ὦ婙⅓⏟䙥⇭Ḳṳ⌨Ƌ20%ƌㇽỌᷱ两㉼䥏㫱ḲỢἼạ⣒ㇽ⅓⏟ƞ

(b)

䬍⏯ᷱ㕮(a)柬⇾⇡䙫ᷧ柬ㇽ⅐柬㎶志䙫ạ⣒㈧㎎∝䙫ạ⣒ㇽ⅓⏟ƞ

(c)

婙⅓⏟㈧ⱓ暭⛿䙫ỢἼㇷⓈƞㇽ

(d)

婙⅓⏟䙫ㇽ⅝✏ᷱ㕮(a)˚(b)ㇽ(c)柬⮁侐䙫ỢἼ旃怊ạ⣒ḲỢἼ告Ṳㇽ⅝ẽ檿䴁
ạⓈ˛












Ƽ ㊙ᶡ䋄ᵸ˦㋮榀㸖嬰∟ℳ㏂Ị䏭㛴⋀㛰昷⅓⏟Əㇽᷴ㘩Ⱈ㞷ᷧ㋮㕟⟡憸俳䍙⦻Ợ䂡
ℳ㏂Ị䏭ạ䙫⅝ẽạ⣒˛
Ƽ ㊙ᶡ䋄孹˦㋮⟡憸䵺䏭䂡ℳ㏂Ị䏭ạḲ∐䚱愳ガ㖣㮶ῲ⎪凮嬰∟┭㎷ẋ䔚媲Ḳẋ㗺
㗌⏸婙⎪凮嬰∟┭㔝⎽Ḳ岢䔏˛
Ƽ❜士䏱妉˦㋮⎪凮嬰∟┭㋰䅎Ὲ姾⤸㓁˚㛰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字㈧⇾䙫㛰
旃䧲Ə㎷⇡⢅娔㋮㕟⟡憸⟡憸▕ἴ䙫䔚媲˛
Ƽᳫ娇˦㋮Ḕ嬰㋮㕟㛰昷⅓⏟˛
Ƽᳫ娇桗㳭䯃⃧ƽ㋮Ḕ嬰榀㸖䳬∐㋮㕟Ə⍚榀㸖檿ざ傈ETF䙫䛟旃㋮㕟˛















Ƽ桗㳭榖⼭佟ETF˦㋮Ḕ⛲⹚⭰CSI榀㸖檿ざ傈ETFƏ⍚Ὲ姾⟡憸Ḳᷲ䙫ᷧ柬㋮㕟⟡憸˛
Ƽᳫ娇桗㳭ᳫ䖢䭼弶˦㋮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Ə⍚榀㸖Ḕ❲傈䲥恟ETF䙫䛟旃㋮㕟˛
Ƽ桗㳭ᳫ♉佟䭼弶ETF˦㋮Ḕ⛲⹚⭰CSI榀㸖Ḕ❲傈䲥恟ETFƏ⍚Ὲ姾⟡憸Ḳᷲ䙫ᷧ柬㋮
㕟⟡憸˛
Ƽᳫ娇慱伭桗㳭⚸㗪映50˦㋮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Ə⍚榀㸖50 ETF䙫䛟旃㋮㕟˛
Ƽ桗㳭50 ETF˦㋮Ḕ⛲⹚⭰CSI RAFI榀㸖50 ETFƏ⍚Ὲ姾⟡憸Ḳᷲ䙫ᷧ柬㋮㕟⟡憸˛
Ƽ壕䩟ᵸ˦㋮䍙⽾㭊⦻Ợ䂡Ὲ姾⟡憸姾䮈ạƋᷧῲㇽ⤁ῲƌ䙫ạƋᷧῲㇽ⤁ῲƌ˛⥩
㱹㛰⦻Ợ姾䮈ạƏ∮⎾姾ạㆰ䂡姾䮈ạ˛
Ƽᵢ㓑㒣˦Ⱈ榀㸖⬷⟡憸俳姧Ə㋮Ὲ姾⟡憸⬿乳㜆敺䙫㮶ῲ䇆㥔㗌Ə⎱/ㇽ⟡憸䵺䏭✏⽾
∗⎾姾ạ㉠↭䙫ガ㲨ᷲ㕛檻✗ㇽ䂡㞷ῲ䉠⮁桅∌ㇽ⤁ῲ桅∌⟡憸▕ἴᷴ㘩憷⮁Ḳ⅝ẽᷧ
ῲㇽ⤁ῲ㗌⬷˛
Ƽᵢ㓑㔀攎ƽⰘỢἼẋ㗺㗌俳姧Ə㋮⟡憸䵺䏭✏⽾∗⎾姾ạ㉠↭䙫ガ㲨ᷲⰘ⎪凮嬰∟┭㎷
ẋ䔚媲俳㕛檻✗ㇽ䂡㞷ῲ䉠⮁桅∌ㇽ⤁ῲ桅∌⟡憸▕ἴㇽỢἼ䉠⮁✗㖠ᷴ㘩憷⮁Ḳ㘩昷˛
Ƽ⨖壕孟䏠˦Ⱈ㮶暢㋮㕟⟡憸俳姧Ə㋮⎾姾ạƋㇽẽạ㋰Ὲ姾ạ䙫⑤ịƌ㠠㓁Ὲ姾⤸㓁
䂡㋮㕟⟡憸ỌῈ姾⽉✏䕝⅝㘩㋨㛰ㇽ墒好ὃ㋨㛰䙫㈧㛰岮䔉Ƌ⋬㋓䏥憸ƌƏテᷴ⋬㋓
(i)㔝⅌岈䔉⎱(ii)䕝⅝㘩姿㖣㋮㕟⟡憸⇭㴥峓㈝岟㖠ḲỢἼ憸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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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ⶴ㗝孹䏦˦㋮⟡憸䵺䏭㮶㬈⯴⎪凮嬰∟┭Ⱈ䔚媲㎷⇡⻝㜆䴷䭾䙫奨㰩䵍ṯ⏳ヶ㘩Ə婙
⏴⎪凮嬰∟┭ㆰ䂡⎾姾ạḲ∐䚱俳⏸⎾姾ạ㔖ế䙫ỢἼ岢䔏˛
Ƽ桗㳭䰎䩕⊶ƽ㋮榀㸖Ḕ⤕䴷䭾㛰昷⅓⏟ㇽ⅝乣Ợ俬˛
Ƽ桗㳭⨎⚸悏˦㋮榀㸖檿ざ傈ETF˚榀㸖Ḕ❲傈䲥恟ETF⑳榀㸖50ETFƏ✮䨘䂡˥榀㸖⬷
⟡憸˦˛
Ƽ桗㳭ƽ㋮Ḕ取ạ㯸⅘⑳⛲榀㸖䉠∌堳㔦⌧˛
Ƽ㳭

˦㋮榀㸖䕝⅝㘩ㇽᷴ㘩㴨态䙫㲼⮁岏⹊˛

ƼIFRS˦㋮ˣ⛲暂岈⋀⠘㹽∮ˤ˛
Ƽ㏴‣孟䏠˦Ⱈ㮶暢㋮㕟⟡憸俳姧Ə㋮(a)⟡憸䵺䏭✏嫕婉㠟㕟⸒䙫ヶ奲⽳婴䂡⎾姾ạⰘ
㛰旃䙫㋮㕟⟡憸Ḳ⬿姾岈䔉ⷙ㔝⎽ㇽㆰ㔝⎽䙫ⱓ㔝⅌『峑Ƌ⋬㋓忧䧬Ƌ⥩㛰ƌƌḲ㈧㛰
∐ざ˚傈ざ⎱⅝ẽ㬥柬Ƌᷴ媽㘖䏥憸ㇽƋᷴ昷㖣ƌỌ婴傈㫱嬰˚㔖䥏˚憸按˚Ὲ岟ㇽ⅝
ẽ㖠ㇽỌ䏥憸Ọ⣽⽉㔝⎽Ḳ㔝⅌岈䔉択┕㔝䚱ƌƞ(b)⎾姾ạⰘ㛰旃㋮㕟⟡憸ⷙ㔝⎽
ㇽㆰ㔝⎽Ḳ㈧㛰䏥憸ㇷ⇭㬥柬ƞ(c)⎾姾ạⰘ㛰旃䙫㋮㕟⟡憸㔝⎽Ḳ㈧㛰⎽㵯壃℆ƞ⎱(d)
Ⱈ㜓⮁侐䙫(a)˚(b)ㇽ(c)柬俳姧Ə⎾姾ạⷙ㔝⎽ㇽㆰ㔝⎽䙫㈧㛰∐ざ⎱⅝ẽ㬥柬Əテᷴ⋬
㋓(i)㛰旃䙫㋮㕟⟡憸Ḳ⬿姾岈䔉ƞ(ii)䕝⅝㘩䂡㛰旃䙫㋮㕟⟡憸俳姿㖣⇭㴥峓㈝Ƌ⮁侐奲
Ὲ姾⤸㓁ƌ岟㖠ㇽℯ∴ⷙ⇭㴥ṯ▕ἴ㋨㛰ạḲỢἼ㬥柬ƞ(iii)⛇嬰∟孱䏥俳䂡㛰旃䙫㋮㕟
⟡憸⸝ὭḲ㔝䚱ƞ⎱(iv)⾅㛰旃䙫㋮㕟⟡憸䙫㔝⅌岈䔉Ḕ䔏ὃ㔖ếῈ姾⟡憸ㆰế岢䔏˚ㇷ
㜓⎱敲㔖ḲỢἼ㬥柬˛
Ƽ㇅㐶⚸悏˦㋮✏Ὲ姾⟡憸Ḳᷲㇷ䪲䙫ᷧῲ䍏䪲䙫岮䔉岇ₜ㱇Ə⋬㋓榀㸖檿ざ傈ETF˚榀
㸖Ḕ❲傈䲥恟ETF⑳榀㸖50 ETF˛
Ƽ㇅㐶㊎ṙ仃˦Ⱈ㮶暢㋮㕟⟡憸俳姧Ə㋮岇岓䷏壤䛟旃㋮㕟䙫ạƋ㛰旃䙫㋮㕟⟡憸ὦ䔏
婙䛟旃㋮㕟ὃ䂡⅝㉼岮䴷㞃䙫⟡㹽⎪䅎ƌƏ俳᷻婙ạ㛰㫱⏸㛰旃䙫㋮㕟⟡憸㍯ṯὦ䔏婙
䛟旃㋮㕟Ḳ䉠娘㫱ƞⰘ榀㸖⬷⟡憸俳姧Ə㋮Ḕ嬰㋮㕟㛰昷⅓⏟˛
Ƽ㇅㐶佟ᶻƽ㋮䛟旃㋮㕟䙫ᷧ⇮ㇽỢἼㇷ⇭⅓⏟䙫傈Ụ˛











Ƽ桔㧟䔺⏬㗝˦Ⱈ㮶暢㋮㕟⟡憸俳姧Ə㋮⎾姾ạ凮⟡憸䵺䏭⌻⮁䙫㜆敺ƞ
Ƽ䔺圊ᾷ˦Ⱈ㮶暢㋮㕟⟡憸俳姧Ə㋮⟡憸䵺䏭䂡㞷ᷧῲ䉠⮁桅∌⟡憸▕ἴ憷⮁䙫㖣楽 㬈
䙣┕㜆ⅎ䙫㮶ῲ婙桅⟡憸▕ἴ䙣堳⃠ƏỌ⎱㭋⽳ᷴ㘩䙣堳ㇽ⯮ṯ䙣堳䙫⟡憸▕ἴ㠠㓁Ὲ
姾⤸㓁姯䭾䙫㮶ῲ▕ἴ䙣堳⃠˛
ƼⳀᶡ䋄ᵸ˦㋮㋂┭嬰∟Ƌ榀㸖ƌ㛰昷⅓⏟ㇽ⅝乣Ợ俬˛
Ƽ⚸悏䱑䋄ƽ㋮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Əㇽ䕝⅝㘩墒㭊⦻Ợ䂡Ὲ姾⟡憸
䙫䵺䏭䙫ỢἼ⅝ẽạƏ᷻Ⱈˣ⭯∮ˤ䙫䛕䙫俳姧Ə婙Ƌ䬰ƌạ䍙嬰䛊㛪婴⏖䂡⏯岮㠣㒻
Ợ⟡憸䵺䏭˛
Ƽ宅䏠㲦Ỻ˦㋮ᷧ柬㋮㕟⟡憸Ḳ岮䔉㷏‣Əㇽ⥩㕮ヶ⏍㛰㈧㋮Ə∮䂡㠠㓁Ὲ姾⤸㓁䙫奶
⮁姯䭾Ḳ⟡憸▕ἴ岮䔉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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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弉Ḛ㇅ⷓ˦Ⱈ㋮㕟⟡憸俳姧Ə㋮奶䮈⎪凮嬰∟┭䙫怲ὃ㋮Ə⋬㋓Ἥᷴ昷㖣恐䔏㖣⢅
娔⎱峽⛅⟡憸▕ἴ䙫䧲˛
Ƽ⊁僅娇␄˦Ⱈ㋮㕟⟡憸俳姧Ə㋮ⷙ姩䪲⽉⑳ⅎ⮠㖠杉✮䂡⟡憸䵺䏭⎱⎾姾ạ㎌䳴
䙫⎪凮⌻字䙫䵺䳧ㇽẋ㗺┭Ƌ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䍙䙣䈳怙堳䬓1桅⎾奶䮈㴢⊼ƌ˛
Ƽ⊁僅−娮˦㋮⎾姾ạ˚⟡憸䵺䏭˚⎪凮嬰∟┭˚榀㸖Ḕ⤕䴷䭾㛰昷⅓⏟⎱榀㸖嬰∟ℳ
㏂Ị䏭㛴⋀㛰昷⅓⏟Ḳ敺姩䪲Ḳ⌻字ƏỌ⇾㗵Ƌ⅝Ḕ⋬㋓ƌ㛰旃䔚媲Ḳ⭰㍹˛
Ƽ寔▜䏱妉ƽⰘ㋮㕟⟡憸俳姧Ə㋮⎪凮嬰∟┭㋰䅎Ὲ姾⤸㓁˚㛰旃䙫⎪凮⌻字⎱㛰旃䙫
怲ὃ㋮㈧⇾䙫㛰旃䧲㎷⇡峽⛅⟡憸▕ἴ䙫䔚媲˛
Ƽ寔▜ᾷ˦Ⱈ㋮㕟⟡憸䙫⟡憸▕ἴ俳姧Ə㋮䕝⟡憸▕ἴᷴ㘩峽⛅㘩㋰䅎Ὲ姾⤸㓁姯䭾䙫
㞷ᷧ桅∌▕ἴ䙫㮶ῲ⟡憸▕ἴḲ峽⛅⃠㠣˛
Ƽ⋋⁈˦㋮㠠㓁Ὲ姾⤸㓁ῄ⬿䙫▕ἴ㋨㛰ạ⏴ⅱ˛
Ƽ⋋⁈ẛ䩟ᵸ˦㋮䔘⟡憸䵺䏭ᷴ㘩⦻Ợ䙫ῄ䮈⏴ⅱ䙫ạƏ⥩㱹㛰ὃ⇡ᷱ志⦻ỢƏ∮㋮⎾
姾ạ˛
Ƽ娇˦⅞㛰ˣ嬰∟⎱㜆岏㢄ὲˤ昫塏ᷧ䬓1惏䬓1㢄䵍ṯ婙婅媅䙫ヶ〄˛



Ƽ伭ᵢヾ˦㋮榀㸖偖⏯ẋ㗺㈧㛰昷⅓⏟ㇽ⅝乣Ợ俬˛















Ƽƺ娇⊈㗝学㝛ṉƻƽ㋮ˣ嬰∟⎱㜆岏㢄ὲˤƋ榀㸖㲼ὲ䬓571䫇ƌ˛
Ƽ䰎䩕㒣˦㋮✏㛰旃ẋ㗺㗌Ḳ⽳⅐Ƌ2ƌῲ䇆㥔㗌Ƌㇽ㠠㓁怲ὃ㋮Ⱈ㛰旃ẋ㗺㗌俳姧䍙
↭Ḳ廪⽳䇆㥔㗌ƌ䙫䇆㥔㗌Əㇽ⟡憸䵺䏭⎱⎾姾ạ㕛檻✗ㇽ䂡㞷ῲ䉠⮁桅∌ㇽ⤁ῲ桅∌
⟡憸▕ἴᷴ㘩⏳ヶƏḍⷙ态䟌㛰旃⎪凮嬰∟┭Ḳ㛰旃ẋ㗺㗌Ḳ⽳⅝ẽ㗌㕟Ḳ䇆㥔㗌˛
Ƽ娇䖡㗁ƽ㋮榀㸖嬰∟⎱㜆岏Ṳ⋀䛊⯆⦻Ⓢ㛪ㇽ⅝乣Ợ俬˛
Ƽᵢ㓑孹䏦˦Ⱈ㋮㕟⟡憸俳姧Ə㋮⎾姾ạ䂡⅝㜓庒Ḳ∐䚱㠠㓁Ὲ姾⤸㓁愳ガ⏸㮶ῲ⎪凮
嬰∟┭㔝⎽Ḳ岢䔏Ə憸栴㰛⹚䔘⎾姾ạ✏⟡憸䵺䏭䙫⏳ヶᷲᷴ㘩憷⮁ḍ廰㖣㜓䫇䧲˛
Ƽẟ壕⚸悏ƽ㋮㠠㓁Ὲ姾⤸㓁㦲ㇷ䙫▕ἴῈ姾⟡憸Ə⅝⏴䨘䂡Ḕ⛲⹚⭰⟡憸Əㇽ䔘⎾姾
ạ⎱⟡憸䵺䏭ᷴ㘩䢡⮁䙫⅝ẽ⏴䨘˛
Ƽẟ壕⠏㎘˦㋮䴫ㇷῈ姾⟡憸䙫㗌㜆䂡2010⹛4㛯19㗌䙫Ὲ姾⤸㓁Ƌ䵺ᷴ㘩姩⎱壃ℬƌ˛
Ƽ⊕壕ᵸ˦㋮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Əㇽ䕝⅝㘩墒㭊⦻Ợ䂡Ὲ姾⟡憸䙫
⎾姾ạƋㇽ⤁ῲ⎾姾ạƌ䙫⅝ẽạ˛
Ƽ䖶撚㇅㐶˦Ⱈ㋮㕟⟡憸俳姧Ə㋮㛰旃䙫㋮㕟⟡憸䔏ὃ䂡⟡㹽⎪䅎䙫㋮㕟ƏⰘ榀㸖檿ざ
傈ETF俳姧Ə䛟旃㋮㕟㘖㋮Ḕ嬰榀㸖䳬∐ƏⰘ榀㸖Ḕ❲傈䲥恟ETF俳姧Ə䛟旃㋮㕟㘖㋮Ḕ
嬰榀㸖Ḕ䛋䲥恟Ə俳Ⱈ榀㸖50 ETF俳姧Ə䛟旃㋮㕟㘖㋮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
Ƽ⚸悏⑬ḋ˦㋮㛰旃桅∌䙫⟡憸▕ἴ㈧Ị塏䙫㛰旃㋮㕟⟡憸䙫ᷴ⏖⇭≙傈Ụ䙫㕟䛕ㇽᷧ
傈ᷴ⏖⇭≙傈Ụ䙫ᷧ惏⇭Ə俳᷻晋䔏㖣㞷ᷧ桅∌䙫⟡憸▕ἴḲ⣽Ə⇈㎷⎱⟡憸▕ἴㆰ㋮
ḍ᷻⋬㋓㈧㛰桅∌䙫⟡憸▕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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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⑬ḋㆿ㗇ᵸ˦㋮䕝⅝㘩䙢拫㖣⏴ⅱὃ䂡⟡憸▕ἴ䙫㋨㛰ạ䙫ạƏ⥩㕮ヶ娘⏖Ə⋬㋓偖
⏴䙢姿ㇷ䂡▕ἴ㋨㛰ạ䙫ạ˛
Ƽ乌

Ƽ⋆宅㛺ᵸ➩˦㋮Ɲ
(a)

㠠㓁ỢἼ⛲⮝ㇽ㔦⺃惏敧䙫㲼⽲ㇽ奶⮁㜑⏯岮㠣㋨㛰⟡憸▕ἴ䙫ạ⣒Əㇽ⥩婴峣ㇽ
㋨㛰⟡憸▕ἴ⯮㛪怼⎴ỢἼ㲼⽲ㇽ㢄ὲ䙫ạ⣒Əㇽ⥩⟡憸䵺䏭婴䂡Ə婙ạ⣒㋨㛰⟡
憸▕ἴ⏖僤㛪⯵凛Ὲ姾⟡憸㉦㒻ỢἼ䧬⋀岓Ợㇽ㉦⎾岈㔦ᷱ䙫ᷴ∐⽘柦Ƌ⥩婙ạ⣒
㱹㛰㋨㛰⟡憸▕ἴ䙫婘∮Ὲ姾⟡憸⏖僤ᷴ㛪㉦㒻ㇽ㉦⎾婙䬰岓Ợㇽ⽘柦ƌƏㇽ⏖僤
⯵凛Ὲ姾⟡憸˚⟡憸䵺䏭ㇽ⎾姾ạㇽ⅝ỢἼ旃怊ạ⣒㉦⎾岓Ợ˚嘼佗ㇽ䛊䮈堳⊼ƞ
ㇽ

(b)

ỢἼạ⣒Ə⥩⟡憸䵺䏭婴䂡Ə婙ạ⣒⥩㋨㛰⟡憸▕ἴƏ䔘㖣ᷴ媽㘖␍䛛㎌⽘柦婙ạ
⣒⎱ᷴ媽㘖␍▕䍏凮婙ạ⣒㛰旃ㇽ凮婙ạ⣒ᷧ嵞䙫ỢἼ⅝ẽạ㛰旃Ƌᷴ媽⅝㘖␍凮
婙ạ⣒㛰旃怊ƌ䙫ガ㲨Ə⏖僤㛪⯵凛Ὲ姾⟡憸㉦㒻ỢἼ䧬⋀岓Ợㇽ㉦⎾岈㔦ᷱ䙫ᷴ
∐⽘柦Ƌ⥩婙ạ⣒㱹㛰㋨㛰⟡憸▕ἴ䙫婘∮Ὲ姾⟡憸⏖僤ᷴ㛪㉦㒻ㇽ㉦⎾婙䬰岓Ợ
ㇽ⽘柦ƌƏㇽ⏖僤⯵凛Ὲ姾⟡憸˚⟡憸䵺䏭ㇽ⎾姾ạㇽ⅝ỢἼ旃怊ạ⣒㉦⎾岓Ợ˚
嘼佗ㇽ䛊䮈堳⊼˛





˦㋮併⛲䕝⅝㘩⎱ᷴ㘩㴨态䙫㲼⮁岏⹊˛

ƼᷮỺ涜ƽⰘ榀㸖⬷⟡憸俳姧Ə㋮✏㦲ㇷ䰪⬷䙫㋮㕟傈Ụ⎱/ㇽ杅㋮㕟傈Ụᷱⷩ㈧✏䙫嬰
∟ⷩ⠛䙫㮶ῲẋ㗺㗌㭊㔝ⷩḲ㘩˛勌榀㸖⬷⟡憸㉼岮㖣✏嵬怵ᷧƋ1ƌῲ嬰∟ⷩ⠛ẋ
㗺䙫㋮㕟傈Ụ⎱/ㇽ杅㋮㕟傈ỤƏ∮䂡㛧⽳ᷧῲ䛟旃䙫嬰∟ㇽ┭⒨ⷩ⠛㭊㔝ⷩḲ㘩Əㇽ
⟡憸䵺䏭⎱⎾姾ạᷴ㘩䢡⮁䙫⅝ẽ㘩敺Əテ✏㮶ῲẋ㗺㗌⾬柯㛰ᷧῲ‣滅ƏἭ㠠㓁 Ὲ
姾⤸㓁䙫奶⮁㚒⁃憷⮁榀㸖⬷⟡憸䙫岮䔉㷏‣㘩∮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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ẟ壕⚸悏
Ὲ姾⟡憸Ḫ㋰䅎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Ƌὃ䂡⟡憸䵺䏭ƌ凮㻀尷㩆㦲Ὲ 姾
㛴⋀Ƌẅ㴙ƌ㛰昷⅓⏟Ƌὃ䂡⎾姾ạƌ忶怵㗌㜆䂡2010⹛4㛯19㗌䙫Ὲ姾⤸㓁俳娔䪲Ḳ
ⁿ⬷▕ἴ⟡憸˛Ὲ姾⤸㓁䙫㢄㬥⎾榀㸖㲼⽲䮈昷˛
Ὲ姾⟡憸Ḫᷧῲ⏖✏⅝ᷲ娔䪲㋮㕟忤帑⟡憸䙫ⁿ⬷⟡憸˛㮶ᷧ榀㸖⬷⟡憸✮䂡Ὲ姾⟡ 憸
ᷲ䙫ᷧ暢㋮㕟⟡憸Əḍ᷻㮶ᷧ榀㸖⬷⟡憸∄㭌⏑䙣堳ᷧƋ1ƌῲ桅∌䙫⟡憸▕ἴ˛⟡憸䵺
䏭ῄ䕀㫱∐✏⯮ὭⰘ㮶ᷧ榀㸖⬷⟡憸䙣堳⅝ẽ桅∌䙫⟡憸▕ἴƏㇽㇷ䪲⅝ẽ㋮㕟⟡憸˛
㮶ᷧ榀㸖⬷⟡憸✮䂡䔘⟡憸䵺䏭䮈䏭ḍ䍙嬰䛊㛪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䬓104㢄婴⏖䙫
ᷧ暢ẋ㗺㈧岞峊⟡憸˛榀㸖⬷⟡憸Ḫ䬍⏯ˣ⭯∮ˤ䬓8.6㢄⑳昫拫I奶⮁䙫ẋ㗺㈧岞峊⟡
憸˛嬰䛊㛪㍯㫱婴⏖ḍᷴỊ塏⯴婙䔉⒨ὃ⇡㎏Ẳㇽ婴娘Əẍᷴ㘖⯴婙䔉⒨䙫┭㥔∐⻱ㇽ
塏䏥ὃ⇡ῄ嬰Ə㛛ᷴỊ塏婙䔉⒨恐⏯㈧㛰㉼岮俬Əㇽ婴娘婙䔉⒨恐⏯ỢἼῲ∌㉼岮俬ㇽ
ỢἼ桅∌䙫㉼岮俬˛
✏㲼⽲ℨ娘䙫䮫⛴ⅎƏ㭟ⱓ㖣㮶ᷧ榀㸖⬷⟡憸䙫㈧㛰岮䔉⑳岇ₜㆰ凮ỢἼ⅝ẽ㋮㕟⟡憸
䙫岮䔉⑳岇ₜ⇭晻敲ὭƏ᷻ᷴ⽾䔏㖣ỢἼ⅝ẽ㋮㕟⟡憸Ḳ䛕䙫ㇽ䔘ỢἼ⅝ẽ㋮㕟⟡憸䙫
岮䔉㉦㒻Ƌ好ⱓἼガ㲨俳⮁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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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悏䱑䋄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㘖Ḕ⛲⹚⭰⟡憸䙫⟡憸䵺䏭˛Ḕ⛲⹚⭰岮䔉䮈䏭
Ƌ榀㸖ƌ㛰昷⅓⏟㘖Ḕ⛲⹚⭰ῄ暑㵞⣽Ƌ㎎傈ƌ㛰昷⅓⏟䙫⅏岮昫ⱓ⅓⏟Ə俳Ḕ⛲⹚⭰
ῄ暑㵞⣽Ƌ㎎傈ƌ㛰昷⅓⏟∮㘖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䙫⅏岮昫ⱓ⅓⏟˛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䍙嬰䛊㛪䙣䈳⏖Ọ✏榀㸖⾅Ṳˣ嬰∟⎱㜆岏㢄ὲ ˤ
Ḳᷲ䬓桅ƋⰘ嬰∟㎷ᾂヶ奲ƌ˚䬓桅ƋⰘ㜆岏⏯䳫㎷ᾂヶ奲ƌ⑳䬓桅Ƌ㎷ᾂ岮䔉䮈
䏭ƌ⎾奶䮈㴢⊼˛

⚸悏䱑䋄䕂匡ᵉ

⟡憸䵺䏭䙫告Ṳ䂡Ɲ⧁庴˚⧁㳉˚唈㖠㖠˚晚⾞峉˚䫌ㄞ˚吓㔥˚ὀ㕮㝗˚檿渶˚溪
⊮˚晚⾪䨵⑳告榓䔗˛ẽῸ䙫䰈㭞⥩ᷲƝ

⢘嶋濣凑⹛㛯嵞⇡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告Ṳ㛪䦿㛟Ə⹛
 㛯嵞 ⇡Ợ楽 ⸔⽲⸒ Ə ⹛ 㛯嵞 ⇡Ợ暭 ⛿㲼⽲ Ṳ⋀惏 两䵺䏭 Əḍ㖣 ⹛ 㛯凚
⹛㛯㜆敺㒻Ợ⅓⏟偖⸔䦿㛟˛⧁ℯ䔆㖣⹛㛯⊇⅌⹚⭰ƏḲ∴㛥Ợ态┭⽲⸒
Ṳ⋀㈧⏯⤌ạ˛⧁ℯ䔆㘖䉠娘䦿㛟⎱堳㔦ạⓈ⅓㛪岮㷘㛪ⓈƋ)&,6ƌ⑳榀㸖䉠娘䦿㛟⅓
㛪岮㷘㛪ⓈƋ)&6ƌƏḍ䍙⽾⋾ẓ⤎⭟㲼⭟䢐⣒⭟ἴ˛

⢘㮠濣⧁ℯ䔆凑⹛㛯嵞⇡Ợ⅓⏟⟞堳告Ṳ˛⧁ℯ䔆凑⹛㛯⎱⹛㛯嵞
⇭ ∌⇡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岈⋀两䛊⑳≖两䵺䏭Ə凑⹛㛯嵞Ⅳ
Ợ⅓ ⏟Ứ≪惏两䵺䏭Əḍ凑⹛㛯嵞Ợ㷘✚䙣ⰼ执堳杅⟞堳告Ṳ˛⧁ℯ䔆㖣
⹛㛯⊇ ⅌⅓⏟Ə⹛㛯凚⹛㛯㜆敺Ợ⅓⏟岈⋀岇岓ạƏ⹛㛯凚
⹛㛯㜆敺Ợ岈⋀≖两䛊Ə⹛㛯凚⹛㛯㜆敺Ợ两䲥䭾⸒Ə㖣⹛㛯凚
⹛㛯㜆 敺Ợ≖两䲥䭾⸒Əḍ㖣⹛凚⹛㜆敺㛥ỢḔ⛲⹚⭰ῄ暑傈Ụ㛰昷
15

⅓⏟䔉⒨Ḕ⾪≖ 两䵺䏭˛㭋∴Ə⧁ℯ䔆Ợ偞⾞⋋㛪姯⸒Ṳ⋀㈧䲥䭾嫕婉檿䴁䵺䏭˛⧁ℯ
䔆㘖⋾併䲥䭾⸒ ⌻㛪㛪ⓈƋ)6$ƌ⑳併⛲䲥䭾⸒⌻㛪㛪ⓈƋ0$$$ƌƏḍ䍙⽾併⛲䳷䳫
⤎⭟ⷌ┭䮈䏭䢐⣒⭟ἴ˛

叟㑷㑷Ɲ唈⥚⣒凑⹛㛯嵞㒻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ạ⊂岮㹷Ḕ⾪
喑 慓奶≪䮈䏭惏≖两䵺䏭Əḍ凑⹛㛯嵞㒻Ợ两䵺䏭˛✏㭋Ḳ∴Ə唈⥚⣒㛥Ợ暭⛿
ạ⊂ 岮㹷Ḕ⾪㉼岮䳢⇾ạ⊂岮㹷岇岓ạ˛唈⥚⣒✏⹛㛯⊇⅌⹚⭰Ə✏⊇⅌⹚⭰
∴Ə⥠㛥 ✏㲼⛲凯㥔执堳˚㮻∐㘩偖⏯执堳˚(FKR㉼岮桎┶嫕婉⅓⏟˚勘⛲㨀㹽䮈䏭
檻䳢⅓⏟⎱ 取Ὲデぬ䬰⅓⏟Ⱈ偞˛唈⥚⣒䕉㥔㖣㾚⤎∐ẅ㖗⌾⧨䈥⣒⤎⭟⛲暂㛪姯⯯
㥔Ə䍙䢐⣒⭟ἴ˛

攱宠Ɲ 䏥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楽⸔㉼岮⭿⎱Ḕ⛲⹚⭰岮䔉䮈䏭Ƌ榀
㸖ƌ㛰昷⅓⏟告Ṳ敞˛⾅  ⹛敲⦲Ə晚ℯ䔆ᷧ䛛㒻Ợ⹚⭰暭⛿䙫≖楽⸔㉼岮⭿˛
 ⹛凚  ⹛Ə晚ℯ䔆㒻Ợ⹚⭰岮䔉䮈䏭㛰昷岓Ợ⅓⏟告Ṳ敞Ⅳ楽⸔⟞堳⭿˛晚
ℯ䔆䛕∴恫㒻Ợ曙⌾䙤嗌暭⛿㛰昷⅓⏟≖告Ṳ敞Ƌ杅⟞堳告Ṳƌ˛晚ℯ䔆ṵ  ⹛䕉
㥔ṵ榀㸖⤎⭟Ə䍙⎽⭟⣒⭟ἴ˛晚ℯ䔆㒨㛰㉼岮⑳⟡憸䮈䏭堳㥔敞总  ⹛Ọᷱ䙫ⷌὃ
䵺樾˛ ✏⊇⅌⹚⭰暭⛿Ḳ∴Ə晚ℯ䔆㛥Ợ㲼⛲ⷛ溵岮䔉䮈䏭Ƌẅ㴙ƌ㛰昷⅓⏟Ƌ%13
3DULEDV$VVHW0DQDJHPHQW$6,$ƌ楽⸔㉼岮⭿ƏⷛℲ叱执堳Ƌ%DUFOD\V%DQNƌ⅏岮
⬷⅓⏟ⷛℲ叱㉼岮䮈䏭Ƌẅ㴙ƌ㛰昷⅓⏟Ƌ%=: ,QYHVWPHQW 0DQDJHPHQW $6,$ ƌ
㉼ 岮 两 䛊 Ə 㖗 洢 ⟡  ㉼ 岮 䮈 䏭 榀 㸖 㛰 昷 ⅓ ⏟ Ƌ 6XQ +XQJ .DL ,QYHVWPHQW
0DQDJHPHQW +. ƌ檿䴁⟡ 憸䵺䏭Ə㸊㈺执堳⅏岮 岮䔉䮈䏭⅓⏟Ƌ 6FLPLWDU $VVHW
0DQDJHPHQWƌ⟡憸䵺䏭˛

䦣⿵濣凑⹛㛯嵞Ə䫌ℯ䔆㒻ỢḔ⛲⹚⭰Ὲ姾㛰昷岓Ợ⅓⏟䙫Ḣ⸔Ⅳ楽⸔⟞堳⭿˛
✏⊇⅌⹚⭰Ḳ∴Ə䫌ℯ䔆㘖檿䛂Ƌẅ㴙ƌ岓Ợ㛰昷⅓⏟䙫⟞堳告ṲƏ⏸ẅ⤑✗⌧Ḣ奨䙫
憸坴㩆㦲㎷ᾂ憴䴫˚峣⎱岮㜓ⷩ⠛㴢⊼䙫嫕婉˛䫌ℯ䔆✏⹛凚⹛㜆敺✏溌
傖 挒⅓⏟㒻Ợ䮈䏭桎┶˛䫌ℯ䔆䍙⽾䉂㴌⤎⭟ⷌ䧲䦸⭟䢐⣒⭟ἴƏỌ⎱㬷㴙ⷌ┭䮈䏭⭟
晉Ƌ,16($'ƌⷌ┭䮈䏭䢐⣒⭟ἴ˛

勪㏼濣凑⹛㛯嵞㒻Ợ⹚⭰岮䔉䮈䏭㛰昷岓Ợ⅓⏟䙫两䵺䏭˛吓ℯ䔆✏⹛⊇⅌
⹚⭰Ə㛥㒻Ợ⹚⭰㜆岏⅓⏟䙫≖两䵺䏭˚⹚⭰嬰∟⅓⏟⇭㔖㩆㦲䙫两䵺䏭˚⹚⭰嬰∟㉼
岮执堳惏䙫≖两䵺䏭Əḍ㘖⹚⭰暭⛿告Ṳ㛪徍⅓⮋ḢỢ˛吓ℯ䔆䍙⽾取Ḕ䦸㉧⤎⭟凑⊼
⋽㎎∝䢐⣒⭟ἴ˛

ḗ㑅㘮Ɲ凑⹛㛯ỌὭᷧ䛛㒻Ợ⹚⭰岮䔉䮈䏭㛰昷岓Ợ⅓⏟䙫≖两䵺䏭˛ὀ⥚⣒㖣
⹛㛯⊇⅌⹚⭰暭⛿˛⹛㛯凚⹛㛯Əὀ⥚⣒ᷧ䛛㒻Ợ⹚⭰ῄ暑暭⛿岮
䔉䇆怲Ḕ⾪≖ḢỢ⎱⹚⭰㉼岮䮈䏭⦻Ⓢ㛪Ὲ䔏娼⯶䴫䴫敞˛✏怀Ḳ∴Əὀ⥚⣒㛥㖣
⹛㛯凚⹛㛯㜆敺㒻Ợ⹚⭰ῄ暑暭⛿岮䔉䇆怲Ḕ⾪ₜ∟惏≖两䵺䏭Ə俳㖣
⹛㛯凚⹛㛯㜆敺∮㒻Ợ⹚⭰嬰∟⅓⏟岮䔉䮈䏭惏两䵺䏭⊐䏭˛✏⊇⅌⹚⭰
暭⛿∄㜆Əὀ⥚⣒㖣⹛㛯凚⹛㛯㜆敺㛥㒻Ợ⹚⭰嬰∟⅓⏟ᷱⷩ䙣堳⮋⯯㠯
䵺䏭Ə⾅Ṳ㉼岮执堳㥔⋀˛ὀ⥚⣒㒨㛰㵀㱆⤎⭟䢐⣒⭟ἴ˛

榖洍濣 䏥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暭⛿ạ⊂岮㹷Ḕ⾪喑慓奶∮惏≖两䵺
䏭˛檿浓ℯ䔆✏ ⹛⊇⅌Ḕ⛲⹚⭰ạ⣤ῄ暑傈Ụ㛰昷⅓⏟㖗䕭⇭⅓⏟Ə㭞Ợ䇆㥔⌧
≖䵺䏭˚堳択䮈䏭惏䵺䏭⊐䏭˚ự⯎Ḕ⾪㔖⅓⏟䵺䏭⊐䏭˛㖣⹛墒媦∗Ḕ⛲⹚⭰ῄ
暑Ƌ暭⛿ƌ两惏ⷌὃƞỢ䏥偞∴Ə㭞Ợ暭⛿ạ㈴严㔯䮈䏭惏严㔯䮈䏭⮋䵺䏭˚Ⓢⷌ㛴⋀
䮈䏭惏≖两䵺䏭˚ạ㈴严㔯䮈䏭惏≖两䵺䏭˛⹛凚⹛Ə檿浓ℯ䔆Ợ偞㖣ự䉨
ạ㯸⻊㒔曢⏗Ə㒻Ợ䮧䛕惏≖ḢỢ˛檿浓ℯ䔆㖣⹛䕉㥔㖣Ⅎ㊰䑑ᾄ⤎⭟㕀備⭟⯯㥔
Ƌ⤎⯯ƌƏ⹛䕉㥔㖣㵀㱆⤎⭟憸坴⯯㥔ḍ䍙䵺㿆⭟⭟⣒⭟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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涁ↅ濣 凑⹛㛯ỌὭᷧ䛛㒻Ợ⹚⭰岮䔉䮈䏭㛰昷岓Ợ⅓⏟≖两䵺䏭˛溪⊮ℯ䔆㖣
⹛ 㛯⊇⅌⹚⭰暭⛿Ə㛥ℯ⽳㒻Ợ⹚⭰暭⛿岮䔉䇆怲Ḕ⾪ₜ∟惏两䵺䏭Ə⹚⭰岮
䔉䮈䏭㛰昷岓Ợ⅓⏟ ⛡⮁㔝䚱惏⛲暂㥔⋀惏两䵺䏭˛溪ℯ䔆凑⊇⅌⹚⭰ỌὭƏ敞㜆⾅
Ṳῄ暑㉼岮㥔⋀Ə㒨㛰尷⮳䙫㉼ 岮⎱㉼岮䮈䏭䵺樾Ə㛥䍙⽾⹚⭰暭⛿⹛“⌨⤎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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ⱋ䮈䏭ạⓈⷌ┭䮈䏭䢐⣒ (0%$ ⭟ἴ˛

攱⺁䤌濣 晚⥚⣒䏥ỢḔ⛲⹚⭰ῄ暑Ƌ暭⛿ƌ傈Ụ㛰昷⅓⏟楽⸔岮姱⟞堳⭿Ⅳ⹚⭰䦸㉧
Ƌ㷘✚ƌ㛰昷⅓⏟告Ṳ敞Ⅳ楽⸔⟞堳⭿˛晚⥚⣒凑⹛㛯⊇⅌⹚⭰暭⛿˛✏⊇⅌
⹚⭰∴Ə㛥㘖溌傖挒⅓⏟⏯⤌ạ˛晚⥚⣒䕉㥔㖣溢䛨䏭ⷌ⭟晉Ə㒨㛰溢䛨䏭ⷌ⭟晉ῲ
⭟ἴƏ⇭∌㘖曢⬷ⷌ䧲凮曢免䦸⭟䢐⣒˚曢⬷ⷌ䧲⭟⣒⑳䵺㿆⭟⭟⣒˛

匡桪䏮 告榓䔗ℯ䔆䂡Ḕ⛲⹚⭰岮䔉䮈䏭 榀㸖 㛰昷⅓⏟䙫⟞堳告Ṳ⎱岇岓ạⓈƏḢ䮈⹚
⭰暭⛿Ḳ㵞⣽䦨⋆ 傈㫱㥔⋀Ə⅝⋬㋓䮈䏭㳏好ẅ㴙䙫䛛㎌䦨⋆傈㫱㉼岮⎱㎷ᾂ⯯㥔㉼
岮俬Ḳ䦨⋆傈㫱䮈䏭㛴⋀˛告  榓䔗ℯ䔆㖣⹛⊇⅌⹚⭰Ə⇡Ợ㈗䕌䙣ⰼ⎱㉼岮告
Ṳ˛⊇⅌⹚⭰∴Ə告榓䔗ℯ䔆㛥㖣ẅ㴙敲䙣 执堳 ˥ẅ㴙敲䙣执堳˦  Ợ偞ṻ⹛Ə岇岓⯴
岈⋀㩆㦲⎱⟡⻡柬䛕䙫䛛㎌㉼岮ƏỌ⎱⏸㔦⺃Ⱈ岮㜓 ⷩ⠛⎱憸坴堳㥔䙫䙣ⰼ㎷⇡ヶ奲˛
㖣⊇⅌ẅ㴙敲䙣执堳∴Ə告榓䔗ℯ䔆䂡㉼岮⅓⏟6SHHG 9HQWXUHV 䙫≖Ḣ⸔⎱併㝾㉼岮
执堳惏榷榀㸖˚㖗⊇❈⎱‒㕍⊐䏭Ə岇岓㖣⤁ῲ堳㥔⎱⛲⮝怙堳⏫桅Ῡ峣⎱ 暭岮㴢⊼˛
告榓䔗ℯ䔆㋨㛰㖖⾞Ⓦ䈥㑐䵺㿆⭟晉䙫䏭⭟䢐⣒⭟ἴ ⷌ┭䮈䏭⎱䵺㿆⭟䢐⣒ ˦⎱㲼⛲
Ⱓ㖖–壠䈥檿䬰┭⭟晉䙫䮈䏭⭟䢐⣒⭟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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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Ƌ榀㸖ƌ㛰昷⅓⏟㘖榀㸖⬷⟡憸䙫ᷱⷩỊ䏭ạ˛㋂┭嬰∟Ƌ榀㸖ƌ㛰昷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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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姾⟡憸䙫⎾姾ạ⎱姾䮈ạ㘖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Ə婙⅓⏟㘖✏榀㸖娢
ⅱ䙫Ὲ姾⅓⏟˛⎾姾ạ㘖㻀尷㎎傈㛰昷⅓⏟Ƌᷧ⮝✏勘㠣嘔娢ⅱㇷ䪲䙫⅓堭⅓⏟ƌ䙫敺
㎌⅏岮昫ⱓ⅓⏟˛
⎾姾ạᷴỌỢἼ㖠㒻Ợ⟡憸▕ἴㇽỢἼ㋮㕟⟡憸䙫ỢἼ䛟旃㉼岮䙫㒻ῄạㇽ奨䳫ạ˛
⎾姾ạ㱹㛰ⰘỢἼ㋮㕟⟡憸ὃ⇡㉼岮㱡⮁ㇽ㎷ᾂ㉼岮ヶ奲䙫ỢἼ岓Ợㇽ㍯㫱˛
㠠㓁Ὲ姾⤸㓁Ə⎾姾ạ岇岓⦌╫ῄ䮈㮶ᷧ㋮㕟⟡憸䙫岮䔉Ə俳婙䬰岮䔉⯮Ọ⎾姾ạⰘ㭋
䛕䙫婴䂡恐䕝䙫㖠嘼䏭˛⎾姾ạ⏖ᷴ㘩ḍ㋰⅝婴䂡恐䕝䙫㖠Ə⦻Ợᷧ⏴ạ ⣒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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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Ɲ L ⎪凮嬰∟┭⾬柯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䍙䙣䈳⾅Ṳ凚⯸䬓桅⎾奶䮈㴢⊼Əḍ ✏
榀㸖䵺䇆㥔⋀ƞ LL ⎪凮嬰∟┭⾬柯䂡⎾姾ạ㈧㎌⎾ƞ⎱ LLL ⎪凮嬰∟┭凑ⷘƋㇽ俬⅝Ị䏭
ạƌ⾬柯㘖Ḕ⤕䴷䭾䳢䵘䙫⎪凮俬˛

㖣⹛㛯㗌Ə榀㸖⬷⟡憸㛰⮝⎪凮嬰∟┭Ə⍚卞嘔执堳䴷䭾 榀㸖  㛰昷⅓⏟ƞ
ⷛℲ叱执堳㛰昷⅓⏟ƞ凛⮳嬰∟㛰昷⅓⏟ƞ劘㖾䒗䏪 憸 坴 ẅ 㴙 㛰 昷 ⅓ ⏟ ƞ 䑅 ⣒ Ὲ
岟 嬰 ∟ Ƌ 榀 㸖 ƌ 㛰 昷 ⅓ ⏟ ƞ 檿 䛂 ẅ 㴙 嬰 ∟ 㛰 昷 ⅓ ⏟ ƞ  -  3 0RUJDQ
%URNLQJ +RQJ.RQJ /LPLWHGƞ併㝾恇㝘㛰昷⅓⏟ƞ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䑅执
嬰∟榀㸖㛰昷⅓⏟˛
⟡憸䵺䏭⯮䛈⅝⏯䏭⊑⊂⦻Ợ栴⣽䙫⎪凮嬰∟┭˛勌⦻Ợṭ栴⣽䙫⎪凮嬰∟┭Ə⟡憸
䵺䏭⯮忶怵⅓态䟌▕ἴ㋨㛰ạ˛⎪凮嬰∟┭䙫⏴▕Ṇ⏖Ọ✏⟡憸䵺䏭䶙䫀ⅎ㮶ᷧ榀㸖
⬷⟡憸柨䍙⽾˛榀㸖檿ざ傈ETF䙫䶙柨䂡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ƞ榀㸖Ḕ
❲傈䲥恟ETF䙫䶙柨䂡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ƞ⎱榀㸖50ETF䙫䶙柨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㞃⎪凮嬰∟┭ᷴ㘖ㇽ俬ᷴⅴὃ䈙Ḕ⤕䴷䭾䳢䵘䙫⎪凮俬Ə∮⅝⾬柯Ⱈ⎪凮娣∟┭凮⟡憸
▕ἴ䙫⢅娔⑳峽⛅㛰旃䙫㞷Ẃ侐⋀⦻Ợ庒䂡Ḕ⤕䴷䭾䳢䵘⎪凮俬䙫ạ䈙⅝Ị䏭ạ˛俳᷻Ə
⎪凮娣∟┭恫⾬柯⏳ヶ⯴⎪凮娣∟┭Ị䏭ạ✏ⱌ堳婙䬰侐⋀㘩䙫ὃ䈙⑳ᷴὃ䈙岇岓˛

凑⹛㛯㗌嵞䔆㔯Ə⎪凮娣∟┭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ⅴὃ䈙Ḕ⤕䴷䭾䳢
䵘䙫⎪凮俬ḍ㠠㓁ᷱ志奶⮁⦻Ợ庒䂡Ḕ⤕䴷䭾䳢䵘⎪凮俬䙫劘㖾执堳Ƌ&LWLEDQN 1$ƌ䈙
⅝Ị䏭ạ˛

Ⳁ⛲娇剈⩴





ⷩ⠛嬰∟危⮝䂡偖ẋ㈧㉠↭䙫䵺䳧ㇽ嬰∟┭Ə⏖㖣偖ẋ㈧䬓ṳẋ㗺ⷩ⠛䂡⟡憸▕ἴὃ
⃠˛ⷩ⠛嬰∟危⮝䙫岓Ợ⋬㋓㖣⟡憸▕ἴ✏偖ẋ㈧䕝㘩䙫岞⅌⃠⎱岞⇡⃠Ḳ敺⬿✏⤎⸬
ⷕ巄㘩Ə⏸㛰ヶ峊⮝⑳㛰ヶ岞⮝⠘岞⅌⃠⑳峊⇡⃠˛⛇㭋Ə✏㋰䅎偖ẋ㈧䙫ⷩ⠛ὃ⃠奶
⮁㈧曧㘩Əⷩ⠛嬰∟危⮝忶怵✏䬓ṳⷩ⠛㎷ᾂ㴨⊼Əᾪ怙⟡憸▕ἴ䙫㛰㔯䍮ẋ㗺˛✏恜
⭯恐䔏䙫䛊䮈奶⮁䙫∴㎷ᷲƏ⟡憸䵺䏭⯮㛪䢡ῄ㮶ᷧ榀㸖⬷⟡憸㛧⯸㛰ᷧƋ1ƌ⏴ⷩ⠛嬰
∟危⮝ƏỌᾦẋ㗺⽾Ọ㛰㔯䍮✗怙堳˛㮶ᷧ榀㸖⬷⟡憸䙫ⷩ⠛嬰∟危⮝Ḳ⏴▕⯮ᷴ㘩⇱
䙢㖣Ƌwww.hkex.com.hkƌ˛




ㅓ宅䖬㣗⊈㏽䨔


㮶ᷧ榀㸖⬷⟡憸✮㘖ᷧ暢✏ẋ㗺㈧岞峊䙫㋮㕟忤帑⟡憸Ə⅝㉼岮䛕㨀㘖忤帑⅝䛟旃㋮㕟
䙫塏䏥˛ᷧ刓俳姧Ə榀㸖⬷⟡憸㗏✏忶怵䂡㮶ᷧ榀㸖⬷⟡憸㎈䔏ᷲ㕮˥㋮㕟⟡憸䙫Ḣ 奨
㉼岮䬽䕌˦⎱˥㉼岮䛕㨀⎱䬽䕌˦ṳ䮧怙ᷧ㭌㎶志䙫壮壤䬽䕌ㇽ俬Ị塏『㊤㨊䬽䕌Ə Ọ
㰩总∗⅝㉼岮䛕㨀˛
19





ᷧ暢㋮㕟㘖㋮㕟㎷ᾂ俬恟㒮ὃ䂡ᷧῲⷩ⠛˚ⷩ⠛ⱋỤㇽ䉠⮁堳㥔桅∌䙫Ị塏䙫ᷧ䴫傈
䥏˛㋮㕟㎷ᾂ俬憷⮁婙㋮㕟Ḕ䙫傈䥏䙫䛟⯴㮻憴Əḍ⅓Ἧ旃㖣婙㋮㕟Ḳⷩ‣䙫岮㖀˛
ᷧ刓俳姧Əᷧ暢㋮㕟䙫塏䏥ㆰ⎴㘇婙㋮㕟㈧㶜咲䙫ⷩ⠛ⱋỤㇽ䉠⮁堳㥔桅∌Ḕ䙫⅓⏟
䙫塏䏥˛
ᷴ僤ῄ嬰㮶ᷧ榀㸖⬷⟡憸⯮总∗⅝㉼岮䛕㨀˛


㇅㐶ㅓ宅㑷㮓








ₚ䵘䙫˥Ḣ⊼˦㉼岮䮈䏭㖠㲼曧奨⟡憸䮈䏭ạᷴ㘩ὃ⇡凑ⷘ䙫㉼岮∋㖞˛㋮㕟㉼岮㖠㲼
∮ᷴ⏳Əᷴ㵰⎱Ḣ⊼䙫㉼岮∋㖞˛
㋮㕟㉼岮㖠㲼㗏✏忶怵ὦ䔏壮壤䬽䕌ㇽỊ塏『㊤㨊䬽䕌Ƌ奲˥㋮㕟⟡憸䙫Ḣ奨㉼岮䬽
䕌˦䙫㎶志ƌƏỌ总凚䶱岣䛟旃㋮㕟䙫㉼岮塏䏥˛
Ὲ姾⟡憸Ḫ䂡ᷧẂⷳ㜂Ọ䛟⯴⺰⮃䙫墒⊼㖠㲼Ə㉼岮㖣ᷧῲ⛲⮝ㇽ✗⌧㕛檻ⷩ⠛˚ⷩ⠛
ⱋỤㇽⷩ⠛堳㥔Ḕ⤁暢嬰∟䙫㉼岮俬俳娔姯˛Ὲ姾⟡憸䂡㉼岮俬㎷ᾂṭᷧῲᾦ∐㖠㲼Ə
䍙⽾㉼岮㖣凮䉠⮁⛲⮝ㇽ✗⌧䙫傈ⷩ㋮㕟奭咲䮫⛴䛟勌䙫㉼岮㩆㛪˛䄝俳Ə⟡憸▕ἴ䙫
⃠㠣ㇽ㛪㳉⊼ᷴ⮁˛⛇㭋Ə斊ᷲ勌峣岞⟡憸▕ἴƏ⾬柯僤⤇㉦⎾㉼岮⃠‣⇡䏥䩨䄝䔁ㇽ
⤎⸬⺍孱⊼䙫ガ㲨˛

⟡憸䵺䏭Ḣ奨忶怵㎈䔏ᷲ㕮˥㋮㕟⟡憸䙫Ḣ奨㉼岮䬽䕌˦ᷧ䮧怙ᷧ㭌㎶志䙫壮壤䬽䕌 ㇽ
俬Ị塏『㊤㨊䬽䕌Ə䛛㎌ㇽ敺㎌✗㉼岮㖣䛟旃㋮㕟㈧⋬␒䙫嬰∟ƏỌ㰩总凚㮶ᷧ㋮㕟⟡
憸䙫䛕㨀˛

⟡憸䵺䏭ᷴ僤ῄ嬰ỢἼ㋮㕟⟡憸⯮㛪总凚⅝㉼岮䛕㨀˛㮶ᷧ㋮㕟⟡憸✮ᷴ㛪ỌḢ
⊼⽉䮈䏭ƞ㔬㭋Ə㋮㕟⟡憸㉼岮䴫⏯Ḕ㞷ᷧ暢嬰∟⍚ὦ墒柷㜆塏䏥
⊊⋉Ə态⸟ẍᷴ㛪⯵凛婙嬰∟⾅㋮㕟⟡憸䙫㉼岮䴫⏯Ḕ墒∻晋˛⟡㖣
ᷴ⏳⎆⛇Əᷧ暢㋮㕟⟡憸㜑⾬㛪㉼岮㖣䛟旃㋮㕟㈧⋬␒䙫㈧㛰嬰∟Əẍ㜑⾬Ọ䛟⏳䙫㮻
憴怙堳㉼岮˛勌⟡憸䵺䏭婴䂡䬍⏯㛰旃䙫㋮㕟⟡憸䙫∐䚱Əḍ᷻✏恐䔏䙫㉼岮昷∝䙫
奶昷ḲᷲƏ㞷Ẃ㋮㕟⟡憸䔁凚䛛㎌ㇽ敺㎌㉼岮㖣ᷴ✏⅝䛟旃㋮㕟䮫⛴ⅎ䙫嬰∟˛
宅䏠ㅓ宅









㮶暢㋮㕟⟡憸✮㛰ᷧ柬㔦䬽Ə⍚✏⯍暂⏖堳䙫ガ㲨ᷲ䛈憶䶔㋨ば㕟㉼岮˛㮶暢㋮㕟⟡ 憸
态⸟㛪㠠㓁ᷲ㕮㈧志䙫⅝Ḕᷧ柬Ḣ奨㉼岮䬽䕌Ə⯮⅝两岮䔉䙫㛧⯸95%䛛㎌ㇽ敺㎌㉼岮
㖣䛟旃㋮㕟㈧⋬␒䙫嬰∟Ə晋ṭ✏㛰昷䙫ガ㲨ᷲƏ䂡ㆰế峽⛅䔚媲∮ⱓὲ⣽˛
✏恜⭯恐䔏䙫㉼岮昷∝䙫∴㎷ᷲƏ⟡憸䵺䏭⏖⯮㋮㕟⟡憸䙫岮䔉㉼岮㖣岏⹊ⷩ⠛ⷌ⅞˚
ㇽ㖣⏑㉼岮㖣岏⹊ⷩ⠛ⷌ⅞䙫⟡憸˚ㇽ㖣⛅峣⌻字˚ㇽ㖣ⱓ㖣䛟旃ⷩ⠛Ἥᷴⱓ㋮㕟⟡憸
䙫䛟旃㋮㕟䙫傈䥏Ƌ⥩ᷱ㈧志ƌƏ⎱/ㇽ䶃⏯㉼岮㖣傈䥏㋮㕟㜆岏⏯䳫˚㜆岏⏯䳫㜆㫱˚
傈䥏㋮㕟㜆㫱˚傈䥏㋮㕟㍰㜆˚䏥憸˚㜓✗岏⹊⎱恇㜆⣽⌖⏯䳫Ə俳⟡憸䵺䏭䛟Ὲ㭋凰
⯮㛰⊐㋮㕟⟡憸总凚⅝㉼岮䛕㨀˛
⟡憸䵺䏭⏖僤∐䔏㜆岏⏯䳫Ὥ㸂⯸忤帑媋ⷕƏ婙䬰㜆岏⏯䳫柷㜆⏖Ị塏㋮㕟⟡憸䙫䛟旃
㋮㕟Ḳⷩ⠛塏䏥ƏἭ⟡憸䵺䏭⍢ᷴ僤ῄ嬰婙䬰㜆岏⏯䳫⯮㛪䶱㉊婙㋮㕟⟡憸䙫䛟旃㋮㕟
Ḳ塏䏥˛⟡憸䵺䏭ᷴ㛪∐䔏婙䬰ⷌ⅞⯴㋮㕟⟡憸㋨㛰䙫嬰∟怙堳㦺㡦ẋ㗺ㇽ⾅Ḕ 岟Ə
⎯ㇽ䔏㖣㉼㩆˛✏㞷Ẃガ㲨ᷲƏ怲䔏婙䬰䉠㭱㉼岮㉧ⷎ⏖僤⯴㋮㕟⟡憸䙫塏䏥怇ㇷᷴ∐
⽘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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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壤䬽䕌⑳Ị塏『㊤㨊䬽䕌㘖㋮㕟⟡憸䔏Ọ⯲㰩总∗⅝㉼岮䛕㨀䙫㛧⸟奲⅐䨕㋮㕟㉼ 岮
䬽䕌˛






埅垻䨔䐣
㋮㕟⟡憸㎈䔏壮壤䬽䕌Ə⯮㛪䛛㎌ㇽ敺㎌✗㉼岮㖣䛟旃㋮㕟䙫⤎凛ᷱ㈧㛰䴫ㇷ嬰∟Ə ᷻
㮻憴Ƌ⍚㮻ὲƌ凮婙䬰嬰∟㖣䛟旃㋮㕟Ḕ㈧Ἳ㮻憴⤎凛䛟⏳˛䕝䛟旃㋮㕟䙫ㇷ⇭傈⇡䏥
孱⋽㘩Ə㋮㕟⟡憸䙫㉼岮䴫⏯⯮㛪䛟ㆰ✗孱㛛˛

ᶡ圦⻥ㅻ㣡䨔䐣






勌⟡憸䵺䏭✏俪ㅕ∗䴫ㇷ䛟旃㋮㕟䙫嬰∟䙫㴨态『˚ẋ㗺岢䔏ㇷ㜓檿㗩ƏỌ⎱䧬⋀ ⎱
⅝ẽ䛊䮈昷∝䬰䬰⛇䴇⽳Ə婴䂡壮壤䬽䕌ḍ杅忤帑䛟旃㋮㕟塏䏥䙫㛧檿㔯䍮㖠㲼Ə∮㋮
㕟⟡憸⏖僤ᷴ㛪䛛㎌ㇽ敺㎌㋨㛰䴫ㇷ⅝䛟旃㋮㕟䙫㈧㛰嬰∟˛
✏Ị塏『㊤㨊䬽䕌ḲᷲƏ⟡憸䵺䏭㎈䔏憶⋽㨈❲Ə㠠㓁㮶暢嬰∟⯴㞷Ẃ梏暑⛇䴇˚堳㥔
⎱⟡㜓㉼岮䉠滅㈧Ἳ䙫㮻憴Ə娼ㆰ␍⯮婙嬰∟䳴⅌㋮㕟⟡憸ḍ娼⅝㮻憴˛⟡憸䵺 䏭
⏖⮁㜆孱㛛ƋㇽĄ憴㖗媦㕛ąƌ㋮㕟忤帑⟡憸䙫㉼岮䴫⏯䙫䴫⏯ㇷ⇭ƏỌ⎴㘇⅝䛟旃 ㋮
㕟䙫䉠滅䙫孱㛛Əㇽὦ㋮㕟⟡憸䙫塏䏥⑳䉠滅凮⅝䛟旃㋮㕟䙫塏䏥⑳䉠滅㛛䂡ᷧ凛˛
⟡憸䵺䏭⏖✏䄈柯⏸㉼岮俬䙣⇡Ṳℯ态䟌䙫ガ㲨ᷲƏ㋰⅝䴼⯴愳ガ㫱Ọ⅝婴䂡恐䕝䙫㬈
㕟✏ᷱ志䬽䕌Ḳ敺怙堳弰㏂ƏỌ⯍䏥䛟旃䙫㋮㕟⟡憸䙫㉼岮䛕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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桗㳭榖⼭佟ETF
᳹堿宅㑗
ᷲ塏€䂡榀㸖檿ざ傈ETF䙫Ḣ奨岮㖀Ḳ㥩奨Əㆰ凮㜓䫇䧲⅏㕮ᷧ斘孧˛




㉼岮桅❲

ẋ㗺㈧岞峊⟡憸Ƌ˥ETF˦ƌ

䛟旃㋮㕟

㋮㕟ƝḔ嬰榀㸖䳬∐㋮㕟
㎏⇡㗌㜆Ɲ2009⹛7㛯23㗌
⟡㗌Ɲ2004⹛12㛯31㗌
ㇷ⇭傈㕟䛕Ɲ30
㋮㕟⟡䣵岏⹊Ɲ㸖K

ᷱⷩ㗌㜆

2012⹛2㛯15㗌

ᷱⷩẋ㗺㈧

偖ẋ㈧-Ḣ㝦

傈ỤỊ噆

3070

㮶㈲岞峊▕ἴ㕟䛕

100ῲ⟡憸▕ἴ

⟡䣵岏⹊

㸖KƋHK$ƌ

ẋ㗺岏⹊

㸖KƋHK$ƌ

㴥ざ

䔘⟡憸䵺䏭愳ガ㮶⌱⹛㴥ざƋ⥩㛰ƌƏᷧ刓
✏⅔㛯⑳⌨ṳ㛯ㇽ∴⽳

⎪凮嬰∟┭⢅娔/峽⛅䙫䔚媲▕ἴ䙫㕟䛕

㛧⯸500,000ῲ⟡憸▕ἴƋㇽ⅝ῴ㕟ƌ

忶怵⎪凮嬰∟┭⏖㎈䔏䙫⢅娔ㇽ峽⛅㖠㲼

⯍䉐Əㇽ俬䏥憸Ƌ䔘⟡憸䵺䏭㋰⅝䴼⯴愳
ガ㫱䢡⮁ƌ

ẋ㗺㘩昷

䛟旃ẋ㗺㗌ᷲ⌯3滅45⇭Əㇽ俬⟡憸䵺䏭ᷴ
㘩䢡⮁䙫⅝ẽ㘩敺

⏫㖠

⟡憸䵺䏭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

⎾姾ạ˚姾䮈ạ⎱⏴ⅱῄ䮈ạ 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
ℳ㏂Ị䏭ạ

榀㸖嬰∟ℳ㏂Ị䏭㛴⋀㛰昷⅓⏟

⎪凮嬰∟┭

•
•
•
•
•
•
•
•
•
•

⎪凮嬰∟┭ԓ⨶Ӫ

㣡ᰇ䢰㹼˄ᬄԫ㣡ᰇ⫠⨳䠁㶽ӎ⍢ᴹ䲀ޜ
ਨⲴԓ⨶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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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嘔执堳䴷䭾 榀㸖 㛰昷⅓⏟
ⷛℲ叱执堳㛰昷⅓⏟
凛⮳嬰∟㛰昷⅓⏟
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檿䛂ẅ㴙嬰∟㛰昷⅓⏟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併㝾恇㝘㛰昷⅓⏟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嬰∟危⮝





•
•
•
•
•
•

Ḕ⛲⛲暂憸坴榀㸖嬰∟㛰昷⅓⏟
⾞⛲┭㥔执堳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併㝾恇㝘㛰昷⅓⏟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䮈䏭岢

㮶⹛岮䔉㷏‣䙫0.55%Ƌ㋰㗌姯䭾ƌ

ՠ䀸㑭䮻᭟∄⦷*

⇿ᒤ䋷⭒␘٬Ⲵ1.07%Ƌ2013屉㓧⸜⹎⋬㋓
ᷱ志䙫䮈䏭岢઼ᡰᴹⴤ᧕䋫⭘˅

㉼岮䬽䕌

Ḣ奨㎈䔏壮壤䬽䕌˛⟡憸䵺䏭Ṇ⏖㎈䔏Ị
塏『㊤㨊䬽䕌

岈㔦⹛⺍䴩䴷㗌

12㛯31㗌

䶙䫀

⟡憸䵺䏭䶙䫀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姯两敲㔖㮻䍮ᷴỊ塏榀㸖檿ざ傈ETF䙫姯忤帑媋ⷕƏẍᷴ⋬㋓榀㸖檿ざ傈ETF㉦㒻
䙫⏖孱⑳杅䵺⸟『柬䛕Ƌ⥩㛰ƌ˛
桗㳭榖⼭佟ETF䕂䰎㢉濣
ᷲ⛽䰈志榀㸖檿ざ傈ETF䙫䴷㦲Ɲ




縝蚳覀蛞蝸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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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綎篏翓G
রᚷৱ㥞ଵ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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莑譑蝸G
㾸ᾙਃଡਦസਜقᕐ࿚كથਁఘ

貐豨簙萬簋GETF

ᤔᅐ㭨ؚጿઐਚ
ᇏᾁଊਰقᓌ੦স
ᴇ৶㦺ᝧጚੲ᧣*كਠ
সᅶਠসಉᖦ






*

⢅娔⑳峽⛅⟡憸▕ἴ态⸟⯮Ọ˥⯍䉐˦㖠怙堳˛⢅娔⑳峽⛅⟡憸▕ἴ€✏㛰昷䙫ガ㲨
ᷲ㈴⏖㋰⟡憸䵺䏭䙫愳ガ㫱Ọ䏥憸怙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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ㅓ宅䖬㣗⊈䨔䐣
榀㸖檿ざ傈ETF㘖ˣ⭯∮ˤ䬓8.6㢄⑳昫拫I柬ᷲ✏ẋ㗺㈧岞峊䙫ᷧ暢㋮㕟忤帑⟡憸Ə㗏✏
忤帑䛟旃㋮㕟Ƌ⍚Ḕ嬰榀㸖䳬∐㋮㕟ƌ䙫塏䏥˛
䂡⯍䏥㉼岮䛕㨀Ə榀㸖檿ざ傈ETF⟡㜓ᷱ㓓㎈䔏壮壤䬽䕌Ə忤帑㛰旃䙫䛟旃㋮㕟䙫塏䏥˛
榀㸖檿ざ傈ETF⯮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凛ᷱ䙫㈧㛰㋮㕟傈ỤƏ俳㈧Ἳ㮻憴Ƌ⍚㮻
ὲƌ凮婙䬰㋮㕟傈Ụ✏㛰旃䙫䛟旃㋮㕟Ḕ㈧Ἳ㮻憴⤎凛䛟⏳˛
䕝㎈䔏壮壤䬽䕌孱䂡㬇伡㔯䍮ㇽ⯍暂ᷴ⏖堳㘩Əㇽ⟡憸䵺䏭⏍堳堳ὦ⅝愳ガ㫱㘩Ə榀 㸖
檿ざ傈ETF⏖恟䔏Ị塏『㊤㨊䬽䕌Ə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Ḳ㋮㕟傈Ụ䙫Ị塏『㊤
㨊˛俳㖣㎈䔏㜓䬽䕌⽳Ə榀㸖檿ざ傈ETFᷴᷧ⮁僤㋨㛰㛰旃䙫䛟旃㋮㕟䙫㈧㛰㋮㕟傈ỤƏ
俳⟡憸䵺䏭⏖⯮㞷Ẃ㋮㕟傈Ụ㮻憴⢅⊇Ə㮻㛰旃䙫㋮㕟傈Ụ⏫凑✏㛰旃䙫䛟旃㋮㕟㈧Ἳ
䙫㮻憴䂡檿ƏἭ㢄ờ㘖ỢἼ㋮㕟傈Ụ䙫㛧檿栴⣽㮻憴⯮ᷴ嵬怵䙥⇭Ḳ⛂Ƌ4%ƌƏㇽ⯮ᷴ
嵬怵⟡憸䵺䏭✏嫕婉嬰䛊㛪Ḳ⽳憷⮁䙫⅝ẽ䙥⇭㮻˛榀㸖檿ざ傈ETF⏖✏⟡憸䵺䏭婴䂡恐
䕝䙫ガ㲨ᷲ㉼岮㖣✏偖ẋ㈧ᷱⷩ䙫杅㋮㕟傈Ụ˛勌榀㸖檿ざ傈ETF㛰ỢἼᷴ恜⭯怀ῲ昷
栴䙫ガ㲨Ə⟡憸䵺䏭ㆰ恐㘩⏸嬰䛊㛪⠘˛榀㸖檿ざ傈ETF䙫⹛⺍⠘⑳⌱⹛⺍⠘ẍㆰ
㊒朙㜆ⅎ婙ῲ昷栴㘖␍ⷙ⽾∗恜⭯˛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ƏỌ⅝婴䂡恐䕝䙫栢⮭㬈㕟Ə✏壮壤䬽䕌⑳Ị塏『㊤㨊䬽 䕌
Ḳ敺怙堳弰㏂Ə䂡㉼岮俬䙫∐䚱Ə䛈⏖僤䶱岣忤帑㛰旃䙫䛟旃㋮㕟ƏỌ⯍䏥榀㸖檿ざ傈
ETF䙫㉼岮䛕㨀Ə俳䄈柯Ṳℯ态䟌㉼岮俬˛Ἥ㉼岮俬ㆰ㳏ヶƏ㎈䔏Ị塏『㊤㨊䬽䕌㵰⎱勌
⹙昫⊇梏暑ƏⰋ⅝㘖✏弰㏂㘩⏖僤⢅⊇忤帑媋ⷕƏḍ⏖僤⢅⊇ᷧ刓䙫忤帑媋ⷕ˛㉼岮俬
ㆰẻ䴗斘孧ᷲ㕮˥梏暑⛇䴇˦ᷧ䮧˛
ᷴ僤ῄ嬰榀㸖檿ざ傈ETF⯮总∗⅝㉼岮䛕㨀˛榀㸖檿ざ傈ETFᷴ㈺䭾䂡⯴㱽ㇽ㉼岮䛕䙫俳
㉼岮㖣憸坴場䔆ⷌ⅞˚㜆岏⏯䳫˚㜆岏⏯䳫㜆㫱˚㜆㫱⑳㍰㜆ㇽ俬㜓✗岏⹊⑳⣽⹊⌖ 䍮
⏯䳫˛榀㸖檿ざ傈ETFᷴ㈺䭾䛛㎌ㇽ敺㎌㉦㒻Ḕ⛲A傈ㇽB傈䙫梏暑Ə⛇䂡䛟旃㋮㕟ᷴ⋬
␒Ḕ⛲A傈ㇽB傈傈Ụ˛



䄷⩘杦敨






晋ᷲ㕮˥梏暑⛇䴇˦ᷧ䮧㈧志ᷧ刓梏暑Ḳ⣽Ə榀㸖檿ざ傈ETF恫⏖僤㉦㒻ᷲ志栴⣽䉠㭱
梏暑˛
•

䴫⏯暭Ḕ梏暑 – ㈑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䳬∐㋮㕟䔘✏偖ẋ㈧ᷱⷩ䙫30暢ㇷ
⇭嬰∟䴫ㇷ˛⛇㭋Ə榀㸖檿ざ傈ETF䛟⯴暭Ḕ㖣㕟䛕㛰昷䙫傈䥏˛䔘㖣㞷ᷧ暢ㇷ⇭
傈塏䏥ᷴᾦ㛪⯴榀㸖檿ざ傈ETF䙫⃠‣怇ㇷ廪⤎⽘柦Ə㔬榀㸖檿ざ傈ETF⽯⏖僤
㮻忤帑⋬␒廪⤁ㇷ⇭傈Ḳ㋮㕟䙫⟡憸㛛⅞㳉⊼『˛

•

ⷩ⠛暭Ḕ梏暑  – Ḕ嬰榀㸖䳬∐㋮㕟暭Ḕ㖣悊ẂḢ奨✏▕ᷧ✗⌧Ƌ⍚Ḕ⛲⤎晟⑳榀
㸖ƌ怙堳䵺䇆㴢⊼⑳㥔⋀䙫⅓⏟䙫嬰∟˛㈑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䳬∐㋮㕟
Ḕ䳫90.10%䙫㋮㕟傈Ụ⎾Ḕ⛲⤎晟⑳榀㸖䙫梏暑⽘柦Ə⅝Ḕ10.90%暭Ḕ㖣Ḕ⛲⤎
晟Ə79.20%暭Ḕ㖣榀㸖˛婙✗⌧䵺㿆䙣䔆ỢἼᷴ∐孱⋽Ə✮⯮⯴榀㸖檿ざ傈ETF䔉
䔆ᷴ∐⽘柦˛⛇㭋Ə榀㸖檿ざ傈ETF⏖僤杉减㛛檿䙫⃠㠣㳉⊼『Əḍ㛛⮠㗺⎾∗⽘
柦婙✗⌧䙫ᷴ∐䵺㿆˚ⷩ⠛˚㔦㲢ㇽ䛊䮈Ṳờ䙫塄㒱˛

•

⇭㴥梏暑 – 䳬∐⇭㴥ḍ䄈ῄ嬰Ə䔘⟡憸䵺䏭愳ガ㱡⮁˛⛇㭋Ə⍚ὦḔ嬰榀㸖䳬∐㋮
㕟䙫ㇷ⇭嬰∟㛰䳬∐⇭㴥Ə㉼岮俬ẍ⏖僤ᷴ㛪㔝∗榀㸖檿ざ傈ETF䙫ỢἼ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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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㐶
榀㸖檿ざ傈ETF䙫䛟旃㋮㕟Ə⍚Ḕ嬰榀㸖䳬∐㋮㕟Ə㘖ᷧῲ⤁K⋽㋮㕟Ə䔘30暢ㇷ⇭傈䴫
ㇷƏ䔘Ḕ嬰㋮㕟㛰昷⅓⏟䷏壤⑳䮈䏭˛榀㸖檿ざ傈ETF䙫䛟旃㋮㕟㘖ᷧῲ⃠㠣⛅⠘㋮㕟˛
⟡憸䵺䏭⯮Ⱈ⏖僤⽘柦ỢἼ䛟旃㋮㕟䙫⏖㎌⎾『䙫ỢἼṲờ⒏婉嬰䛊㛪Ƌὲ⥩Ə䛟旃 ㋮
㕟䙫恟㨊㖠㲼/ 奶∮ㇽ䷏壤ㇽ姯䭾䙣䔆孱㛛Əㇽ俬䛟旃㋮㕟䙫䛕㨀ㇽ䉠⾜䙣䔆孱㛛ƌ˛
䙣䔆凮ỢἼ䛟旃㋮㕟㛰旃䙫ỢἼ憴⤎Ṳờ⽳Ə⟡憸䵺䏭ㆰ✏⏖堳䮫⛴ⅎ⿒态䟌▕ἴ㋨
㛰ạ˛
Ჾ僪塍⩘











Ḕ嬰榀㸖䳬∐㋮㕟Ƌ˥Ḕ嬰榀㸖䳬∐˦ƌ㋸恟✏偖ẋ㈧ᷱⷩ䙫傈ざ䍮檿˚⇭䳬㮻廪䩐
⮁˚⅞㛰ᷧ⮁㴨⊼『䙫30暢嬰∟ὃ䂡㨊㜓ƏỌ⎴㘇榀㸖ⷩ⠛檿傈ざ䍮嬰∟䙫塏䏥˛Ḕ嬰
榀㸖䳬∐㖣2009⹛7㛯23㗌㎏⇡Ə⟡㗌䂡2004⹛12㛯31㗌˛
Ḕ嬰㋮㕟㛰昷⅓⏟Ƌ˥Ḕ嬰˦ƌ㘖ᷧ⮝䔘ᷱ㵞嬰∟ẋ㗺㈧⑳㷘✚嬰∟ẋ㗺㈧⅘⏳ㇷ䪲 䙫
⯯㥔㋮㕟㛴⋀⅓⏟Ə㎷ᾂ凮嬰∟㋮㕟䛟旃䙫㛴⋀˛Ḕ嬰㋮㕟㛰昷⅓⏟䍏䪲㖣⟡憸䵺䏭⎱
⅝旃怊ạ⣒˛
Ḕ嬰榀㸖䳬∐䔘Ḕ嬰㋮㕟㛰昷⅓⏟姯䭾˛Ἥ㘖ƏḔ嬰㋮㕟㛰昷⅓⏟⑳偖ẋ㈧✮ᷴⰘḔ嬰
榀㸖䳬∐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㒻ỢἼ岓ỢƋ䄈媽㘖䕶岓Ợ恫㘖⅝ẽ岓ỢƌƏẍ㱹
㛰侐⋀⯮Ḕ嬰榀㸖䳬∐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ὃ⇡态䟌˛䛟旃㋮㕟Ḕ䙫ᷧ⇮䟌嬿䔉㫱Ọ
⎱⅝ㇷ⇭嬰∟⏴▕✮㭟Ḕ嬰㋮㕟㛰昷⅓⏟㈧㛰˛Ḕ嬰㋮㕟㛰昷⅓⏟ㇽ偖ẋ㈧✮㱹㛰ỌỢ
Ἴ㖠婴娘˚⇡┕˚ῄ喍ㇽ㎏Ẳ榀㸖檿ざ傈ETF˛偖ẋ㈧ㇽḔ嬰㋮㕟㛰昷⅓⏟✮㱹㛰Ⱈὦ
䔏䛟旃㋮㕟㈧⎽⽾䙫䴷㞃ὃ⇡ỢἼ㗵䤡ㇽ溿䤡䙫ῄ嬰ㇽ晚志˛
ᷲ㕮⯴㈑凚㜓䫇䧲⇱䙣Ḳ㗌Ḕ嬰榀㸖䳬∐䙫⟡㜓岮㖀˚恟㨊㨀㹽˚恟㨊㖠㲼⑳䶔㋨ὃ ᷧ
㥩志˛Ḕ嬰㋮㕟㛰昷⅓⏟ㇽ㛪ᷴ㘩姩婙䬰ῈざƏ㉼岮俬✏ὃ⇡㉼岮㱡⮁Ḳ∴ㆰ娑┶Ḕ
嬰㋮㕟㛰昷⅓⏟䶙䫀Ƌwww.csindex.com.cnƌ㟌婉婙䬰Ὲざ䙫㛧㖗䈯㜓˛
⚸㗪宅㑗



㇅㐶ᶡ䝺

H11140(HKD)

㉦₸㒣㗝

2009⹛7㛯23㗌

⚸㒣

2004⹛12㛯31㗌

⚸涜

1000

⩘㗝⪧㛶

㮶⹛⌨ṳ㛯Ụ䙫䬓ṳῲ㘆㜆ṻ㔝ⷩ⽳䙫ᷲᷧ
ῲẋ㗺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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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䳬∐䙫∴⌨暢ㇷ⇭傈⎱⅝⏫凑㈧Ἳ㮻憴⥩ᷲƝ



佟䠦ᶡ䝺





ノ佟⋋䣯

圊㠫

㪒悋濑%濒

1.

2388.HK

Ḕ⛲执堳Ƌ榀㸖ƌ㛰昷⅓⏟

憸坴㥔

11.13

2.

0823.HK

柿⌖㈦✗䔉㉼岮Ὲ姾⟡憸

憸坴㥔

10.93

3.

0006.HK

曢僤⯍㥔㛰昷⅓⏟

⅓䔏Ṳ㥔

9.91

4.

0005.HK

㻀尷㎎傈㛰昷⅓⏟

憸坴㥔

9.86

5.

0002.HK

Ḕ曢㎎傈㛰昷⅓⏟

⅓䔏Ṳ㥔

9.62

6.

0019.HK

⤑⏋傈Ụ㛰昷⅓⏟

憸坴㥔

8.47

7.

0551.HK

墼Kⷌ㥔Ƌ暭⛿ƌ㛰昷⅓⏟

杅㠟⾪㵯岢

3.96

8.

0522.HK

ASM⤑⹚㳲䦸㉧㛰昷⅓⏟

岮姱䦸㉧

3.73

9.

0902.HK

取僤⛲暂曢⊂傈Ụ㛰昷⅓⏟

⅓䔏Ṳ㥔

3.18

10.

0330.HK

〄㍞䒗䏪㎎傈㛰昷⅓⏟

杅㠟⾪㵯岢

2.99

Ḕ嬰榀㸖䳬∐䙫ㇷ⇭傈㷬▕⎱⅝ẽ㋮㕟䛟旃岮㖀ㇽᷴ㘩㛛㖗Ə婚奲Ḕ嬰⅓⏟䶙䫀
Ƌwww.csindex.com.cnƌ˛
㈑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䳬∐䙫ㇷ⇭傈㋰⅝㉼岮㈧✏⛲⮝✗⌧≪⇭䙫㗵䴗⎱⅝⏫
凑䙫㫱憴⥩ᷲ㈧⇾Ɲ
⛲⮝✗⌧⏴䨘 㫱憴(%)
勘⛲9.9
Ḕ⛲ 10.9
榀㸖
79.2
⏯姯100.00
㇅㐶άḆ
㛰旃Ḕ嬰榀㸖䳬∐䙫岮姱忶怵巖忶䤥Ƌ巖忶Ị噆ƝCSIH11140 ƌ⑳⽔⍁Ƌ⽔⍁Ị噆Ɲ
CSIH1140ƌ岈䵺㖗偅䳢䵘⍚㘩⅏䏪⠘⯵✏榀㸖⡪ⅎ⑳⡪⣽⻊䂡ₚἯ˛



㋮㕟恟㨊㖠㲼
㇅㐶㣡㗪䤸摑
⏯岮㠣ㇷ⇭傈㨊㜓䩡敺⋬㋓䬍⏯ᷲ㕮(A)⑳(B)柬㈧⇾⏫柬㢄ờ䙫嬰∟˛


(A)

嬰∟䬍⏯ᷲ⇾㈧㛰㢄ờƝ

•

✏偖ẋ㈧ƋḢ㝦ㇽ≜㥔㝦ƌᷱⷩ᷻Ọ榀㸖䂡Ḣ奨ᷱⷩ✗䙫㙕态傈Ọ⎱REITƞ

•

✏怵⎢ᷧ⹛墶嬰∟ᷱⷩẋ㗺㘩敺嵬怵ᷰῲ㛯Ə晋杅婙嬰∟ᷱⷩỌὭ㗌✮榀㸖两ⷩ‣
✏⅏惏榀㸖ⷩ⠛嬰∟Ḕ㍹✏∴10ἴƞ

•
•

嬰∟✏怵⎢ᷧ⹛㗌✮㔝ⷩ⃠ᷴ⯶㖣0.1㸖Kƞ
⥩㞃嬰∟怵⎢ᷧ⹛㗌✮㔝ⷩ⃠ᷴ⯸㖣0.1㸖KἭ⯶㖣0.5㸖KƏ∮婙嬰∟㛧徸⹛⺍⠘
㮶傈㔝䚱ᷴ⽾䂡岇㕟ƞ

•
•

嬰∟㛧徸ᷰῲ㛯㗌✮㏂㈲䍮ᷴ⯶㖣0.1ƈƞ
嬰∟ᷴⱓ㖣㋮㕟嫕婉⦻Ⓢ㛪Ƌ㛛⤁Ὲざ媲⎪斘ᷲ㕮Ą㋮㕟嫕婉⦻Ⓢ㛪ąᷧ䮧ƌ婴⮁
䙫ㆰ婙∻晋䙫嬰∟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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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䬍⏯ᷱ㕮(A)柬㈧志⅏惏㢄ờ䙫嬰∟Ḕ㋸恟䬍⏯Ọᷲ㢄ờ䙫嬰∟Ɲ

•

怵⎢ᷧ⹛㗌✮ㇷẋ憸栴㍹⏴∴50%ƞ

•

怵⎢ᷧ⹛㗌✮两ⷩ‣㍹⏴∴50%ƞ⎱

•

怵⎢怊乳ᷰƋ3ƌ⹛傈ざ䍮⤎㖣0ƞ

ㇷ⇭傈恟㒮

⯴㨊㜓䩡敺ⅎ䙫⏯岮㠣傈䥏Ə楽ℯ㋰䅎怵⎢ᷰƋ3ƌ⹛䙫⹚✮傈ざ䍮䔘檿∗ἵ㍹⏴˛暏⽳
㋸恟㍹⏴㛧∴䙫ᷰ⌨Ƌ30ƌ暢嬰∟Ə䴫ㇷ㋮㕟㨊㜓ƏἭ㋮㕟嫕婉⦻Ⓢ㛪婴⮁ᷴ⮃ὃ䂡㋮
㕟ㇷ⇭傈䙫晋⣽˛







㋮㕟嫕婉⦻Ⓢ㛪

㋮㕟嫕婉⦻Ⓢ㛪㘖䔘Ḕ嬰娔䪲䙫ᷧῲ⦻Ⓢ㛪Ə䔘⅏䏪岮䔉䮈䏭堳㥔ⅎ檿岮㭞˚䵺樾尷⮳
ḍ✏㋮㕟娔䪲˚㋮㕟⋽⑳ⷩ⠛䟻䩝㖠杉⅞㛰⯯敞䙫⯯⮝⑳⯯㥔ạⓈ䴫ㇷ˛㋮㕟嫕婉⦻Ⓢ
㛪岇岓Ḕ嬰榀㸖䳬∐㋮㕟恟㨊㖠㲼䙫娼˚⒏婉⑳⯐㟌ƏⰘ怲䇆┶栳㎷ᾂ⒏婉ヶ奲Əḍ
䢡ῄ⯴Ḕ嬰榀㸖䳬∐⊇Ọ⅓ℨ⏯䏭䙫䮈䏭˛㋮㕟嫕婉⦻Ⓢ㛪⮁㜆敲㛪⯐㟌Ḕ嬰榀㸖䳬∐
䙫ㇷ⇭傈ƏỌ䢡ῄ⯮Ḕ嬰榀㸖䳬∐ㇷ⇭傈Ḕ㈧⋬␒䙫墒好䂡ᷴ恐䕝䙫嬰∟∻晋✏⣽˛㋮
㕟嫕婉⦻Ⓢ㛪䍏䪲㖣⟡憸䵺䏭⎱⅝旃怊ạ⣒˛
✏娼⮁㘖␍ㆰ⯮ᷧ䉠⮁ㇷỤ傈∻晋✏Ḕ嬰榀㸖䳬∐Ḳ⣽㘩Ə㋮㕟嫕婉⦻Ⓢ㛪⯮俪ㅕᷧ䳢
⇾⟡㜓ῈざƏὲ⥩ẋ㗺㕟㓁˚䉠⮁ㇷỤ傈䙫岈⋀㕟㓁Ọ⎱䛟旃䛊䮈⅓Ə⋬㋓Ἥᷴ昷 㖣
⅝㗌✮ㇷẋ憸栴˚㗌✮两ⷩ‣˚㗌✮㔝ⷩ⃠˚㮶傈㔝䚱⑳ⷙ⇭㴥䳬∐栴䬰˛㭋䬰⮁㜆 ⯐
㠟㩆壤䢡ῄḔ嬰榀㸖䳬∐㈧⋬␒䙫ㇷỤ傈㻦嶚㋮㕟㨊㜓䩡敺Ḕ奶⮁䙫䛟旃㢄ờƏ᷻㭋 䬰
怵䧲㘖Ọ奶∮䂡⟡䣵ḍ⊇Ọ⮉妧姯䭾䙫˛
㇅㐶壆䩕





䛟旃㋮㕟㎈䔏㴥娘⊇㫱䶃⏯⃠㠣㋮㕟⅓怙堳姯䭾Ə姯䭾⅓⥩ᷲƏ㮶ᷧ㋮㕟ㇷ⇭傈䙫
㫱憴ᷱ昷䂡10%Ɲ



⠘㜆㋮㕟=








⠘㜆ㇷ⇭傈䙫媦㕛ⷩ‣

× 1000

⟡㜆

⅝ḔƏ媦㕛ⷩ‣ Ơ ∑Ƌ傈⃠ Ŀ媦㕛傈㜓㕟 Ŀ㫱憴ᷱ昷⛇⬷ Ŀ⌖䍮ƌ˛媦㕛傈㜓㕟㎈
䔏⇭䴁杇㩻䙫㖠㲼⎽⽾˛㫱憴ᷱ昷⛇⬷Ẳ㖣0⑳1Ḳ敺Ə㖣⯐㠟㋮㕟Ḳ㘩ὦ䔏˛
⇭䴁杇㩻㖠㲼⥩ᷲ塏㈧䤡Ɲ
凑䔘㴨态㮻
≤10
ὲƋ%ƌ
⊇㫱㮻ὲ
(%)

凑䔘㴨态
㮻ὲ

(10Ə20] (20Ə30] (30Ə40] (40Ə50] (50Ə60] (60Ə70] (70Ə80]
20

30

40

50

60

70

80

>80
100

ὲ⥩Ə㞷嬰∟凑䔘㴨态㮻ὲƋ凑䔘㴨态ⷩ‣/两ⷩ‣ƌ䂡7%Ƌἵ㖣10%ƌƏ∮⅝⊇㫱㮻ὲ
䬰㖣⅝凑䔘㴨态㮻ὲ˛俳凑䔘㴨态㮻ὲ䂡35%䙫嬰∟∮ⱓ㖣(30Ə40]ᷧ㩻Ə䛟ㆰ䙫⊇㫱㮻
ὲ䂡40%Ə⍚两傈㜓䙫40%䔏㖣㋮㕟姯䭾˛凑䔘㴨态㮻ὲ㘖㋮⅓⏟两傈㜓Ḕ∻晋Ọᷲ⟡
㜓ᷴ㴨态䙫傈Ụ⽳䙫傈㜓㮻ὲƝ(a)⅓⏟≜⻡俬˚⮝㖶⑳檿䴁䮈䏭俬敞㜆㋨㛰䙫傈Ụƞ(b)
⛲㛰傈ƞ(c)㈗䕌㉼岮俬㋨傈ƞ(d)↴䴷傈Ụƞ(e)⎾昷䙫Ⓢⷌ㋨傈ƞ⎱(f)ẋ⎰㋨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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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䉅
⌖䍮䂡㹖㣕巖忶䶃⏯⌖䍮⠘⃠Ḕ敺⃠˛


㇅㐶Ậ㨡




Ḕ嬰榀㸖䳬∐㎈䔏˥晋㕟㭊㲼˦㭊˛䕝ㇷ⇭傈⏴▕ㇽㇷ⇭傈傈㜓䴷㦲䙣䔆孱⋽ㇽㇷ
⇭傈䙫ⷩ‣⇡䏥杅ẋ㗺⛇䴇䙫孱⊼㘩Ə㎈䔏˥晋㕟㭊㲼˦㭊⎆⛡⮁晋㕟˛㭊⅓ 
⥩ᷲƝ

晋㕟㭊∴䙫媦㕛ⷩ‣/⎆晋㕟=晋㕟㭊⽳䙫媦㕛ⷩ‣/㖗晋㕟 ⅝ḔƏ˥晋㕟㭊⽳䙫媦
㕛ⷩ‣˦Ơ晋㕟㭊∴䙫媦㕛ⷩ‣+㖗⢅Ƌ㸂ƌ媦㕛ⷩ‣˛䔘㭋⅓⽾⇡㖗晋㕟Ƌ⍚㭊
⽳䙫晋㕟Ə⎯䨘㖗⟡㜆ƌƏḍ㓁㭋姯䭾Ḕ嬰榀㸖䳬∐˛
曧⯴Ḕ嬰榀㸖䳬∐怙堳㭊䙫ガ⽉⋬㋓ᷲ⇾⏫柬Ɲ

D

晋㫱Ɲ⇈㛰ㇷỤ傈忨傈ㇽ愴傈Ə✏忨傈ㇽ愴傈Ḳ㗌∴⯴Ḕ嬰榀㸖䳬∐ὃ⇡媦㕛ƞ
晋㕟㭊⽳䙫媦㕛ⷩ‣Ơ晋㫱⠘⃠×晋㫱⽳ẋ㗺䙫傈Ụ㕟晋㕟㭊∴䙫媦㕛ⷩ‣
Ƌᷴ⋬㋓晋㫱傈Ụƌƞ


E

⁃䈳Ɲ䕝㞷ᷧㇷỤ傈⁃䈳㘩Ə⎽⅝㛧⽳ẋ㗺⃠姯䭾Ḕ嬰榀㸖䳬∐Ə䛛凚⾐䈳ƞ

F

⢅䙣˚㫱嬰堳ὦ䬰⅝ẽ⅓⏟ṲờƝ



L 

⥩ㇷỤ傈䙫乴姯孱⊼总∗Ọᷱ㘩Ə㖣孱⊼䙫∴ᷧ⤐⯴Ḕ嬰榀㸖䳬∐ὃ
⇡媦㕛ƞ媦㕛⽳䙫媦㕛ⷩ‣ 㔝ⷩ⃠[孱⊼Ḳ⽳㈧媦㕛䙫傈Ụ㕟ƞ


LL 

⥩ㇷỤ傈䙫乴姯孱⊼㜑总∗㘩Ə㖣ᷲ㬈⮁㜆⯐㠟㘩⯴Ḕ嬰榀㸖䳬∐ὃ
⇡媦㕛ƞỌ⎱


G

䕝Ḕ嬰榀㸖䳬∐䙫ㇷỤ傈⏴▕䙣䔆⮁㜆媦㕛ㇽ减㘩媦㕛㘩Ə㖣媦㕛䔆㔯㗌∴⯴Ḕ嬰
榀㸖䳬∐ὃ⇡媦㕛˛



⫋ノ佟䕂好㐲
⯴ㇷ⇭傈䙫⮁㜆媦㕛
㮶⹛⌨ṳ㛯⯴Ḕ嬰榀㸖䳬∐怙堳⮁㜆⯐㠟凮媦㕛Ə婙䬰媦㕛㖣㮶⹛⌨ṳ㛯Ụ䙫䬓ṳῲ㘆㜆
ṻ㔝ⷩ⽳䙫ᷲᷧῲẋ㗺㗌䔆㔯˛


㮶㬈媦㕛䙫ㇷ⇭傈㮻ὲᷧ刓ᷴ嵬怵20%Ə晋杅嵬怵20%䙫ㇷ⇭傈ᷴ䬍⏯㨊㜓䩡敺㢄ờ˛
减㘩媦㕛
㭋⣽Ə䕝ㇷ⇭傈⅓⏟㛰䉠㭱ガ㲨䙣䔆㘩Ə⯮⯴Ḕ嬰榀㸖䳬∐怙堳减㘩媦㕛˛
(a)

㔝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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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㞃⏯⽳䙫⅓⏟䬍⏯㨊㜓䩡敺䙫岮㠣Ə⏯⽳䙫⅓⏟䙫傈䥏⯮⊇⅌Ḕ嬰榀㸖䳬
∐˛⅝⟡㜓杉媦㕛⛇⬷Ə⍚⏯⽳⅓⏟䙫⟡㜓杉㫱憴晋Ọ凑䔘㴨态ⷩ‣㈧⽾Ḳ
‣Ə⯮憴㖗姯䭾ƏỌὦ㖗⅓⏟䙫㉼岮㫱憴䬰㖣⎪凮⏯䙫⯍檻䙫㉼岮㫱憴两⑳˛
䔘㭋䔉䔆䙫Ḕ嬰榀㸖䳬∐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漱˛








(b)

⥩㞃ㇷ⇭傈⅓⏟墒杅ㇷ⇭傈⅓⏟Ọ傈Ụㇽ俬傈Ụ⊇䏥憸䙫⽉㔝峣Ə⏯⽳䙫ㇷ
⇭傈㖗⅓⏟勌䬍⏯㨊㜓䩡敺䙫岮㠣Ə⯮㛦Ị⎆Ὥ䙫ㇷ⇭傈⅓⏟˛㖗ㇷ⇭傈⅓⏟䙫
⟡㜓杉媦㕛⛇ ⬷⯮㛪憴㖗姯䭾ƏỌὦ⅝㉼岮㫱憴䬰㖣⎆Ὥ䙫ㇷ⇭傈⅓⏟䙫㉼岮㫱
憴˛
勌ㇷ⇭傈⅓⏟墒杅ㇷ⇭傈⅓⏟Ọ䏥憸㔝峣Ə∮⎆Ὥ䙫ㇷ⇭傈⅓⏟⯮㛪⾅Ḕ嬰榀㸖
䳬∐Ḕ∑晋Ə䔘㭋䔉䔆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漱˛
⇭㊭

勌㞷ㇷ⇭傈⅓⏟⇭㊭䂡⅐ῲㇽ⤁ῲ䍏䪲⯍檻Ə俳㈧㛰婙䬰⯍檻✮䬍⏯㨊㜓䩡敺䙫岮
㠣Ə悊 溤㈧㛰婙䬰⯍檻Ẵ䄝ῄ䕀✏Ḕ嬰榀㸖䳬∐Ḕ˛⯮㎈䔏䛟⏳䙫⟡㜓杉媦㕛⛇⬷
姯䭾⏫敺㖗䙫 ⅓⏟䙫㉼岮㫱憴ƏỌὦ婙䬰㖗⅓⏟䙫㉼岮㫱憴Ḳ⑳䬰㖣⎆Ὥ䙫ㇷ⇭傈
⅓⏟䙫㉼岮㫱憴˛

(c)


晋䈳䬰
䕝ㇷ⇭傈⅓⏟墒晋䈳ㇽ㛰ạ⯴⅝ⰼ敲䠛䔉䧲㘩Ə⯮㛪✏⯍暂⏖堳䙫ガ㲨ᷲ⿒㉱
婙⅓⏟⾅Ḕ嬰榀㸖䳬∐Ḕ∻晋˛䔘㭋䔉䔆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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桗㳭ᳫ♉佟䭼弶ETF
᳹堿宅㑗
ᷲ塏€䂡榀㸖Ḕ❲傈䲥恟ETF䙫Ḣ奨岮㖀Ḳ㥩奨Əㆰ凮㜓䫇䧲⅏㕮ᷧ斘孧˛




㉼岮桅❲

ẋ㗺㈧岞峊⟡憸Ƌ˥ETF˦ƌ

䛟旃㋮㕟

㋮㕟Ɲ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
㎏⇡㗌㜆Ɲ2011⹛4㛯28㗌
⟡㗌Ɲ2004⹛12㛯31㗌
ㇷ⇭傈㕟䛕Ɲ100
㋮㕟⟡䣵岏⹊Ɲ㸖K

ᷱⷩ㗌㜆

2012⹛2㛯15㗌

ᷱⷩẋ㗺㈧

偖ẋ㈧-Ḣ㝦

傈ỤỊ噆

3072

㮶㈲岞峊▕ἴ㕟䛕

100ῲ⟡憸▕ἴ

⟡䣵岏⹊

㸖KƋHK$ƌ

ẋ㗺岏⹊

㸖KƋHK$ƌ

㴥ざ

䔘⟡憸䵺䏭愳ガ㮶⹛㴥ざƋ⥩㛰ƌƏᷧ刓
✏12㛯Ụㇽ∴⽳

⎪凮嬰∟┭⢅娔/峽⛅䙫䔚媲▕ἴ䙫㕟䛕

㛧⯸500,000ῲ⟡憸▕ἴƋㇽ⅝ῴ㕟ƌ

忶怵⎪凮嬰∟┭⏖㎈䔏䙫⢅娔ㇽ峽⛅㖠㲼

⯍䉐Əㇽ俬䏥憸Ƌ䔘⟡憸䵺䏭㋰⅝䴼⯴愳
ガ㫱䢡⮁ƌ

ẋ㗺㘩昷

䛟旃ẋ㗺㗌ᷲ⌯3滅45⇭Əㇽ俬⟡憸䵺䏭ᷴ
㘩䢡⮁䙫⅝ẽ㘩敺

⏫㖠

⟡憸䵺䏭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

⎾姾ạ˚姾䮈ạ⎱⏴ⅱῄ䮈ạ 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
ℳ㏂Ị䏭ạ

榀㸖嬰∟ℳ㏂Ị䏭㛴⋀㛰昷⅓⏟

⎪凮嬰∟┭

• 卞嘔执堳䴷䭾 榀㸖 㛰昷⅓⏟
•ⷛℲ叱执堳㛰昷⅓⏟
•凛⮳嬰∟㛰昷⅓⏟
•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檿䛂ẅ㴙嬰∟㛰昷⅓⏟
•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 併㝾恇㝘㛰昷⅓⏟
•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凮嬰∟┭ԓ⨶Ӫ

劘㖾执堳Ƌ㒻Ợ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䙫Ị䏭ạƌ

30

ⷩ⠛嬰∟危⮝

•⾞⛲┭㥔执堳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䮈䏭岢

㮶⹛岮䔉㷏‣䙫0.55%Ƌ㋰㗌姯䭾ƌ

姯两敲㔖㮻䍮*

㮶⹛岮䔉㷏‣䙫2.54%Ƌ2013岈㔦⹛⺍⋬㋓
ᷱ志䙫䮈䏭岢⑳㈧㛰䛛㎌岢䔏ƌ

㉼岮䬽䕌

Ḣ奨㎈䔏壮壤䬽䕌˛⟡憸䵺䏭Ṇ⏖㎈䔏Ị
塏『㊤㨊䬽䕌

岈㔦⹛⺍䴩䴷㗌

12㛯31㗌

䶙䫀

⟡憸䵺䏭䶙䫀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姯两敲㔖㮻䍮ᷴỊ塏榀㸖Ḕ❲傈䲥恟ETF䙫姯忤帑媋ⷕƏẍᷴ⋬㋓榀㸖Ḕ❲傈䲥恟
ETF㉦㒻䙫⏖孱⑳杅䵺⸟『柬䛕Ƌ⥩㛰ƌ˛





桗㳭ᳫ♉佟䭼弶ETF䕂䰎㢉濣
ᷲ⛽䰈志榀㸖Ḕ❲傈䲥恟ETF䙫䴷㦲Ɲ
ᙼਜ਼થয
قથಘরᅐಖ৭(7)
੦সᙼਜ਼ك






੦সᴇ৶
রᚷৱ㥞ଵ৶قಘ
كથਁఘ

ಘরᅐಖ৭(7)







ਭয㾸ᾙਃଡਦസਜ
قᕐ࿚كથਁఘ


ᤔᅐ㭨ጿઐਚ
ᇏᾁଊਰ
قᓌ੦সᴇ৶㦺
ᝧጚੲ᧣ كਠসᅶ
ਠসಉᖦ






*

⢅娔⑳峽⛅⟡憸▕ἴ态⸟⯮Ọ˥⯍䉐˦㖠怙堳˛⢅娔⑳峽⛅⟡憸▕ἴ€✏㛰昷䙫ガ㲨
ᷲ㈴⏖㋰⟡憸䵺䏭䙫愳ガ㫱Ọ䏥憸怙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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ㅓ宅䖬㣗⊈䨔䐣
榀㸖Ḕ❲傈䲥恟ETF㘖ˣ⭯∮ˤ䬓8.6㢄⑳昫拫I柬ᷲ✏ẋ㗺㈧岞峊䙫ᷧ暢㋮㕟忤帑⟡憸Ə
㗏✏忤帑䛟旃㋮㕟Ƌ⍚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ƌ䙫塏䏥˛
䂡⯍䏥㉼岮䛕㨀Ə榀㸖Ḕ❲傈䲥恟ETF⟡㜓ᷱ㓓㎈䔏壮壤䬽䕌Ə忤帑㛰旃䙫䛟旃㋮㕟䙫塏
䏥˛榀㸖Ḕ❲傈䲥恟ETF⯮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凛ᷱ䙫㈧㛰㋮㕟傈ỤƏ俳㈧Ἳ㮻
憴Ƌ⍚㮻ὲƌ凮婙䬰㋮㕟傈Ụ✏㛰旃䙫䛟旃㋮㕟Ḕ㈧Ἳ㮻憴⤎凛䛟⏳˛
䕝㎈䔏壮壤䬽䕌孱䂡㬇伡㔯䍮ㇽ⯍暂ᷴ⏖堳㘩Əㇽ⟡憸䵺䏭⏍堳堳ὦ⅝愳ガ㫱㘩Ə榀㸖
Ḕ❲傈䲥恟ETF⏖恟䔏Ị塏『㊤㨊䬽䕌Ə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Ḳ㋮㕟傈Ụ䙫Ị塏『
㊤㨊˛俳㖣㎈䔏㜓䬽䕌⽳Ə榀㸖Ḕ❲傈䲥恟ETFᷴᷧ⮁僤㋨㛰㛰旃䙫䛟旃㋮㕟䙫㈧㛰㋮㕟
傈ỤƏ俳⟡憸䵺䏭⏖⯮㞷Ẃ㋮㕟傈Ụ㮻憴⢅⊇Ə㮻㛰旃䙫㋮㕟傈Ụ⏫凑✏㛰旃䙫䛟旃 ㋮
㕟㈧Ἳ䙫㮻憴䂡檿ƏἭ㢄ờ㘖ỢἼ㋮㕟傈Ụ䙫㛧檿栴⣽㮻憴⯮ᷴ嵬怵䙥⇭Ḳ⛂Ƌ4%ƌƏ
ㇽ⯮ᷴ嵬怵⟡憸䵺䏭✏嫕婉嬰䛊㛪Ḳ⽳憷⮁䙫⅝ẽ䙥⇭㮻˛榀㸖Ḕ❲傈䲥恟ETF⏖✏⟡憸
䵺䏭婴䂡恐䕝䙫ガ㲨ᷲ㉼岮㖣✏偖ẋ㈧ᷱⷩ䙫杅㋮㕟傈Ụ˛勌榀㸖Ḕ❲傈䲥恟ETF㛰Ợ
Ἴᷴ恜⭯怀ῲ昷栴䙫ガ㲨Ə⟡憸䵺䏭ㆰ恐㘩⏸嬰䛊㛪⠘˛榀㸖Ḕ❲傈䲥恟ETF䙫⹛⺍⠘
⑳⌱⹛⺍⠘ẍㆰ㊒朙㜆ⅎ婙ῲ昷栴㘖␍ⷙ⽾∗恜⭯˛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ƏỌ⅝婴䂡恐䕝䙫栢⮭㬈㕟Ə✏壮壤䬽䕌⑳Ị塏『㊤㨊䬽 䕌
Ḳ敺怙堳弰㏂Ə䂡㉼岮俬䙫∐䚱Ə䛈⏖僤䶱岣忤帑㛰旃䙫䛟旃㋮㕟ƏỌ⯍䏥榀㸖Ḕ❲傈
䲥恟ETF䙫㉼岮䛕㨀Ə俳䄈柯Ṳℯ态䟌㉼岮俬˛Ἥ㉼岮俬ㆰ㳏ヶƏ㎈䔏Ị塏『㊤㨊䬽䕌㵰
⎱勌⹙昫⊇梏暑ƏⰋ⅝㘖✏弰㏂㘩⏖僤⢅⊇忤帑媋ⷕƏḍ⏖僤⢅⊇ᷧ刓䙫忤帑媋ⷕ˛㉼
岮俬ㆰẻ䴗斘孧ᷲ㕮˥梏暑⛇䴇˦ᷧ䮧˛
ᷴ僤ῄ嬰榀㸖Ḕ❲傈䲥恟ETF⯮总∗⅝㉼岮䛕㨀˛榀㸖Ḕ❲傈䲥恟ETFᷴ㈺䭾䂡⯴㱽ㇽ㉼
岮䛕䙫俳㉼岮㖣憸坴場䔆ⷌ⅞˚㜆岏⏯䳫˚㜆岏⏯䳫㜆㫱˚㜆㫱⑳㍰㜆ㇽ俬㜓⹊⑳⣽⹊
⌖䍮⏯䳫˛榀㸖Ḕ❲傈䲥恟ETFᷴ㈺䭾䛛㎌ㇽ敺㎌㉦㒻Ḕ⛲A傈ㇽB傈䙫梏暑Ə⛇䂡䛟旃
㋮㕟ᷴ⋬␒Ḕ⛲A傈ㇽB傈傈Ụ˛



䄷⩘杦敨




晋ᷲ㕮˥梏暑⛇䴇˦ᷧ䮧㈧志ᷧ刓梏暑Ḳ⣽Ə榀㸖Ḕ❲傈䲥恟ETF恫⏖僤㉦㒻ᷲ志栴⣽䉠
㭱梏暑˛
•

Ḕ䬰ⷩ‣⅓⏟梏暑 – 䛟⯴㖣ⷩ‣廪檿䙫⅓⏟俳姧ƏḔ䬰ⷩ‣⅓⏟䙫傈䥏㴨⊼『䛟⯴
廪ἵƏ傈⃠㳉⊼ẍᷧ刓廪⤎Ə✏ᷴ∐䙫┭㥔ㇽ䵺㿆⽉⋉ᷲƏ㛛㗺⎾∗⽘柦˛⛇㭋Ə
怀⯴榀㸖Ḕ❲傈䲥恟ETF岮䔉㷏‣䙫⽘柦䧲⺍奨⤎㖣悊Ẃ㉼岮㖣ⷩ‣廪檿䙫⅓⏟Ḳ
傈䥏䙫悊Ẃ⟡憸˛㭋⣽ƏḔ䬰ⷩ‣⅓⏟䙫䔉⒨⤁K『态⸟ἵ㖣檿ⷩ‣⅓⏟Ə⾅俳㛛
㗺⎾凮⅝䔉⒨㛰旃䙫ᷴ∐ガ㲨䙫⽘柦˛⛇㭋ƏḔ䬰ⷩ‣⅓⏟䙫塏䏥㳉⊼廪⤎Ə弰俳
㛪⯴榀㸖Ḕ❲傈䲥恟ETF怇ㇷ⽘柦˛

•

ⷩ⠛暭Ḕ梏暑 – 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暭Ḕ㖣悊ẂḢ奨✏▕ᷧ✗⌧Ƌ⍚Ḕ⛲⤎晟⑳
榀㸖ƌ怙堳䵺䇆㴢⊼⑳㥔⋀䙫⅓⏟䙫嬰∟˛㈑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Ḕ䛋䲥
恟㋮㕟Ḕ䳫98.10%䙫㋮㕟傈Ụ⎾Ḕ⛲⤎晟⑳榀㸖䙫梏暑⽘柦Ə⅝Ḕ57.90%暭Ḕ㖣
Ḕ⛲⤎晟Ə40.90%暭Ḕ㖣榀㸖˛婙✗⌧䵺㿆䙣䔆ỢἼᷴ∐孱⋽Ə✮⯮⯴榀㸖Ḕ❲傈
䲥恟ETF䔉䔆ᷴ∐⽘柦˛⛇㭋Ə榀㸖Ḕ❲傈䲥恟ETF⏖僤杉减㛛檿䙫⃠㠣㳉⊼『Ə
ḍ㛛⮠㗺⎾∗⽘柦婙✗⌧䙫ᷴ∐䵺㿆˚ⷩ⠛˚㔦㲢ㇽ䛊䮈Ṳờ䙫塄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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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㴥梏暑 – 䳬∐⇭㴥ḍ䄈ῄ嬰Ə䔘⟡憸䵺䏭愳ガ㱡⮁˛⛇㭋Ə⍚ὦḔ嬰榀㸖Ḕ䛋
䲥恟㋮㕟䙫ㇷ⇭嬰∟㛰䳬∐⇭㴥Ə㉼岮俬ẍ⏖僤ᷴ㛪㔝∗榀㸖檿ざ傈ETF䙫ỢἼ
䳬∐˛



㇅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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䙫恟㨊㖠㲼/奶∮ㇽ䷏壤ㇽ姯䭾䙣䔆孱㛛Əㇽ俬䛟旃㋮㕟䙫䛕㨀ㇽ䉠⾜䙣䔆孱㛛ƌ˛䙣䔆凮
ỢἼ䛟旃㋮㕟㛰旃䙫ỢἼ憴⤎Ṳờ⽳Ə⟡憸䵺䏭ㆰ✏⏖堳䮫⛴ⅎ⿒态䟌▕ἴ㋨㛰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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ㇷẋ憸栴⑳㗌✮两ⷩ‣恟㒮䙫Ḕ䛋嬰∟䙫塏䏥˛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㖣2011⹛4㛯28㗌㎏
⇡Ə⟡㗌䂡2004⹛12㛯31㗌˛
Ḕ嬰㋮㕟㛰昷⅓⏟㘖ᷧ⮝䔘ᷱ㵞嬰∟ẋ㗺㈧⑳㷘✚嬰∟ẋ㗺㈧⅘⏳ㇷ䪲䙫⯯㥔㋮㕟㛴⋀
⅓⏟Ə㎷ᾂ凮嬰∟㋮㕟䛟旃䙫㛴⋀˛Ḕ嬰㋮㕟㛰昷⅓⏟䍏䪲㖣⟡憸䵺䏭⎱⅝旃怊ạ⣒˛
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䔘Ḕ嬰㋮㕟㛰昷⅓⏟姯䭾˛Ἥ㘖ƏḔ嬰㋮㕟㛰昷⅓⏟⑳偖ẋ㈧✮ᷴⰘ
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㒻ỢἼ岓ỢƋ䄈媽㘖䕶岓Ợ恫㘖⅝ẽ岓
ỢƌƏẍ㱹㛰侐⋀⯮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ὃ⇡态䟌˛䛟旃㋮㕟Ḕ䙫
ᷧ⇮䟌嬿䔉㫱Ọ⎱⅝ㇷ⇭嬰∟⏴▕✮㭟Ḕ嬰㋮㕟㛰昷⅓⏟㈧㛰˛Ḕ嬰㋮㕟㛰昷⅓⏟ㇽ偖
ẋ㈧✮㱹㛰ỌỢἼ㖠婴娘˚⇡┕˚ῄ喍ㇽ㎏Ẳ榀㸖Ḕ❲傈䲥恟ETF˛偖ẋ㈧ㇽḔ嬰㋮㕟
㛰昷⅓⏟✮㱹㛰Ⱈὦ䔏䛟旃㋮㕟㈧⎽⽾䙫䴷㞃ὃ⇡ỢἼ㗵䤡ㇽ溿䤡䙫ῄ嬰ㇽ晚志˛
ᷲ㕮⯴㈑凚㜓䫇䧲⇱䙣Ḳ㗌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㜓岮㖀˚恟㨊㨀㹽˚恟㨊㖠㲼⑳䶔 ㋨
ὃᷧ㥩志˛Ḕ嬰㋮㕟㛰昷⅓⏟ㇽ㛪ᷴ㘩姩婙䬰岮㖀Ə㉼岮俬✏ὃ⇡㉼岮㱡⮁Ḳ∴ㆰ娑
┶Ḕ嬰㋮㕟㛰昷⅓⏟䶙䫀Ƌwww.csindex.com.cnƌ㟌婉婙䬰岮㖀䙫㛧㖗䈯㜓˛
⚸㗪宅㑗
㇅㐶ᶡ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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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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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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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䠦ᶡ䝺





ノ佟⋋䣯

圊㠫

㪒悋濑%濒

1.

1988.HK

Ḕ⛲㯸䔆执堳傈Ụ㛰昷⅓⏟

憸坴㥔

3.26

2.

0358.HK

㱆奦扬㥔傈Ụ㛰昷⅓⏟

㜷㖀㥔

2.74

3.

3323.HK

Ḕ⛲⻡㜷傈Ụ㛰昷⅓⏟

㜷㖀㥔

2.66

4.

0142.HK

䬓ᷧ⤑⹚㳲㛰昷⅓⏟

棆⒨

2.35

5.

2883.HK

Ḕ㵞㲠䔗㛴⋀傈Ụ㛰昷⅓⏟

僤㹷

2.10

6.

2899.HK

䴒憸䤍㥔暭⛿傈Ụ㛰昷⅓⏟

㜷㖀㥔

2.07

7.

0014.HK

ⷳㄵ凯㥔㛰昷⅓⏟

憸坴㥔

2.00

8.

2688.HK

㖗⥎僤㹷㎎傈㛰昷⅓⏟

僤㹷

1.91

9.

2238.HK

⻊ⷅ㱤庱暭⛿傈Ụ㛰昷⅓⏟

杅㠟⾪㵯岢

1.80

10.

0902.HK

取僤⛲暂曢⊂傈Ụ㛰昷⅓⏟

僤㹷

1.77

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ㇷ⇭傈㷬▕⎱⅝ẽ㋮㕟䛟旃岮㖀ㇽᷴ㘩㛛㖗Ə婚奲Ḕ嬰⅓⏟䶙䫀
Ƌwww.csindex.com.cnƌ˛
㈑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ㇷ⇭傈㋰⅝㉼岮㈧✏⛲⮝✗⌧≪⇭䙫㗵䴗⎱
⅝⏫凑䙫㫱憴⥩ᷲ㈧⇾Ɲ
⛲⮝✗⌧⏴䨘 㫱憴(%)
併⛲1.2
Ḕ⛲ 57.9
榀㸖
40.9
⏯姯100.00
㇅㐶άḆ
㛰旃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岮姱忶怵巖忶䤥Ƌ巖忶Ị噆ƝCSIH1120ƌ⑳⽔⍁Ƌ⽔⍁Ị噆Ɲ



CSIH11120ƌ岈䵺㖗偅䳢䵘⍚㘩⅏䏪⠘⯵✏榀㸖⡪ⅎ⑳⡪⣽⻊䂡ₚἯ˛
㇅㐶弶㣡㑷㮓
㋮㕟㨊㜓䩡敺
⏯岮㠣ㇷ⇭傈㨊㜓䩡敺⋬㋓䬍⏯ᷲ㕮㈧⇾⏫柬㢄ờ䙫嬰∟˛



•

✏偖ẋ㈧ƋḢ㝦ㇽ≜㥔㝦ƌᷱⷩ᷻Ọ榀㸖䂡Ḣ奨ᷱⷩ✗䙫㙕态傈Ọ⎱REITƞ

•

✏怵⎢ᷧ⹛墶嬰∟ᷱⷩẋ㗺㘩敺嵬怵ᷰῲ㛯Ə晋杅婙嬰∟ᷱⷩỌὭ㗌✮榀㸖两ⷩ‣
✏⅏惏榀㸖ⷩ⠛嬰∟Ḕ㍹✏∴10ἴƞ

•
•

嬰∟✏怵⎢ᷧ⹛㗌✮㔝ⷩ⃠ᷴ⯶㖣0.1㸖Kƞ
⥩㞃嬰∟怵⎢ᷧ⹛㗌✮㔝ⷩ⃠ᷴ⯶㖣0.1㸖KἭ⯶㖣0.5㸖KƏ∮婙嬰∟㛧徸⹛⺍⠘
㮶傈㔝䚱ᷴ⽾䂡岇㕟ƞ

•
•

嬰∟㛧徸ᷰῲ㛯㗌✮㏂㈲䍮ᷴ⯶㖣0.1ƈƞ⎱
嬰∟ᷴⱓ㖣㋮㕟嫕婉⦻Ⓢ㛪Ƌ㛛⤁Ὲざ媲⎪斘ᷲ㕮Ą㋮㕟嫕婉⦻Ⓢ㛪ąᷧ䮧ƌ婴⮁
䙫ㆰ婙∻晋䙫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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ㇷ⇭傈恟㒮
⏯岮㠣傈䥏㋰ᷲ⇾㨀㹽㋸恟Ɲ


(1)

⯴㨊㜓䩡敺⅏惏嬰∟✏㛧徸ᷧ⹛Ƌ⯴㖣㖗䙣傈Ə∮䂡⅝楽㬈ᷱⷩỌὭ䙫㘩敺ƌ䙫㗌
✮ㇷẋ憸栴怙堳姯䭾ƞ

(2)

㋰㛧徸ᷧ⹛䙫㗌✮ㇷẋ憸栴⯴怀Ẃ嬰∟䔘檿∗ἵ㍹⏴Ə∻晋㍹⏴⽳50%䙫嬰∟ƞ

(3)

⯴≐棿嬰∟㛧徸ᷧ⹛Ƌ⯴㖣㖗䙣傈Ə∮䂡⅝楽㬈ᷱⷩỌὭ䙫㘩敺ƌ䙫㗌✮ⷩ⠛两ⷩ
‣怙堳姯䭾ƞ

(4)

⯴≐棿嬰∟㋰䅎㛧徸ᷧ⹛㗌✮ⷩ⠛两ⷩ‣䔘檿∗ἵ怙堳㍹⏴Ə∻晋㍹⏴⽳50%䙫嬰∟ƞ

(5)

⯴≐棿嬰∟㋰䅎㛧徸ᷧ⹛㗌✮ⷩ⠛两ⷩ‣䔘檿∗ἵ怙堳㍹⏴Ə㋸恟㍹⏴101ăă200







䙫嬰∟ὃ䂡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ㇷ⇭傈˛
㇅㐶妬夠⢒⎟㗁

㋮㕟嫕婉⦻Ⓢ㛪㘖䔘Ḕ嬰娔䪲䙫ᷧῲ⦻Ⓢ㛪Ə䔘⅏䏪岮䔉䮈䏭堳㥔ⅎ檿岮㭞˚䵺樾尷 ⮳
ḍ✏㋮㕟娔䪲˚㋮㕟⋽⑳ⷩ⠛䟻䩝㖠杉⅞㛰⯯敞䙫⯯⮝⑳⯯㥔ạⓈ䴫ㇷ˛㋮㕟嫕婉⦻Ⓢ
㛪岇岓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恟㨊㖠㲼䙫娼˚⒏婉⑳⯐㟌ƏⰘ怲䇆┶栳㎷ᾂ⒏婉ヶ
奲Əḍ䢡ῄ⯴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Ọ⅓ℨ⏯䏭䙫䮈䏭˛㋮㕟嫕婉⦻Ⓢ㛪⮁㜆敲㛪⯐㟌Ḕ
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ㇷ⇭傈ƏỌ䢡ῄ⯮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ㇷ⇭傈Ḕ㈧⋬␒䙫墒好䂡ᷴ 恐䕝
䙫嬰∟∻晋✏⣽˛㋮㕟嫕婉⦻Ⓢ㛪䍏䪲㖣⟡憸䵺䏭⎱⅝旃怊ạ⣒˛

✏娼⮁㘖␍ㆰ⯮ᷧ䉠⮁ㇷỤ傈∻晋✏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Ḳ⣽㘩Ə㋮㕟嫕婉⦻Ⓢ㛪⯮俪ㅕ
ᷧ䳢⇾⟡㜓ῈざƏὲ⥩ẋ㗺㕟㓁˚䉠⮁ㇷỤ傈䙫岈⋀㕟㓁Ọ⎱䛟旃䛊䮈⅓Ə⋬㋓Ἥᷴ
昷㖣⅝㗌✮ㇷẋ憸栴˚㗌✮两ⷩ‣˚㗌✮㔝ⷩ⃠˚㮶傈㔝䚱⑳ⷙ⇭㴥䳬∐栴䬰˛㭋䬰⮁
㜆⯐㠟㩆壤䢡ῄ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㈧⋬␒䙫ㇷỤ傈㻦嶚㋮㕟㨊㜓䩡敺Ḕ奶⮁䙫䛟旃㢄
ờƏ᷻㭋䬰怵䧲㘖Ọ奶∮䂡⟡䣵ḍ⊇Ọ⮉妧姯䭾䙫˛
㇅㐶壆䩕



䛟旃㋮㕟㎈䔏㴥娘⊇㫱䶃⏯⃠㠣㋮㕟⅓怙堳姯䭾Ə姯䭾⅓⥩ᷲƝ



⠘㜆㋮㕟=







⠘㜆ㇷ⇭傈䙫媦㕛ⷩ‣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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⅝ḔƏ媦㕛ⷩ‣Ơ∑ ( 傈⃠Ŀ媦㕛傈㜓㕟Ŀ㫱憴ᷱ昷⛇⬷Ŀ⌖䍮)˛媦㕛傈㜓㕟㎈䔏
⇭䴁杇㩻䙫㖠㲼⎽⽾˛㫱憴ᷱ昷⛇⬷Ẳ㖣0⑳1Ḳ敺Ə㖣⯐㠟㋮㕟Ḳ㘩ὦ䔏˛
⇭䴁杇㩻㖠㲼⥩ᷲ塏㈧䤡Ɲ
凑䔘㴨态㮻
≤10
ὲƋ%ƌ
⊇㫱㮻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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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Ə㞷嬰∟凑䔘㴨态㮻ὲƋ凑䔘㴨态ⷩ‣/两ⷩ‣ƌ䂡7%Ƌἵ㖣10%ƌƏ∮⅝⊇㫱㮻ὲ
䬰㖣⅝凑䔘㴨态㮻ὲ˛俳凑䔘㴨态㮻ὲ䂡35%䙫嬰∟∮ⱓ㖣(30Ə40]ᷧ㩻Ə䛟ㆰ䙫⊇㫱㮻
ὲ䂡40%Ə⍚两傈㜓䙫40%䔏㖣㋮㕟姯䭾˛凑䔘㴨态㮻ὲ㘖㋮⅓⏟两傈㜓Ḕ∻晋Ọᷲ⟡
㜓ᷴ㴨态䙫傈Ụ⽳䙫傈㜓㮻ὲƝ(a)⅓⏟≜⻡俬˚⮝㖶⑳檿䴁䮈䏭俬敞㜆㋨㛰䙫傈Ụƞ(b)
⛲㛰傈ƞ(c)㈗䕌㉼岮俬㋨傈ƞ(d)↴䴷傈Ụƞ(e)⎾昷䙫Ⓢⷌ㋨傈ƞ⎱(f)ẋ⎰㋨傈˛
35

⇭䉅
⌖䍮䂡㹖㣕巖忶䶃⏯⠘⃠Ḕ敺⃠˛


㇅㐶Ậ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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⅓⥩ᷲƝ

晋㕟㭊∴䙫媦㕛ⷩ‣⎆晋㕟 晋㕟㭊⽳䙫媦㕛ⷩ‣㖗晋㕟 ⅝ḔƏ˥晋㕟㭊⽳䙫
媦㕛ⷩ‣˦Ơ晋㕟㭊∴䙫媦㕛ⷩ‣㖗⢅Ƌ㸂ƌ媦㕛ⷩ‣˛䔘㭋⅓⽾⇡㖗晋㕟Ƌ⍚
㭊⽳䙫晋㕟Ə⎯䨘㖗⟡㜆ƌƏḍ㓁㭋姯䭾Ḕ嬰榀㸖Ḕ䛋䲥恟˛

曧⯴Ḕ嬰榀㸖Ḕ䛋䲥恟怙堳㭊䙫ガ⽉⋬㋓ᷲ⇾⏫柬Ɲ

D

晋㫱Ɲ⇈㛰ㇷỤ傈忨傈ㇽ愴傈Ə✏忨傈ㇽ愴傈Ḳ㗌∴⯴Ḕ嬰榀㸖Ḕ䛋䲥恟 ὃ⇡媦
㕛ƞ晋㕟㭊⽳䙫媦㕛ⷩ‣Ơ晋㫱⠘⃠×晋㫱⽳ẋ㗺䙫傈Ụ㕟晋㕟 㭊∴䙫媦㕛
ⷩ‣Ƌᷴ⋬㋓晋㫱傈Ụƌƞ


E

⁃䈳Ɲ䕝㞷ᷧㇷỤ傈⁃䈳㘩Ə⎽⅝㛧⽳ẋ㗺⃠姯䭾Ḕ嬰榀㸖Ḕ䛋䲥恟Ə䛛凚⾐䈳ƞ

F

⢅䙣˚㫱嬰堳ὦ䬰⅝ẽ⅓⏟ṲờƝ



L

⥩ㇷỤ傈䙫乴姯孱⊼总∗Ọᷱ㘩Ə㖣孱⊼䙫∴ᷧ⤐⯴Ḕ嬰榀㸖Ḕ䛋䲥
恟ὃ⇡媦㕛ƞ媦㕛⽳䙫媦㕛ⷩ‣ 㔝ⷩ⃠[孱⊼Ḳ⽳㈧媦㕛䙫傈Ụ㕟ƞ


LL 

⥩ㇷỤ傈䙫乴姯孱⊼㜑总∗㘩Ə㖣ᷲ㬈⮁㜆⯐㠟㘩⯴Ḕ嬰榀㸖Ḕ䛋䲥
恟ὃ⇡媦㕛ƞỌ⎱


G

䕝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ㇷỤ傈⏴▕䙣䔆⮁㜆媦㕛ㇽ减㘩媦㕛㘩Ə㖣媦㕛䔆㔯㗌∴⯴
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ὃ⇡媦㕛˛



⫋ノ佟䕂好㐲
⯴ㇷ⇭傈䙫⮁㜆媦㕛
㮶⹛⅐㬈⇭∌㖣⅔㛯Ụ⑳⌨ṳ㛯Ụ⯴Ḕ嬰榀㸖Ḕ䛋䲥恟怙堳⮁㜆⯐㠟凮媦㕛Ə婙䬰媦㕛⇭∌
㖣㮶⹛⅔㛯Ụ⑳⌨ṳ㛯Ụ䙫䬓ṳῲ㘆㜆ṻ㔝ⷩ⽳䙫ᷲᷧῲẋ㗺㗌䔆㔯˛




㎈䔏⥩ᷲ䷐塄⌧奶∮Ɲ
(a)

㨊㜓䩡敺ⅎ㍹⏴✏81⏴凚220⏴Ḳ敺䙫俨㨊㜓ℑℯῄ䕀✏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㕟㨊
㜓䩡敺ⅎƞ

(b)

勌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棿ㇷ⇭傈㕟䛕嵬怵100ῲƏ∮⯮㍹⏴杇⽳䙫俨ㇷ⇭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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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Ə䛛凚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ㇷ⇭傈㕟䛕䂡100ῲƞ⎱



勌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棿ㇷ⇭傈㕟䛕⯸㖣100ῲƏ∮⯮㍹⏴杇∴䙫杅俨㨊㜓嬰∟
䳴⅌ὃ䂡ㇷ⇭傈ƋἭ✏ỢἼガ㲨ᷲ婙䬰嬰∟✏㨊㜓䩡敺䙫㍹⏴ᷴ⽾ἵ㖣101ƌƏ䛛
凚Ḕ嬰榀㸖Ḕ䛋䲥恟ㇷ⇭傈㕟䛕䂡100ῲ˛

(c)


减㘩媦㕛

㭋⣽Ə䕝ㇷ⇭傈⅓⏟㛰䉠㭱ガ㲨䙣䔆㘩Ə⯮⯴Ḕ嬰榀㸖Ḕ䛋䲥恟怙堳减㘩媦㕛˛

(a) 㔝峣⏯

⥩㞃⏯⽳䙫⅓⏟䬍⏯㨊㜓䩡敺䙫岮㠣Ə⏯⽳䙫⅓⏟䙫傈䥏⯮⊇⅌Ḕ嬰榀㸖Ḕ
䛋䲥恟˛⅝⟡㜓杉媦㕛⛇⬷Ə⍚⏯⽳⅓⏟䙫⟡㜓㫱憴晋Ọ凑䔘㴨态ⷩ‣ ㈧⽾Ḳ
‣Ə⯮憴㖗姯䭾ƏỌὦ㖗⅓⏟䙫㉼岮㫱憴䬰㖣⎪凮⏯䙫⯍檻䙫㉼岮㫱憴两⑳˛
䔘㭋䔉䔆䙫Ḕ嬰榀㸖Ḕ䛋䲥恟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漱˛



⥩㞃ㇷ⇭傈⅓⏟墒杅ㇷ⇭傈⅓⏟Ọ傈Ụㇽ俬傈Ụ⊇䏥憸䙫⽉㔝峣Ə⏯⽳䙫ㇷ
⇭傈㖗 ⅓⏟勌䬍⏯㨊㜓䩡敺䙫岮㠣Ə⯮㛦Ị⎆Ὥ䙫ㇷ⇭傈⅓⏟˛㖗ㇷ⇭傈⅓⏟䙫
⟡㜓杉媦㕛⛇ ⬷⯮㛪憴㖗姯䭾ƏỌὦ⅝㉼岮㫱憴䬰㖣⎆Ὥ䙫ㇷ⇭傈⅓⏟䙫㉼岮㫱
憴˛



勌ㇷ⇭傈⅓⏟墒杅ㇷ⇭傈⅓⏟Ọ䏥憸㔝峣Ə∮⎆Ὥ䙫ㇷ⇭傈⅓⏟⯮㛪⾅Ḕ嬰榀㸖
Ḕ䛋䲥恟Ḕ∑晋Ə䔘㭋䔉䔆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漱˛

(b)


⇭㊭
勌㞷ㇷ⇭傈⅓⏟⇭㊭䂡⅐ῲㇽ⤁ῲ䍏䪲⯍檻Ə俳㈧㛰婙䬰⯍檻✮䬍⏯㨊㜓䩡敺䙫
岮㠣Ə悊溤㈧㛰婙䬰⯍檻Ẵ䄝ῄ䕀✏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Ḕ˛⯮㎈䔏䛟⏳䙫⟡㜓杉
媦㕛⛇⬷姯䭾⏫敺㖗䙫⅓⏟䙫㉼岮㫱憴ƏỌὦ婙䬰㖗⅓⏟䙫㉼岮㫱憴Ḳ⑳䬰㖣⎆
Ὥ䙫ㇷ⇭傈⅓⏟䙫㉼岮㫱憴˛


(c)


晋䈳䬰
䕝ㇷ⇭傈⅓⏟墒晋䈳ㇽ㛰ạ⯴⅝ⰼ敲䠛䔉䧲㘩Ə⯮㛪✏⯍暂⏖堳䙫ガ㲨ᷲ⿒
㉱婙⅓⏟⾅Ḕ嬰榀㸖Ḕ䛋䲥恟Ḕ∻晋˛䔘㭋䔉䔆䙫䩡伡⯮✏ᷲ㬈⮁㜆媦㕛㘩壃
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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榀㸖50 ETF
᳹堿宅㑗
ᷲ塏€䂡榀㸖50 ETF䙫Ḣ奨岮㖀Ḳ㥩奨Əㆰ凮㜓䫇䧲⅏㕮ᷧ斘孧˛




㉼岮桅❲

ẋ㗺㈧岞峊⟡憸Ƌ˥ETF˦ƌ

䛟旃㋮㕟

㋮㕟Ɲ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
㎏⇡㗌㜆Ɲ2010⹛6㛯2㗌
⟡㗌Ɲ2004⹛12㛯31㗌
ㇷ⇭傈㕟䛕Ɲ50
㋮㕟⟡䣵岏⹊Ɲ㸖K

ᷱⷩ㗌㜆

2012⹛2㛯15㗌

ᷱⷩẋ㗺㈧

偖ẋ㈧-Ḣ㝦

傈ỤỊ噆

3098

㮶㈲岞峊▕ἴ㕟䛕

100ῲ⟡憸▕ἴ

⟡䣵岏⹊

㸖KƋHK$ƌ

ẋ㗺岏⹊

㸖KƋHK$ƌ

㴥ざ

䔘⟡憸䵺䏭愳ガ㮶⹛㴥ざƋ⥩㛰ƌƏᷧ刓
✏12㛯Ụㇽ∴⽳

⎪凮嬰∟┭⢅娔/峽⛅䙫䔚媲▕ἴ䙫㕟䛕

㛧⯸500,000ῲ⟡憸▕ἴƋㇽ⅝ῴ㕟ƌ

忶怵⎪凮嬰∟┭⏖㎈䔏䙫⢅娔ㇽ峽⛅㖠㲼

⯍䉐Əㇽ俬䏥憸Ƌ䔘⟡憸䵺䏭㋰⅝䴼⯴愳
ガ㫱䢡⮁ƌ

ẋ㗺㘩昷

䛟旃ẋ㗺㗌ᷲ⌯3滅45⇭Əㇽ俬⟡憸䵺䏭ᷴ
㘩䢡⮁䙫⅝ẽ㘩敺

⏫㖠

⟡憸䵺䏭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

⎾姾ạ˚姾䮈ạ⎱⏴ⅱῄ䮈ạ 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
ℳ㏂Ị䏭ạ

榀㸖嬰∟ℳ㏂Ị䏭㛴⋀㛰昷⅓⏟

⎪凮嬰∟┭

• 卞嘔执堳䴷䭾 (榀㸖) 㛰昷⅓⏟
• ⷛℲ叱执堳㛰昷⅓⏟
• 凛⮳嬰∟㛰昷⅓⏟
• 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 檿䛂ẅ㴙嬰∟㛰昷⅓⏟
•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 併㝾恇㝘㛰昷⅓⏟
•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凮嬰∟┭ԓ⨶Ӫ

劘㖾执堳Ƌ㒻Ợ劘㖾䒗䏪憸坴ẅ㴙㛰昷⅓⏟
䙫Ị䏭ạ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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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危⮝

•
•
•
•
•

⾞⛲┭㥔执堳
䑅⣒Ὲ岟嬰∟Ƌ榀㸖ƌ㛰昷⅓⏟
併㝾恇㝘㛰昷⅓⏟
弄䪲嬰∟Ƌ榀㸖ƌ㛰昷⅓⏟
䑅执嬰∟榀㸖㛰昷⅓⏟

䮈䏭岢

㮶⹛岮䔉㷏‣䙫0.55%Ƌ㋰㗌姯䭾ƌ

姯两敲㔖㮻䍮*

㮶⹛岮䔉㷏‣䙫1.69%Ƌ2013岈㔦⹛⺍⋬㋓
ᷱ志䙫䮈䏭岢⑳㈧㛰䛛㎌岢䔏ƌ

㉼岮䬽䕌

Ḣ奨㎈䔏壮壤䬽䕌˛⟡憸䵺䏭Ṇ⏖
㎈䔏Ị塏『㊤㨊䬽䕌

岈㔦⹛⺍䴩䴷㗌

12㛯31㗌

䶙䫀

⟡憸䵺䏭䶙䫀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姯两敲㔖㮻䍮ᷴỊ塏榀㸖50 ETF䙫姯忤帑媋ⷕƏẍᷴ⋬㋓榀㸖50 ETF㉦㒻䙫⏖孱⑳
杅䵺⸟『柬䛕Ƌ⥩㛰ƌ˛





榀㸖50 ETF䙫䴷㦲Ɲ
ᷲ⛽䰈志榀㸖50 ETF䙫䴷㦲Ɲ
ᙼਜ਼થয
قથಘ(7)੦স
ᙼਜ਼ك

੦সᴇ৶
রᚷৱ㥞ଵ৶
قಘكથਁఘ











ਭযG



ಘ(7)

㾸ᾙਃଡਦസਜقᕐ࿚ك
થਁఘ

ᤔᅐ㭨ጿઐਚ
ᇏᾁଊਰ
قᓌ੦সᴇ৶㦺ᝧ
ጚੲ᧣*كਠসᅶਠস
ಉᖦ






*

⢅娔⑳峽⛅⟡憸▕ἴ态⸟⯮Ọ˥⯍䉐˦㖠怙堳˛⢅娔⑳峽⛅⟡憸▕ἴ€✏㛰昷䙫ガ㲨
ᷲ㈴⏖㋰⟡憸䵺䏭䙫愳ガ㫱Ọ䏥憸怙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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ㅓ宅䖬㣗⊈䨔䐣
榀㸖50 ETF㘖ˣ⭯∮ˤ䬓8.6㢄⑳昫拫I柬ᷲ✏ẋ㗺㈧岞峊䙫ᷧ暢㋮㕟忤帑⟡憸Ə㗏✏忤
帑䛟旃㋮㕟Ƌ⍚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ƌ䙫塏䏥˛
䂡⯍䏥㉼岮䛕㨀Ə榀㸖50 ETF⟡㜓ᷱ㓓㎈䔏壮壤䬽䕌Ə忤帑㛰旃䙫䛟旃㋮㕟䙫塏䏥˛榀
㸖50 ETF⯮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凛ᷱ䙫㈧㛰㋮㕟傈ỤƏ俳㈧Ἳ㮻憴Ƌ⍚㮻ὲƌ
凮婙䬰㋮㕟傈Ụ✏㛰旃䙫䛟旃㋮㕟Ḕ㈧Ἳ㮻憴⤎凛䛟⏳˛
䕝㎈䔏壮壤䬽䕌孱䂡㬇伡㔯䍮ㇽ⯍暂ᷴ⏖堳㘩Əㇽ⟡憸䵺䏭⏍堳堳ὦ⅝愳ガ㫱㘩Ə榀㸖







50 ETF⏖恟䔏Ị塏『㊤㨊䬽䕌Ə䛛㎌㉼岮㖣㛰旃䙫䛟旃㋮㕟Ḳ㋮㕟傈Ụ䙫Ị塏『㊤㨊˛
俳㖣㎈䔏㜓䬽䕌⽳Ə榀㸖50 ETFᷴᷧ⮁僤㋨㛰㛰旃䙫䛟旃㋮㕟䙫㈧㛰㋮㕟傈ỤƏ俳⟡憸
䵺䏭⏖⯮㞷Ẃ㋮㕟傈Ụ㮻憴⢅⊇Ə㮻㛰旃䙫㋮㕟傈Ụ⏫凑✏㛰旃䙫䛟旃㋮㕟㈧Ἳ䙫㮻憴
䂡檿ƏἭ㢄ờ㘖ỢἼ㋮㕟傈Ụ䙫㛧檿栴⣽㮻憴⯮ᷴ嵬怵䙥⇭Ḳ⛂Ƌ4%ƌƏㇽ⯮ᷴ嵬怵⟡
憸䵺䏭✏嫕婉嬰䛊㛪Ḳ⽳憷⮁䙫⅝ẽ䙥⇭㮻˛榀㸖50 ETF⏖✏⟡憸䵺䏭婴䂡恐䕝䙫ガ㲨
ᷲ㉼岮㖣✏偖ẋ㈧ᷱⷩ䙫杅㋮㕟傈Ụ˛勌榀㸖50 ETF㛰ỢἼᷴ恜⭯怀ῲ昷栴䙫ガ㲨Ə
⟡憸䵺䏭ㆰ恐㘩⏸嬰䛊㛪⠘˛榀㸖50 ETF䙫⹛⺍⠘⑳⌱⹛⺍⠘ẍㆰ㊒朙㜆ⅎ婙ῲ
昷栴㘖␍ⷙ⽾∗恜⭯˛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ƏỌ⅝婴䂡恐䕝䙫栢⮭㬈㕟Ə✏壮壤䬽䕌⑳Ị塏『㊤㨊䬽䕌
Ḳ敺怙堳弰㏂Ə䂡㉼岮俬䙫∐䚱Ə䛈⏖僤䶱岣忤帑㛰旃䙫䛟旃㋮㕟ƏỌ⯍䏥榀㸖50 ETF
䙫㉼岮䛕㨀Ə俳䄈柯Ṳℯ态䟌㉼岮俬˛Ἥ㉼岮俬ㆰ㳏ヶƏ㎈䔏Ị塏『㊤㨊䬽䕌㵰⎱勌 ⹙
昫⊇梏暑ƏⰋ⅝㘖✏弰㏂㘩⏖僤⢅⊇忤帑媋ⷕƏḍ⏖僤⢅⊇ᷧ刓䙫忤帑媋ⷕ˛㉼岮俬 ㆰ
ẻ䴗斘孧ᷲ㕮˥梏暑⛇䴇˦ᷧ䮧˛
ᷴ僤ῄ嬰榀㸖50 ETF⯮总∗⅝㉼岮䛕㨀˛榀㸖50 ETFᷴ㈺䭾䂡⯴㱽ㇽ㉼岮䛕䙫俳㉼岮㖣
憸坴場䔆ⷌ⅞˚㜆岏⏯䳫˚㜆岏⏯䳫㜆㫱˚㜆㫱⑳㍰㜆ㇽ俬㜓⹊⑳⣽⹊⌖䍮⏯䳫˛榀㸖
50 ETFᷴ㈺䭾䛛㎌ㇽ敺㎌㉦㒻Ḕ⛲A傈ㇽB傈䙫梏暑Ə⛇䂡䛟旃㋮㕟ᷴ⋬␒Ḕ⛲A傈ㇽB
傈傈Ụ˛



䄷⩘杦敨





晋ᷲ㕮˥梏暑⛇䴇˦ᷧ䮧㈧志ᷧ刓梏暑Ḳ⣽Ə榀㸖50 ETF恫⏖僤㉦㒻ᷲ志栴⣽䉠㭱梏暑˛
•

ⷩ⠛暭Ḕ梏暑 –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暭Ḕ㖣悊ẂḢ奨✏▕ᷧ✗⌧Ƌ⍚Ḕ⛲
⤎晟⑳榀㸖ƌ怙堳䵺䇆㴢⊼⑳㥔⋀䙫⅓⏟䙫嬰∟˛㈑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抚
偖榀㸖⟡㜓杉50㋮㕟Ḕ䳫90.80%䙫㋮㕟傈Ụ⎾Ḕ⛲⤎晟⑳榀㸖䙫梏暑⽘柦Ə⅝Ḕ
45.70%暭Ḕ㖣Ḕ⛲⤎晟Ə45.10%暭Ḕ㖣榀㸖˛婙✗⌧䵺㿆䙣䔆ỢἼᷴ∐孱⋽Ə✮
⯮⯴榀㸖50 ETF䔉䔆ᷴ∐⽘柦˛⛇㭋Ə榀㸖50 ETF⏖僤杉减㛛檿䙫⃠㠣㳉⊼『Ə
ḍ㛛⮠㗺⎾∗⽘柦婙✗⌧䙫ᷴ∐䵺㿆˚ⷩ⠛˚㔦㲢ㇽ䛊䮈Ṳờ䙫塄㒱˛

•

⇭㴥梏暑 – 䳬∐⇭㴥ḍ䄈ῄ嬰Ə䔘⟡憸䵺䏭愳ガ㱡⮁˛⛇㭋Ə⍚ὦḔ嬰抚偖榀㸖
⟡㜓杉50㋮㕟䙫ㇷ⇭嬰∟㛰䳬∐⇭㴥Ə㉼岮俬ẍ⏖僤ᷴ㛪㔝∗榀㸖50 ETF䙫ỢἼ
䳬∐˛





㇅㐶


榀㸖50 ETF䙫䛟旃㋮㕟Ə⍚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Ə㘖ᷧῲ⤁K⋽㋮㕟Ə䔘50暢ㇷ
⇭傈䴫ㇷƏ䔘Ḕ嬰㋮㕟㛰昷⅓⏟䷏壤⑳䮈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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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憸䵺䏭⯮Ⱈ⏖僤⽘柦ỢἼ䛟旃㋮㕟䙫⏖㎌⎾『䙫ỢἼṲờ⒏婉嬰䛊㛪Ƌὲ⥩Ə䛟旃㋮
㕟䙫恟㨊㖠㲼/ 奶∮ㇽ䷏壤ㇽ姯䭾䙣䔆孱㛛Əㇽ俬䛟旃㋮㕟䙫䛕㨀ㇽ䉠⾜䙣䔆孱㛛ƌ˛
䙣䔆凮ỢἼ䛟旃㋮㕟㛰旃䙫ỢἼ憴⤎Ṳờ⽳Ə⟡憸䵺䏭ㆰ✏⏖堳䮫⛴ⅎ⿒态䟌▕ἴ㋨
㛰ạ˛
Ჾ僪塍⩘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㕟Ƌ˥Ḕ嬰抚偖榀㸖⟡㜓杉˦ƌ䔘偖ẋ㈧ᷱ
ⷩ傈䥏Ḕ䵺㿆奶㨈㍹⏴∴䙫傈䥏䴫ㇷ˛Ḕ嬰抚偖榀㸖⟡㜓杉㘖ᷧ
暢Ọ⏴䂡˥抚偖⟡㜓杉㋮㕟Ƌ5$),ƌ˦䙫㖠㲼䂡⟡䣵䙫㋮㕟Ə䔘Ḕ嬰⑳抚偖岮䔉䮈
䏭㛰昷⅓⏟⅘⏳敲䙣˛Ḕ嬰抚偖 榀㸖⟡㜓杉㖣⹛㛯㗌㎏⇡Ə⟡㗌䂡⹛
㛯㗌˛

Ḕ嬰㘖ᷧ⮝䔘ᷱ㵞嬰∟ẋ㗺㈧⑳㷘✚嬰∟ẋ㗺㈧⅘⏳ㇷ䪲䙫⯯㥔㋮㕟㛴⋀⅓⏟Ə㎷ᾂ凮 嬰
∟㋮㕟䛟旃䙫㛴⋀˛

抚偖岮䔉䮈䏭㛰昷⅓⏟㘖⟡㜓杉㋮㕟Ƌ5$),®ƌ㖠㲼䙫䙣㗵ạ⎱⅝┭㨀㫱∐䙫㈧㛰ạ˛婙
㖠㲼䙫敲䙣㘖䂡ṭ懄⯴ₚ䵘Ọⷩ‣䂡⟡䣵䙫㋮㕟䬽䕌㈧怇ㇷ䴷㦲『㊽ἵ⛅⠘䙫䏥屈Ə婙 䬰
㋮㕟䬽䕌䳢䵘『✗⢅⊇‣怵檿䙫嬰∟䙫㮻憴Ə⏳㘩⎯㸂ἵ‣怵ἵ䙫嬰∟䙫㮻憴˛

Ḕ嬰⅓⏟⑳抚偖✮䍏䪲㖣⟡憸䵺䏭⎱⅝旃怊ạ⣒˛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䔘Ḕ嬰㋮㕟㛰昷⅓⏟姯䭾˛Ἥ㘖ƏḔ嬰㋮㕟㛰昷⅓⏟⑳偖ẋ㈧✮ᷴ
ⰘḔ嬰抚偖榀㸖⟡㜓杉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㒻ỢἼ岓ỢƋ䄈媽㘖䕶岓Ợ恫㘖⅝ẽ
岓ỢƌƏẍ㱹㛰侐⋀⯮Ḕ嬰抚偖榀㸖⟡㜓杉Ḕ䙫ỢἼ挖媋⏸ỢἼạὃ⇡态䟌˛

ᳫ娇慱伭桗㳭⚸㗪映50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䔘榀㸖ⷩ⠛ᷱ䵺㿆奶㨈㍹⏴∴ṻ⌨Ƌ50ƌ䙫傈䥏䴫ㇷƏ凮ₚ䵘䙫
ⷩ‣⊇㫱㋮㕟䙫⌧∌✏㖣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恟㒮⑳姯䭾⅝ㇷ⇭傈㘩㘖Ọ傈䥏䙫䵺
㿆奶㨈䂡⟡䣵䙫˛
怀㨊⁁䙫䴷㞃㘖㈺䠛ㇷ⇭傈䙫㮻憴凮傈⃠Ḳ敺䙫偖乒ƏỌὦ䵺㿆奶㨈廪⤎䙫ㇷ⇭傈䍙 ⇭
愴廪⤎䙫㮻憴Ə⾅俳㸂廼‣怵檿䙫ㇷ⇭傈Ἳ廪⤎㮻憴㈧怇ㇷ䙫岇杉㔯㞃Ƌ✏ὦ䔏ⷩ‣
⊇㫱㋮㕟㘩Ə怀䨕岇杉㔯㞃⽯㙕怴ƌ˛
䔘㖣ⷩ‣廪⤎䙫⅓⏟Ṇ㛪㒨㛰廪⤎䙫⟡㜓杉Ə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 僤⤇ῄ䕀ⷩ‣⊇㫱
㋮㕟䙫ℑ⋉Əὲ⥩㴨态『˚廪⤎䙫㉼岮僤⊂⑳⻊斱䙫㶜咲䮫⛴˛
傈䥏䙫䵺㿆奶㨈∮䔘⛂柬岈⋀㋮㨀塈憶Ə⍚䇆㥔㔝⅌˚䏥憸㴨憶˚⸚杉‣⑳㴥ざ˛搹㖣姯



䭾傈䥏䵺㿆奶㨈䙫⛂柬岈⋀㋮㨀ⱓ㖣⏖Ọ⅓敲䍙⽾䙫岮㖀ƏḔ嬰抚偖榀㸖⟡㜓杉
50㘖ᷧ柬忶㗵㋮㕟˛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⅝ẽ婚ガ⥩ᷲƝ



㇅㐶ᶡ䝺

H11110ƋHKDƌ

㉦₸㒣㗝

2010⹛6㛯2㗌

⚸㒣

2004⹛12㛯31㗌

⚸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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㭷⸜ℕ㚰ấ䘬䫔Ḵᾳ㗇㛇Ḽ㓞ⶪ⼴䘬ᶳᶨᾳ
Ṍ㖻㖍

㈑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暢ㇷ⇭傈⎱⅝⏫凑㈧Ἳ㮻憴⥩ᷲƝ



佟䠦ᶡ䝺





ノ佟⋋䣯

圊㠫

㪒悋濑%濒

1.

0941.HK

Ḕ⛲䧢⊼㛰昷⅓⏟

曢姱㛴⋀

10.17

2.

0005.HK

㻀尷㎎傈㛰昷⅓⏟

憸坴㥔

8.88

3.

0386.HK

Ḕ⛲䟚㲠⋽ⷌ傈Ụ㛰昷⅓⏟

僤㹷

7.30

4.

0939.HK

Ḕ⛲⻡娔执堳傈Ụ㛰昷⅓⏟

憸坴㥔

7.10

5.

0857.HK

Ḕ⛲䟚㲠⤐䄝㰊傈Ụ㛰昷⅓⏟

僤㹷

5.92

6.

1398.HK

Ḕ⛲ⷌ┭执堳傈Ụ㛰昷⅓⏟

憸坴㥔

5.13

7.

3988.HK

Ḕ⛲执堳傈Ụ㛰昷⅓⏟

憸坴㥔

4.44

8.

0013.HK

⑳姿溪➻㛰昷⅓⏟

ⷌ㥔

3.90

9.

0883.HK

Ḕ⛲㵞㳲䟚㲠㛰昷⅓⏟

僤㹷

3.51

10.

1299.HK

⎲悍ῄ暑㎎傈㛰昷⅓⏟

憸坴㥔

2.94

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ㇷ⇭傈⏴▕⎱⅝ẽ㋮㕟䛟旃岮㖀ㇽᷴ㘩㛛㖗Ə婚奲Ḕ嬰⅓⏟䶙䫀
Ƌwww.csindex.com.cnƌ˛
㈑凚2012⹛1㛯16㗌Ə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ㇷ⇭傈㋰⅝㉼岮㈧✏⛲⮝✗⌧≪⇭䙫㗵
䴗⎱⅝⏫凑䙫㫱憴⥩ᷲ㈧⇾Ɲ
⛲⮝✗⌧⏴䨘 㫱憴(%)
勘⛲9.0
Ḕ⛲ 45.7
榀㸖 45.1
㾚敧
0.2
⏯姯100.00
㇅㐶άḆ





㛰旃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岮姱忶怵巖忶䤥Ƌ巖忶Ị噆ƝCSIRAFIHK50ƌ⑳⽔⍁Ƌ⽔
⍁Ị噆ƝCSIH1110ƌ岈䵺㖗偅䳢䵘⍚㘩⅏䏪⠘⯵✏榀㸖⡪ⅎ⑳⡪⣽⻊䂡ₚἯ˛
㇅㐶弶㣡㑷㮓
㋮㕟㨊㜓䩡敺
⏯岮㠣ㇷ⇭傈㨊㜓䩡敺⋬㋓䬍⏯ᷲ㕮㈧⇾⏫柬㢄ờ䙫嬰∟Ɲ
•
•

✏偖ẋ㈧ƋḢ㝦ㇽ≜㥔㝦ƌᷱⷩ᷻Ọ榀㸖䂡Ḣ奨ᷱⷩ✗䙫㙕态傈Ọ⎱REITƞ
✏怵⎢ᷧ⹛墶嬰∟ᷱⷩẋ㗺㘩敺嵬怵ᷰῲ㛯Ə晋杅婙嬰∟ᷱⷩỌὭ㗌✮榀㸖两ⷩ‣
✏⅏惏榀㸖ⷩ⠛嬰∟Ḕ㍹✏∴10ἴƞ

•
•

嬰∟✏怵⎢ᷧ⹛㗌✮㔝ⷩ⃠ᷴ⯶㖣0.1㸖Kƞ
⥩㞃嬰∟怵⎢ᷧ⹛㗌✮㔝ⷩ⃠ᷴ⯶㖣0.1㸖KἭ⯶㖣0.5㸖KƏ∮婙嬰∟㛧徸⹛⺍⠘
㮶傈㔝䚱ᷴ⽾䂡岇㕟ƞ

•

嬰∟㛧徸ᷰῲ㛯㗌✮㏂㈲䍮ᷴ⯶㖣0.1ƈ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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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ⱓ㖣㋮㕟嫕婉⦻Ⓢ㛪Ƌ㛛⤁Ὲざ媲⎪斘ᷲ㕮Ą㋮㕟嫕婉⦻Ⓢ㛪ąᷧ䮧ƌ婴⮁
䙫ㆰ婙∻晋䙫嬰∟˛


ㇷ⇭傈恟㒮
⯴㨊㜓䩡敺ⅎ䙫⏯岮㠣傈䥏Ə楽ℯ㋰䅎怵⎢⌨ṳƋ12ƌῲ㛯䙫㗌✮ㇷẋ憸栴䔘檿∗ἵ㍹
⏴˛㗌✮ㇷẋ憸栴㍹⏴㛧ἵ䙥⇭Ḳṳ⌨Ƌ20%ƌ䙫傈䥏墒∻晋˛
㨊㜓䩡敺ⅎ䙫≐棿傈䥏㋰⅝⟡㜓杉⃠‣ƋFundamental Valueƌ昴㍹⇾Ə恟⎽㍹⏴∴
ṻ⌨Ƌ50ƌ䙫傈䥏ὃ䂡㋮㕟ㇷ⇭傈˛
㮶暢傈䥏䙫⟡㜓杉⃠‣姯䭾㖠㲼⥩ᷲƝ
(a)

Ọ怵⎢ṻ⹛⅓⏟䙫䇆㥔㔝⅌˚䏥憸㴨憶⑳㴥ざ䙫⹚✮‣Ọ⎱⯐㠟Ḳ㗌⅓⏟䙫⸚杉‣
姯䭾⛂Ƌ4ƌῲ⟡㜓杉㋮㨀˛

(b)

⥩㞃㞷ᷧ⅓⏟⏖䔏岈⋀㕟㓁⯸㖣ṻ⹛Ə悊溣㋰⏖䔏⹛㕟䙫㕟㓁䙫⹚✮‣姯䭾⟡㜓杉
㋮㨀˛

(c)

姯䭾㮶暢傈䥏䙫⛂ῲ⟡㜓杉㋮㨀ḔƏ㮶ᷧῲἻ㨊㜓䩡敺㈧㛰傈䥏婙㋮㨀两⑳䙫䙥
⇭㮻˛

(d)

㮶暢傈䥏䙫⟡㜓杉⃠‣䔘ᷱ志⛂ῲ䙥⇭㮻㕟㓁䙫⹚✮‣ḿỌᷧ〉吓Ƌ10,000,000ƌ
⽾⇡˛






㋮㕟嫕婉⦻Ⓢ㛪
㋮㕟嫕婉⦻Ⓢ㛪㘖䔘Ḕ嬰娔䪲䙫ᷧῲ⦻Ⓢ㛪Ə䔘⅏䏪岮䔉䮈䏭堳㥔ⅎ檿岮㭞˚䵺樾尷⮳



ḍ✏㋮㕟娔䪲˚㋮㕟⋽⑳ⷩ⠛䟻䩝㖠杉⅞㛰⯯敞䙫⯯⮝⑳⯯㥔ạⓈ䴫ㇷ˛㋮㕟嫕婉⦻Ⓢ
㛪岇岓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恟㨊㖠㲼䙫娼˚⒏婉⑳⯐㟌ƏⰘ怲䇆┶栳㎷ᾂ⒏婉
ヶ奲Əḍ䢡ῄ⯴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Ọ⅓ℨ⏯䏭䙫䮈䏭˛㋮㕟嫕婉⦻Ⓢ㛪⮁㜆敲㛪
⯐㟌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䙫ㇷ⇭傈ƏỌ䢡ῄ⯮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ㇷ⇭傈Ḕ㈧⋬␒
䙫墒好䂡ᷴ恐䕝䙫嬰∟∻晋✏⣽˛㋮㕟嫕婉⦻Ⓢ㛪䍏䪲㖣⟡憸䵺䏭⎱⅝旃怊ạ⣒˛
✏娼⮁㘖␍ㆰ⯮ᷧ䉠⮁ㇷỤ傈∻晋✏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Ḳ⣽㘩Ə㋮㕟嫕婉⦻Ⓢ㛪⯮
俪ㅕᷧ䳢⇾⟡㜓ῈざƏὲ⥩ẋ㗺㕟㓁˚䉠⮁ㇷỤ傈䙫岈⋀㕟㓁Ọ⎱䛟旃䛊䮈⅓Ə⋬㋓
Ἥᷴ昷㖣⅝㗌✮ㇷẋ憸栴˚㗌✮两ⷩ‣˚㗌✮㔝ⷩ⃠˚㮶傈㔝䚱⑳ⷙ⇭㴥䳬∐栴䬰˛㭋
䬰⮁㜆⯐㠟㩆壤䢡ῄ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㈧⋬␒䙫ㇷỤ傈㻦嶚㋮㕟㨊㜓䩡敺Ḕ奶⮁䙫
䛟旃㢄ờƏ᷻㭋䬰怵䧲㘖Ọ奶∮䂡⟡䣵ḍ⊇Ọ⮉妧姯䭾䙫˛


㇅㐶壆䩕

㋰ᷲ志⅓姯䭾ỢἼᷧ㗌䙫㋮㕟⃠‣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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⅝ḔƝ
p䂡傈䥏⃠㠣
s䂡两傈㜓
f䂡⅓䜥㋨傈憶媦㕛⛇⬷
c䂡⟡㜓杉媦㕛⛇⬷





(1) ⅓䜥㋨傈憶媦㕛⛇⬷㋰Ọᷲ⇭䴁杇㩻塏憷⮁Ɲ
凑䔘㴨态㮻
≤10
ὲƋ%ƌ
⊇㫱㮻ὲ
(%)



凑䔘㴨态
㮻ὲ

(10Ə20] (20Ə30] (30Ə40] (40Ə50] (50Ə60] (60Ə70] (70Ə80]
20

30

40

50

60

70

80

>80
100

ὲ⥩Ə㞷嬰∟凑䔘㴨态㮻ὲƋ凑䔘㴨态ⷩ‣/两ⷩ‣ƌ䂡7%Ƌἵ㖣10%ƌƏ∮⅝⊇㫱㮻
ὲƋ⍚⅓䜥㋨傈憶媦㕛⛇⬷ƌ䬰㖣⅝凑䔘㴨态㮻ὲ˛俳凑䔘㴨态㮻ὲ䂡35%䙫嬰∟∮ⱓ
㖣(30Ə40]ᷧ㩻Ə䛟ㆰ䙫⊇㫱㮻ὲƋ⍚⅓䜥㋨傈憶媦㕛⛇⬷ƌ䂡40%Ə⍚两傈㜓䙫40%
䔏㖣㋮㕟姯䭾˛凑䔘㴨态㮻ὲ㘖㋮⅓⏟两傈㜓Ḕ∻晋Ọᷲ⟡㜓ᷴ㴨态䙫傈Ụ⽳䙫傈㜓㮻
ὲƝ(a)⅓⏟≜⻡俬˚⮝㖶⑳檿䴁䮈䏭俬敞㜆㋨㛰䙫傈Ụƞ(b)⛲㛰傈ƞ(c)㈗䕌㉼岮俬㋨
傈ƞ(d)↴䴷傈Ụƞ(e)⎾昷䙫Ⓢⷌ㋨傈ƞ⎱(f)ẋ⎰㋨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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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晋㫱Ɲ⇈㛰ㇷỤ傈忨傈ㇽ愴傈Ə✏忨傈ㇽ愴傈Ḳ㗌∴⯴Ḕ嬰抚偖榀㸖⟡㜓杉
ὃ⇡媦㕛ƞ晋㕟㭊⽳䙫媦㕛ⷩ‣Ơ晋㫱⠘⃠×晋㫱⽳ẋ㗺䙫傈Ụ㕟 晋㕟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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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㛛⤁岮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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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伭ᵢヾ孵审⚸悏⑬ḋ
㉼岮俬⏖忶怵⅝嬰∟䵺䳧✏偖ẋ㈧岞峊⟡憸▕ἴ˛Ọᷲ⛽塏媑㗵⟡憸▕ἴ✏偖ẋ㈧䙫
岞峊˛
ਠসقභେᖦك



ጿઐਚ
େ্






੦সᙼਜ਼قਰ100
੦সᙼਜ਼ನুك





ᾳ্

ᷴㆰ⏸✏榀㸖㜑䍙䉠娘怙堳ˣ嬰∟⎱㜆岏㢄ὲˤ䬓V惏⇭Ḳᷲ䬓1桅⎾奶䮈㴢⊼䙫ỢἼḔ
Ẳạ㔖ếỢἼ㬥柬˛
曝┕㉼岮俬⏖✏ẋ㗺㗌ḲⅎỢἼ㘩敺⏸䵺䳧吤䛋ƏỌ✏偖ẋ㈧⇡┕⅝⟡憸▕ἴ˛曝┕ ㉼
岮俬⯮柯ὦ䔏嬰∟䵺䳧䬰ḔẲ㩆㦲Əㇽ忶怵执堳ㇽ⅝ẽ岈⋀桎┶㎷ᾂ䙫傈Ụ岞峊㛴⋀Ə
㖠⏖⇡┕⟡憸▕ἴㇽ峣岞㖗䙫⟡憸▕ἴ˛
榀㸖⬷⟡憸䙫⟡憸▕ἴ✏偖ẋ㈧䙫ẋ㗺⃠⏖僤凮㮶⟡憸▕ἴ岮䔉㷏‣ᷴ⏳˛ᷴ僤ῄ嬰⟡
憸▕ἴ㛪㛰㴨态䙫䬓ṳⷩ⠛˛
⇡┕Ƌ⎱峣岞ƌ⟡憸▕ἴ㘩⏖僤柯ế䵺䳧Ὂ憸˚⍗劘䧬⎱⅝ẽ岢䔏˛媲⎪斘㜓䫇䧲昫ờ1




㨀栳䂡˥曝┕㉼岮俬✏偖ẋ㈧岞峊⟡憸▕ἴ㈧柯㔖ế䙫岢䔏˦ᷧ䮧˛
✏恜⭯恐䔏䙫䛊䮈奶⮁䙫∴㎷ᷲƏ⟡憸䵺䏭㛰ヶ䢡ῄ㮶ᷧ榀㸖⬷⟡憸㛧⯸㛰ᷧ⏴ⷩ⠛嬰
∟危⮝ƏỌᾦẋ㗺⽾Ọ㛰㔯䍮✗怙堳˛
䙣┕晵㮜


桔㧟䔺⏬㗝




榀㸖⬷⟡憸Ḕ䙫⟡憸▕ἴ⾅⹛㛯㗌ᷱ⌯⌨ᷧ㘩Ƌ榀㸖㘩敺ƌ∗⹛㛯
㗌ᷲ⌯ṳ㘩ᷰ⌨⇭Ƌ榀㸖㘩敺ƌ楽㬈⏑䙣┕䵍⎪凮嬰∟┭ƏἭ⟡憸䵺䏭⏍堳⻝㜆䙫晋⣽
Ƌ˥楽㬈䙣┕㜆˦ƌ˛楽㬈䙣┕㜆㗏✏ὦ⎪凮嬰∟┭僤⤇㠠㓁Ὲ姾⤸㓁⑳怲ὃ㋮䙫㢄
㬥䂡凑ⷙㇽỊ塏䬓ᷰ㖠㉼岮俬䔚媲⟡憸▕ἴ˛Ọᷲ⛽塏㥩志ṭ楽㬈䙣┕㜆Ḕ䙫旃捜Ṳ
ờƝ



ᵉᶴ

㒣㗝/ 㔀摑

楽㬈䙣┕㜆Ƌ✏㭋㜆敺⏑㛰⎪凮嬰∟┭
⏖Ọ䔚媲⟡憸▕ἴƌ敲⦲

2012⹛2㛯10㗌Ƌᷱ⌯⌨ᷧ㘩Ƌ榀㸖㘩
敺ƌƌ

楽㬈䙣┕㜆䴷㝆Ƌ⟡憸䵺䏭⏍堳⻝㜆䙫
晋⣽ƌ

2012⹛2㛯10㗌Ƌᷲ⌯ṳ㘩ᷰ⌨⇭Ƌ榀㸖㘩
敺ƌƌ

⟡憸▕ἴ✏偖ẋ㈧ᷱⷩ

柷姯✏2012⹛2㛯15㗌Ƌᷱ⌯Ṅ㘩ᷰ⌨⇭
Ƌ榀㸖㘩敺ƌƌƋἭ楽㬈䙣┕㜆⻝㜆䙫晋
⣽Ə✏怀䨕ガ㲨ᷲƏ✏楽㬈䙣┕㜆䴷㝆⽳䬓
ᷰῲ䇆㥔㗌敲⦲✏偖ẋ㈧ẋ㗺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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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㧟䔺⏬䕂㝛ᶴ
ⷙ⏸偖ẋ㈧䔚媲⯮榀㸖⬷⟡憸Ḕ䙫⟡憸▕ἴᷱⷩḍ怙堳ẋ㗺˛榀㸖⬷⟡憸Ḕ䙫⟡憸▕ ἴ
㜑✏ỢἼ⅝ẽ嬰∟ẋ㗺㈧ᷱⷩㇽẋ㗺Ə᷻㈑凚㜓䫇䧲⇱䙣Ḳ㗌ḍ㜑⯲㰩㭋桅ᷱⷩㇽᷱⷩ
ẋ㗺㉠↭˛
楽㬈䙣┕㜆㜆敺Ə榀㸖⬷⟡憸Ḕ⟡憸▕ἴ䙫䙣┕⑳䙣堳⎽㱡㖣ᷲ志⏫柬ƏḍỌᷲ志⏫柬
䂡㢄ờƝ
(a)

偖ẋ㈧↭ṯ榀㸖⬷⟡憸Ḕ䙫⟡憸▕ἴ㖣2012⹛2㛯10㗌ㇽ俬⟡憸䵺䏭㱡⮁䙫⅝ẽ㗌
㜆䕝⤐ㇽḲ∴ᷱⷩḍẋ㗺ƞ⎱

(b)

⟡憸䵺䏭✏2012⹛2㛯10㗌ᷲ⌯ṳ㘩ᷰ⌨⇭Ƌ榀㸖㘩敺ƌḲ∴㎌⎾ṭ⢅娔㛧ἵ⃠‣
䂡5,000吓㸖K 䙫榀㸖⬷⟡憸⟡憸▕ἴ䙫㛰㔯⢅娔䔚媲ƏἭ⍚ὦ㜑㔝∗婙䬰㛧ἵ⃠
‣Ə⟡憸䵺䏭Ẵ⏖凑堳㱡⮁乣乳怙堳榀㸖⬷⟡憸⟡憸▕ἴ䙫䙣┕⑳䙣堳˛







Ⱈ㞷ᷧ榀㸖⬷⟡憸俳姧Ə⥩㞃✏2012⹛2㛯14㗌ㇽὃ䂡⟡憸䵺䏭⻝敞䙫楽㬈䙣┕㜆䙫㛧
⽳ᷧ⤐䙫⅝ẽ㗌㜆ᷲ⌯⅔㘩Ƌ榀㸖㘩敺ƌㇽḲ∴㜑䬍⏯ᷱ志⅐ῲ㢄ờḔ䙫ỢἼᷧῲƏ∮
㈧㎷ᾂ䙫㦲ㇷ䰪⬷䙫ỢἼ㋮㕟傈Ụ⑳杅㋮㕟傈ỤỌ⎱㛰旃䙫⎪凮嬰∟┭Ⱈ婙榀㸖⬷⟡
憸✏楽㬈䙣┕㜆㜆敺㎷ẋ䙫ỢἼ⢅娔䔚媲俳㔖ế䙫ỢἼ䏥憸㬥柬Ƌ⋬㋓䏥憸ㇷ⇭Ƌ⥩
㛰ƌ˚ỢἼ⾜䧬˚㔝岢⑳ẋ㗺岢䔏ƌ⯮忧恫䵍婙䬰⎪凮嬰∟┭˛
桔㧟䔺⏬㗝䕂ⶴ㗝





⥩㞃楽㬈䙣┕㜆⻝敞∗ 2012⹛2㛯10㗌ᷲ⌯ṳ㘩ᷰ⌨⇭Ƌ榀㸖㘩敺ƌƌỌ⽳Ə∮⟡憸▕
ἴ⯮㖣楽㬈䙣┕㜆䴷㝆⽳䬓ᷰῲ䇆㥔㗌敲⦲✏偖ẋ㈧ẋ㗺ƏἭ柯Ọ䬍⏯楽㬈䙣┕䙫㢄ờ
䂡∴㎷˛
Ⳁ⹊








榀㸖⬷⟡憸✏偖ẋ㈧ᷱⷩ⽳Ə晋杅䵺䔘⟡憸䵺䏭⎱⎾姾ạ⏍堳䢡⮁Ə␍∮⢅娔䔚媲€ㆰ
䔘⎪凮嬰∟┭✏ẋ㗺㗌㋰䅎Ὲ姾⤸㓁⎱⎪凮⌻字䙫㢄㬥㎷⇡Ə俳᷻㈧䔚媲䙫⟡憸▕ἴ柯
㦲ㇷ䔚媲▕ἴㇽ⅝㕛㕟ῴ㕟˛㮶ῲẋ㗺㗌䙫ẋ㗺㘩㮜㖣ᷱ⌯Ṅ㘩⌨ṻ⇭敲⦲Ə㖣ᷲ⌯ᷰ
㘩⛂⌨ṻ⇭ẋ㗺㘩昷Ḳ㘩䴷㝆Ə⏖䔘⟡憸䵺䏭ᷴ㘩姩˛⢅娔䔚媲ᷧ䵺㎷⇡Ə⥩㜑䵺⟡
憸䵺䏭⏳ヶƋᷴ⽾䄈䏭✗㊹䴼䵍ṯ⏳ヶƌƏᷴ僤㒋択ㇽ㒋⛅ƏἭ⟡憸▕ἴ⇡䏥㚒⁃ẋ㗺
䙫ガ㲨∮晋⣽˛
勌榀㸖⬷⟡憸䙫⟡憸▕ἴ✏偖ẋ㈧㚒⁃岞峊Əㇽ偖ẋ㈧㕛檻ᷱ㚒⁃㈧㛰岞峊Ə∮㱹㛰
䬓ṳⷩ⠛岞峊婙䬰⟡憸▕ἴ˛
榀㸖⬷⟡憸䙫⟡憸▕ἴ€㛪⌖暭ㇷ㋮⮁㕟䛕䙫䔚媲▕ἴƏ㋰⟡憸▕ἴ䙫岮䔉㷏‣䙣┕ ⑳
䙣堳Əᷧ刓俳姧㘖㏂⎽㦲ㇷ㛰旃䰪⬷䙫ᷧ䰪⬷㋮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Ə怊⏳ᷧ䬭䏥憸
ㇷ⇭㬥柬˛⟡憸▕ἴ€⏖㋰䔚媲▕ἴㇽ⅝ῴ㕟峽⛅Ə俳᷻ᷧ刓俳姧㘖㏂⎽㉼岮䴫⏯嬰∟
Ọ⎱ᷧ䬭䏥憸ㇷ⇭㬥柬˛
⟡憸䵺䏭ㆰ㋮䤡⎾姾ạƏ䂡Ὲ姾⟡憸Ḳ∐䚱Ə㠠㓁怲ὃ㋮⎱Ὲ姾⤸㓁Ə㋰䔚媲▕ἴ㕟
䛕䂡Ὲ姾⟡憸⢅娔⟡憸▕ἴƏỌ㏂⎽䍙⽾弰䧢嬰∟ㇽ㔖ế䏥憸Əㇽ⅐俬䙫䴫⏯Ƌ㋰⟡憸
䵺䏭愳ガ㱡⮁ƌ˛

50





㉼岮俬ㆰ㳏ヶƏ榀㸖⬷⟡憸㛰∌㖣✏榀㸖䙣┕䙫⅟❲▕ἴῈ姾⟡憸˛⟡憸▕ἴ䙫⢅娔⑳
峽⛅€⏖䵺䔘ㇽ忶怵⎪凮嬰∟┭ᾪㇷ˛⎪凮嬰∟┭态⸟⯮㛪㎌⎾⑳㎷ẋ⾅䬓ᷰ㖠㔝∗ 䙫
⢅娔⑳峽⛅奨㰩ƏἭ✏䉠㭱ガ⽉ᷲ晋⣽Ƌὲ⥩(i)㉼岮俬㜑恜⾑⮉㈝㎌⎾䧲Ə(ii)㞷ᷧ榀
㸖⬷⟡憸㚒⁃⢅娔ㇽ峽⛅⟡憸▕ἴㇽ俬㚒⁃憷⮁岮䔉㷏‣Ə(iii)ⷩ⠛⑳䵺䇆昷∝Ƌ⥩昷∝
ㇽ㚒⁃✏偖ẋ㈧ẋ㗺Ə嬰∟✏Ḕ⤕䴷䭾䳢䵘Ḕ䙫䴷䭾ㇽẋ㔝墒Ḕ㖞ㇽ俬䛟旃㋮㕟 㜑䷏壤
ㇽ⅓Ἧƌƞ(iv)䔘㖣㛰旃ⷩ⠛ᷱ䙫ẋ㗺昷∝ㇽ∝䳫Ə凛ὦ⎪凮嬰∟┭ᷴ僤⎽⽾怙ᷧ㭌䙫㉼
岮Ƌ⥩恐䔏ƌƞㇽ(v)⟡憸䵺䏭婴䂡㎌⎾䔚媲㛪⯴榀㸖⬷⟡憸怇ㇷᷴ∐⽘柦䙫ガ⽉ƌ˛
❜士⊈寔▜䏱妉⑬ḋ

❜士⚸悏⑬ḋ

晋杅⟡憸䵺䏭⎱⎾姾ạ⏍堳䢡⮁Ə␍∮⢅娔䔚媲€ㆰ忶怵⎪凮嬰∟┭㋰䅎Ὲ姾⤸㓁˚㛰
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字䙫㢄㬥✏ᷧῲẋ㗺㗌Ⱈ㦲ㇷ䔚媲▕ἴ㕟䛕ㇽ⅝㕛㕟ῴ 㕟
䙫⟡憸▕ἴ俳㎷⇡˛㮶ῲẋ㗺㗌䙫ẋ㗺㘩昷䂡ᷲ⌯ᷰ㘩⛂⌨ṻ⇭Ƌ榀㸖㘩敺ƌƏ⏖䔘⟡
憸䵺䏭ᷴ㘩姩˛⢅娔䔚媲ᷧ䵺㎷⇡Ə⥩㜑䵺⟡憸䵺䏭㛟杉⏳ヶƋᷴ⽾䄈䏭✗㊹䴼䵍ṯ
⏳ヶƌƏᷴ僤㒋択ㇽ㒋⛅ƏἭ⟡憸▕ἴ⇡䏥㚒⁃ẋ㗺䙫ガ㲨∮晋⣽˛旃㖣✏㚒⁃ẋ㗺⎱
ㇽ㚒⁃岮䔉㷏‣䙫憷⮁Ḳ㜆敺㒋⛅⢅娔䔚媲ḲṲƏ媲⎪斘˥㚒⁃榀㸖⬷⟡憸ẋ㗺ㇽ㚒
⁃榀㸖⬷⟡憸岮䔉㷏‣䙫憷⮁˦ᷧ䮧˛

㉼岮俬ㆰ㳏ヶƏ⎪凮嬰∟┭㱹㛰侐⋀䂡⅝⮉㈝⢅娔ㇽ峽⛅⟡憸▕ἴ˛Ἥ㘖Ə⎪凮嬰∟┭
态⸟⯮㛪㎌⎾⑳㎷ẋ⾅䬓ᷰ㖠㔝∗䙫⢅娔⑳峽⛅奨㰩ƏἭ✏䉠㭱ガ⽉ᷲ晋⣽Ƌὲ⥩(i)㉼岮
俬㜑恜⾑⮉㈝㎌⎾䧲Ə(ii)㞷ᷧ榀㸖⬷⟡憸㚒⁃⢅娔ㇽ峽⛅⟡憸▕ἴㇽ俬㚒⁃憷⮁岮䔉
㷏‣Ə(iii)ⷩ⠛⑳䵺䇆昷∝Ƌ⥩昷∝ㇽ㚒⁃✏偖ẋ㈧ẋ㗺Ə嬰∟✏Ḕ⤕䴷䭾䳢䵘Ḕ䙫䴷䭾
ㇽẋ㔝墒Ḕ㖞ㇽ俬䛟旃㋮㕟㜑䷏壤ㇽ⅓Ἧƌƞ(iv)䔘㖣㛰旃ⷩ⠛ᷱ䙫ẋ㗺昷∝ㇽ∝䳫Ə凛
ὦ⎪凮嬰∟┭ᷴ僤⎽⽾怙ᷧ㭌䙫㉼岮Ƌ⥩恐䔏ƌƞㇽ(v)⟡憸䵺䏭婴䂡㎌⎾䔚媲㛪⯴榀㸖
⬷⟡憸怇ㇷᷴ∐⽘柦䙫ガ⽉ƌ˛⎪凮嬰∟┭⏖ỌⰘ嘼䏭⢅娔ㇽ峽⛅㋮ị㖤⊇⅝婴䂡恐⮃
䙫㢄㬥Ə⋬㋓㔝岢˛⎪凮嬰∟┭㔝⎽䙫怀Ẃ栴⣽㔝岢㛪⢅⊇㉼岮俬䙫㉼岮ㇷ㜓˛㉼岮俬
⮃⏸⎪凮嬰∟┭㟌婉㛰旃岢䔏⎱㔝岢䙫岮㖀˛㉼岮俬ㆰ㳏ヶƏ䮈⟡憸䵺䏭㛰岓Ợ⮭⇮
䛊㎎Ὲ姾⟡憸䙫怲ὃƏἭ⟡憸䵺䏭䄈㫱⼞忒⎪凮嬰∟┭⏸⅝㊒朙⏳䉠⮁⮉㈝䳫⮁䙫岢䔏
ㇽ俬⅝ẽ䙫⯯㛰ㇽῄ⮭岮㖀˛⟡憸䵺䏭ᷴ僤䢡ῄ⎪凮嬰∟┭㛰㔯⤾∐˛







㜓䫇䧲㜓䮧ⅎ⮠媑㗵ṭỌ䔘⎪凮嬰∟┭ㇽ俬忶怵⎪凮嬰∟┭⢅娔ㇽ峽⛅⟡憸▕ἴ䙫㖠
怙堳㉼岮䙫㖠㲼Əㆰ⏳Ὲ姾⤸㓁˚㛰旃䙫⎪凮⌻字⑳㛰旃䙫怲ὃ㋮ᷧ斘孧˛
❜士⚸悏⑬ḋ䕂䣉ⵍ





⢅娔䔚媲⾬柯恜⭯Ὲ姾⤸㓁˚㛰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字㈧⇾䙫旃㖣⢅娔⟡憸▕
ἴ䙫奶⮁Əḍ᷻怊⏳⎾姾ạ⎱⟡憸䵺䏭⏖僤奨㰩䙫嬰㗵㛟⎱㲼⽲ヶ奲Ƌ⥩㛰ƌᷧ㎷
ẋƏ㖠䂡㛰㔯˛㠠㓁⟡憸䵺䏭ⷙ㎌⎾䙫㛰㔯⢅娔䔚媲Ə⟡憸䵺䏭⎱/ㇽ⟡憸䵺䏭䂡㭋䛕䙫
⦻Ợ䙫ỢἼạ⣒㒨㛰䍏㛰㫱∐ƏỌ㛟杉⽉㋮䤡⎾姾ạ䂡榀㸖⬷⟡憸㋰䔚媲▕ἴㇽ⅝ 㕛
㕟ῴ㕟✏㛰旃桅∌⢅娔⟡憸▕ἴƏỌ㏂⎽䔘㛰旃⎪凮嬰∟┭˄ᡆަԓ⨶Ӫ˅Ị塏㛰旃䙫
榀㸖⬷⟡憸⏸⎾姾ạㇽ䂡⎾姾ạḲ∐䚱弰䧢Ɲ
(a)

㋰⟡憸䵺䏭䙫䴼⯴愳ガ㱡⮁㫱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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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䂡㏂⎽㛰旃⟡憸▕ἴ䙫ᷧῲㇽ⤁ῲ㦲ㇷ䰪⬷䙫㋮㕟傈Ụㇽ杅㋮㕟傈ỤƏḍ怊
⏳䛟䬰㖣ỢἼㆰế䧬柬⎱岢䔏䙫䏥憸㬥柬ƞㇽ

(ii)

䛟䬰㖣㛰旃䙫䰪⬷⃠‣Ƌ⅝墒⅌峓ὃ䂡⬿姾岈䔉ƌ䙫⃠‣Ḳ䏥憸㬥柬Ə✏ᷱ
志ガ㲨ᷲƏ⟡憸䵺䏭㛰㫱㋰⅝䴼⯴愳ガ㫱Ƌ䂡榀㸖⬷⟡憸ƌⰘỢἼ⟡憸▕ἴ
⏸Ọ㔖ế䏥憸Ị㛦ẋế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䙫㛰旃⎪凮嬰
∟┭㔝⎽ᷧ䬭栴⣽㬥柬Ə婙㬥柬Ḫὃ䂡䧬柬⑳㔝岢䙫恐䕝㒌₀ƞㇽ




(iii)






ᷱ㕮䬓(i)柬凮䬓(ii)柬䙫䴫⏯ƞ

Ọ⎱Ə



(b)










⥩䏥憸ㇷ⇭䂡㭊‣Ə∮㔖ế䛟䬰㖣䏥憸ㇷ⇭䙫䏥憸㬥柬ƞ⥩䏥憸ㇷ⇭䂡岇‣Ə∮⎾
姾ạ柯㔖ế䛟䬰㖣䏥憸ㇷ⇭㕟栴ƋỌ㭊㕟塏䤡ƌḲ䏥憸㬥柬䵍ṯ㛰旃⎪凮嬰∟┭˛
勌榀㸖⬷⟡憸㱹㛰㈧曧䙫嶚⤇䏥憸㔖ế榀㸖⬷⟡憸ㆰế䙫ỢἼ䏥憸ㇷ⇭Ə∮⟡憸
䵺䏭⏖Ọ㛟杉⽉㋮䤡⎾姾ạ⇡┕榀㸖⬷⟡憸䙫⬿姾岈䔉Əㇽ ⅌㬥柬Ọ㎷ᾂ㈧曧
䙫䏥憸˛

⥩⟡憸䵺䏭堳ὦ⅝✏ᷱ志(a)柬Ḳᷲ䙫䴼⯴愳ガ㫱Ə⅝ㆰ俪ㅕ榀㸖⬷⟡憸䙫㉼岮䛕㨀˛暽
䄝⟡憸䵺䏭⏖堳ὦ㭋䬰䴼⯴愳ガ㫱ƏἭ⟡憸䵺䏭䙫ヶ⏸㘖Ə✏䴼⤎⤁㕟ガ㲨ᷲƏ⢅娔⟡
憸▕ἴ⯮€Ọ˥⯍䉐˦㖠怙堳Ə⢅娔⟡憸▕ἴ€✏㛰昷䙫ガ㲨ᷲ㈴⏖㋰⟡憸䵺䏭䙫愳
ガ㫱Ọ䏥憸怙堳˛凰ὲ俳姧Ə✏⎾∗ⷩ⠛⑳䵺䇆昷∝Ƌὲ⥩ᷧ暢ㇽ⤁暢㋮㕟傈Ụ⑳/ ㇽ
杅㋮㕟傈Ụ㚒⁃ẋ㗺ƌㇽ俬㛰旃⎪凮嬰∟┭䔘㖣⅝柯恜⭯䙫ⅎ惏ẋ㗺昷∝俳䄈㲼䍙⽾Ọ
˥⯍䉐˦㖠怙堳⟡憸▕ἴ⢅娔㈧曧㕟憶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䙫ガ㲨ᷲƏ⟡憸䵺
䏭⏖堳ὦ⅝愳ガ㫱Ọ䏥憸怙堳⟡憸▕ἴ䙫⢅娔˛
⟡憸▕ἴỌ㛰旃榀㸖⬷⟡憸䙫⟡䣵岏⹊ὃ䂡岏⹊▕ἴƋ晋杅⟡憸䵺䏭⏍堳䢡⮁ƌƏ俳 ⎾
姾ạᷴ⽾⢅娔ㇽ䙣堳⟡憸▕ἴ䙫⇭㕟˛⟡憸▕ἴᷧ䵺⢅娔Ə⟡憸䵺䏭ㆰỌ㛟杉⽉㋮䤡
⎾姾ạ䂡㛰旃䙫榀㸖⬷⟡憸㋰䅎㛰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嬰∟┭˄ᡆަԓ⨶Ӫ˅䙣堳
⟡憸▕ἴ˛
Ⱈ楽㬈䙣┕㜆ⅎ䙫㮶ῲ⢅娔䔚媲俳姧Ə榀㸖⬷⟡憸ỢἼ桅∌⟡憸▕ἴ䙫䙣堳⃠Əㆰ䬰㖣
楽㬈䙣┕㜆䴷㝆㘩㛰旃䙫䛟旃㋮㕟䙫㔝䛋⃠䙫䙥⇭ḲᷧƋ1/100ƌ˛
楽㬈䙣┕㜆⽳Ə榀㸖⬷⟡憸ỢἼ桅∌⟡憸▕ἴ䙫䙣堳⃠Əㆰ䂡㔝∗⢅娔䔚媲䙫㛰旃ẋ 㗺
㗌㛰旃桅∌䙫㮶ῲ⟡憸▕ἴ㖣婙ẋ㗺㗌䙫‣滅姯䭾Ḳ岮䔉㷏‣Ə⛂㍏ṻ⅌凚⯶㕟滅⽳
⛂Ƌ4ƌῲἴƋ⥩㞃㘖0.00005ㇽ檿㖣婙䬰㛧ἵ▕ἴƏ∮⏸ᷱ㍏⅌ƌ˛
⟡憸䵺䏭ⰘỢἼ⟡憸▕ἴ䙫䙣堳ㇽ⇡┕俳ㆰ⏸ỢἼỊ䏭ạㇽ⅝ẽạ⣒㔖ế䙫ỢἼὊ憸 ˚
⠘慓ㇽ⅝ẽ㬥柬Əᷴ⽾⊇㖣婙⟡憸▕ἴ䙫䙣堳⃠Əẍᷴㆰ䔘㛰旃䙫榀㸖⬷⟡憸㔖ế˛䙣
堳⃠⯮ᷴ姯⎱ㆰ䔘ㇽㆰ⏸㛰旃⎪凮嬰∟┭㔖ế䙫ỢἼ䧬柬˚㔝岢ㇽ岢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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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㞃⢅娔䔚媲✏ẋ㗺㗌䙫ẋ㗺㘩昷Ḳ∴墒㔝∗ㇽ好䂡㔝∗᷻墒㎌䳴Ə∮㠠㓁婙 ⢅娔䔚媲
俳怙堳䙫⟡憸▕ἴ⢅娔⎱䙣堳ㆰ✏婙ẋ㗺㗌怙堳ƏテƝ
(a)

€Ⱈ‣俳姧Ə⟡憸▕ἴㆰ好ὃ䂡⯮㖣婙ẋ㗺㗌䙫‣滅⽳⢅娔⎱䙣堳ƞ⎱

(b)

⏴ⅱ⯮㖣䴷䭾㗌ㇽƋ䴷䭾㗌墒㊣⽳ƌ㖣䶱暏⯍暂䴷䭾㗌⽳䙫ẋ㗺㗌㛛㖗ƏἭ⥩㞃
✏ỢἼ㘩 ⟡憸䵺䏭ㇽ⎾姾ạ婴䂡⟡憸▕ἴ䙫䙣堳ᷴ䬍⏯Ὲ姾⤸㓁䙫㢄㕮Ə∮⟡憸
䵺䏭㛰䴼⯴愳ガ㫱Ọ㛟杉⽉㋮䤡⎾姾ạ㊹䴼⯮婙䬰⟡憸▕ἴ䙢拫Ƌㇽℨ娘䙢拫ƌ
㖣⏴ⅱḲḔ˛

㖣杅ẋ㗺㗌㎌䍙⢅娔䔚媲Ə⎯ㇽ㖣ẋ㗺㗌䙫ẋ㗺㘩昷怵⽳㈴㎌䍙⢅娔䔚媲Ə∮婙⢅ 娔
䔚媲⯮墒䴷弰凚ᷲᷧῲẋ㗺㗌ḍ好ὃ㖣ᷲᷧῲẋ㗺㗌䇆㥔㘩敺敲⦲㘩㔝∗Ə俳婙㗌ㆰ好
䂡㛰旃⢅娔䔚媲䙫ẋ㗺㗌˛
Ⱈ㮶ῲ⢅娔䔚媲俳姧Ə⎾姾ạ㛰㫱䂡⅝凑ⷘḲ∐䚱㔝⎽ᷧ柬ẋ㗺岢䔏Ə婙岢䔏䵺䔘⎾ 姾
ạ凮⟡憸䵺䏭ᷴ㘩⌻⮁Əḍㆰ䔘㛰旃䙫⎪凮嬰∟┭Ƌㇽ䔘ẽạỊ塏⅝ƌ㔖ếƏ᷻⏖⾅ㆰ
Ⱈ婙⢅娔䔚媲俳⏸㛰旃䙫⎪凮嬰∟┭㔖ế䙫ỢἼ䏥憸ㇷ⇭Ḕ㊜択⎱㉊晋˛⎾姾ạ✏⟡憸
䵺䏭䙫⏳ヶᷲ⏖孱㛛ẋ㗺岢䔏憸栴Əテ✏媦㕛Ḳ⽳恐䔏㖣㈧㛰⎪凮嬰∟┭䙫ẋ㗺岢䔏㰛
⹚Ⱈ⏳ᷧ榀㸖⬷⟡憸俳姧✮柯䛟⏳˛
㆐䰓❜士⚸悏⑬ḋ





⟡憸䵺䏭ῄ䕀㫱∐㊹䴼㎌⎾⢅娔䔚媲Ə俳㛰旃⎪凮嬰∟┭ῄ䕀㫱∐㊹䴼㎌⎾Ὥ凑ỢἼ䬓
ᷰ㖠㎷ẋ⢅娔䔚媲䙫奨㰩Əテ⟡憸䵺䏭ㇽ㛰旃⎪凮嬰∟┭Ƌ好ⱓἼガ㲨俳⮁ƌ⾬柯⏯䏭
✗俳᷻㜓吾媇Ὲ䙫ㄲ⺍堳Ṳ˛✏㊹䴼㎌⎾⢅娔䔚媲㘩Ə⟡憸䵺䏭㛪俪ㅕ㈧㛰▕ἴ㋨㛰ạ
䙫∐䚱ƏỌ䢡ῄ㈧㛰▕ἴ㋨㛰ạ䙫∐䚱ᷴ㛪⎾∗憴⤎ᷴ∐⽘柦˛⎪凮嬰∟┭态⸟⯮㛪㎌
⎾⑳㎷ẋ⾅䬓ᷰ㖠㔝∗䙫⢅娔奨㰩ƏἭ✏䉠㭱ガ⽉ᷲ晋⣽Ƌὲ⥩(i)㉼岮俬㜑恜⾑⮉㈝㎌⎾
䧲Ə(ii)㞷ᷧ榀㸖⬷⟡憸㚒⁃⢅娔ㇽ峽⛅⟡憸▕ἴㇽ俬㚒⁃憷⮁岮䔉㷏‣Ə(iii)ⷩ⠛⑳䵺
䇆昷∝Ƌ⥩昷∝ㇽ㚒⁃✏偖ẋ㈧ẋ㗺Ə嬰∟✏Ḕ⤕䴷䭾䳢䵘Ḕ䙫䴷䭾ㇽẋ㔝墒Ḕ㖞ㇽ俬
䛟旃㋮㕟㜑䷏壤ㇽ⅓Ἧƌƞ(iv)䔘㖣㛰旃ⷩ⠛ᷱ䙫ẋ㗺昷∝ㇽ∝䳫Ə凛ὦ⎪凮嬰∟┭ᷴ僤
⎽⽾怙ᷧ㭌䙫㉼岮Ƌ⥩恐䔏ƌƞㇽ(v)⟡憸䵺䏭婴䂡㎌⎾䔚媲㛪⯴榀㸖⬷⟡憸怇ㇷᷴ∐⽘
柦䙫ガ⽉ƌ˛⎪凮嬰∟┭⏖Ⱈ嘼䏭ỢἼ㛪⢅⊇㉼岮ㇷ㜓䙫⢅娔奨㰩俳⾜㔝岢䔏⎱㔝岢Ə
⛇㭋㉼岮俬⮃⏸⎪凮嬰∟┭㟌婉㛰旃岢䔏⎱㔝岢䙫岮㖀˛
娇㖶





ᷴ㛪䂡榀㸖⬷⟡憸Ḳ⟡憸▕ἴ䙣⇡嬰㛟˛榀㸖⬷⟡憸䙫㈧㛰⟡憸▕ἴ⯮䔘⏴ⅱῄ䮈ạỌ
榀㸖Ḕ⤕䴷䭾ƋỊ䏭ạƌ㛰昷⅓⏟Ḳ⏴侐ὃ䂡┖ᷧ㋨㛰ạ䙢姿㖣榀㸖⬷⟡憸▕ἴ㋨㛰 ạ
䙫⏴ⅱḲḔƏ㭋⍚䂡⟡憸▕ἴ㈧㛰㫱Ḳㅸ嬰˛曝┕㉼岮俬⯴榀㸖⬷⟡憸䙫⟡憸▕ἴḲ ⯍
䚱㫱䚱⯮忶怵凮Ḕ⤕䴷䭾䳢䵘⎪凮俬Ḳ峓㈝䢡䪲˛
❜士䏱妉䕂⊔㱆



㖣ᷲ⇾ガ㲨ᷲƏ⎾姾ạㆰ⎽㵯㠠㓁⢅娔䔚媲㈧⢅娔⎱䙣堳Ḳ⟡憸▕ἴƝ
(a)

⬿何ὃ䂡㏂⎽⟡憸▕ἴ䙫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Ƌㇽ⥩㛰嵬怵ᷧῲ
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䙫婘Ə∮䂡ỢἼᷧῲƌƋ⎱/ㇽ䏥憸㬥柬Ə好
ガ㲨俳⮁ƌ䙫㈧㛰㫱Ə✏㛰旃䙫䴷䭾㗌䕝㗌ㇽḲ∴Ẵ㜑ỌῈ姾⽉⭳⅏㭟ⱓ㖣⎾姾
ạ⏴ᷲㇽ凛ὦ⎾姾ạ㻦ヶƏㇽẴ㜑僤㋰⎾姾ạḲ奨㰩⇡䤡⅝㻦ヶ䙫㈧㛰㫱ㅸ㓁⎱弰
孺㕮㓁ƞ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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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㖣㛰旃䙫怲ὃ㋮㈧奶⮁䙫䴷䭾㗌㋮⮁㘩敺∴Ə⎾姾ạㇽ⅝Ị塏Ⰱ㜑Ọⷙ䵺䴷㷬䙫
㬥柬㔝∗䏥憸ㇷ⇭Ƌ⥩恐䔏ƌ⎱Ⱈ⢅娔䔚媲俳ㆰế䙫ỢἼ䧬柬˚岢䔏⎱㔝岢Ḳ⅏㕟
㬥栴˛

テ⟡憸䵺䏭⏖㖣⎾姾ạ㉠↭⽳Ə愳ガ㋰䅎⟡憸䵺䏭䢡⮁䙫㢄㬥⑳㢄ờ⻝敞䴷䭾㜆Ƌ婙䬰
㢄㬥⑳㢄ờ⋬㋓Ⱈᷱ志⻝㜆俳㠠㓁㛰旃䙫怲ὃ㋮⏸⎪凮嬰∟┭㔝⎽⻝㜆岢䔏ƌ˛
✏⥩ᷱ㕮㈧志⎽㵯㠠㓁⢅娔䔚媲⢅娔䙫ỢἼ⟡憸▕ἴ㘩Əㇽ⥩㞃⎪凮嬰∟┭✏Ὲ姾⤸ 㓁
㈧奶⮁俬Ọ⣽Ḳガ㲨ᷲ㒋⛅⢅娔䔚媲Ə∮Ⱈᷧ⇮䛕䙫俳姧婙䬰▕ἴㆰ好䂡⾅㜑⢅娔Ə俳
᷻㛰旃⎪凮嬰∟┭Ⱈ婙柬⎽㵯ᷴ⯴⟡憸䵺䏭ㇽ⎾姾ạẒ㛰㫱∐ㇽ䔚䴉ƏテƝ
(a)

Ⱈⷙ䵺⎽㵯䙫⟡憸▕ἴ㈧⬿何ὃẋ㏂ḍⷙ⭳⅏㭟ⱓ㖣⎾姾ạ䙫ỢἼ㦲ㇷ䰪⬷䙫㋮㕟
傈Ụ⑳/ㇽ杅㋮㕟傈ỤƋㇽⱓ䛟⏳桅❲䙫⏳䬰嬰∟ƌƏỌ⎱⎾姾ạㇽ⅝Ị塏㈧㔝⎽䙫
ỢἼ䏥憸Əㆰẋ恫㛰旃⎪凮嬰∟┭˄ᡆަԓ⨶Ӫ˅ƞ

(b)

⎾姾ạ㛰㫱䂡⅝∐䚱俳⏸㛰旃⎪凮嬰∟┭㔝⎽⎽㵯䔚媲岢䔏Ə婙岢䔏ᷴ嵬怵⎾姾ạ
凮⟡憸䵺䏭ⷙ⌻⮁䙫憸栴ƞ

(c)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奨㰩㛰旃⎪凮嬰∟┭䂡㛰旃䙫榀㸖⬷⟡憸Ⱈ墒⎽㵯䙫㮶
ῲ⟡憸▕ἴ⏸⎾姾ạ㔖ế⎽㵯壃℆Ə⍚娔⎪凮嬰∟┭㖣⟡憸▕ἴ墒⎽㵯Ḳ㗌㎷⇡
峽⛅䔚媲䙫ガ㲨ᷲƏ㮶ῲ⟡憸▕ἴ䙫䙣堳⃠㮻婙⟡憸▕ἴ⎆ㆰ恐䔏䙫峽⛅⃠Ƌ勌
⢅娔䔚媲㜑墒㒋⛅Ə婙峽⛅⃠⎆⯮恐䔏㖣㮶ῲ婙䬰▕ἴƌ䂡⤁䙫憸栴Ƌ⥩㛰ƌƞ

(d)

⎾姾ạ䂡⅝㜓庒∐䚱㛰㫱Ⱈ⢅娔䔚媲㔝⎽⎪凮嬰∟┭ㆰế䙫ẋ㗺岢䔏Ƌ⅝憸栴䵺䔘
⎾姾ạ凮⟡憸䵺䏭ᷴ㘩⌻⮁ƌƞ⎱








(e)

⎽㵯ᷱ志⟡憸▕ἴᷴ㛪⯵凛㛰旃䙫榀㸖⬷⟡憸ℯ∴䙫‣柯憴㖗娼ㇽ䄈㔯˛



寔▜⚸悏⑬ḋ








晋杅⟡憸䵺䏭⎱⎾姾ạ⏍堳䢡⮁Ə␍∮峽⛅䔚媲€ㆰ忶怵⎪凮嬰∟┭㋰䅎Ὲ姾⤸㓁˚㛰
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字䙫㢄㬥✏ᷧῲẋ㗺㗌Ⱈ㦲ㇷ䔚媲▕ἴ㕟䛕ㇽ⅝㕛㕟ῴ㕟
䙫⟡憸▕ἴ俳㎷⇡˛㮶ῲẋ㗺㗌䙫ẋ㗺㘩昷䂡ᷲ⌯ᷰ㘩⛂⌨ṻ⇭Ƌ榀㸖㘩敺ƌƏ⏖䔘⟡
憸䵺䏭ᷴ㘩姩˛峽⛅䔚媲ᷧ䵺㎷⇡Ə⥩㜑䵺⟡憸䵺䏭⏳ヶƏᷴ僤㒋択ㇽ㒋⛅ƏἭ⇡䏥
㚒⁃ẋ㗺䙫ガ㲨∮晋⣽˛旃㖣✏㚒⁃ẋ㗺⎱/ㇽ㚒⁃岮䔉㷏‣䙫憷⮁Ḳ㜆敺㒋⛅峽⛅䔚媲
ḲṲƏ媲⎪斘˥㚒⁃榀㸖⬷⟡憸ẋ㗺ㇽ㚒⁃榀㸖⬷⟡憸岮䔉㷏‣䙫憷⮁˦ᷧ䮧˛
峽⛅䔚媲⾬柯恜⭯Ὲ姾⤸㓁˚㛰旃䙫怲ὃ㋮⎱㛰旃䙫⎪凮⌻字㈧⇾䙫旃㖣峽⛅⟡憸▕ἴ
䙫奶⮁Əḍ᷻怊⏳⎾姾ạ⎱⟡憸䵺䏭⏖僤奨㰩䙫嬰㗵㛟⎱㲼⽲ヶ奲㛟Ƌ⥩㛰ƌᷧ㎷ẋƏ
㖠䂡㛰㔯˛㠠㓁⟡憸䵺䏭ⷙ㎌⎾䙫㛰㔯峽⛅䔚媲Ə⟡憸䵺䏭ㆰỌ㛟杉⽉㋮䤡⎾姾ạƝ
(a)
(b)

✏䴷䭾㗌㋰䅎㛰旃䙫怲ὃ㋮峽⛅⎱⎽㵯㛰旃䙫⟡憸▕ἴƞ⎱
Ⱈ婙䬰⟡憸▕ἴ⏸⎪凮嬰∟┭˄ᡆަԓ⨶Ӫ˅弰䧢㦲ㇷ䰪⬷䙫㛰旃㋮㕟傈Ụ⑳/ㇽ
杅㋮㕟傈ỤƋ㋰⟡憸䵺䏭婴䂡恐䕝ƌƏ⊇ᷱƝ⥩䏥憸ㇷ⇭䂡㭊㕟Ə∮㔖ế䛟䬰㖣䏥
憸ㇷ⇭䙫䏥憸㬥柬˛㛰旃䙫榀㸖⬷⟡憸㱹㛰嶚⤇䏥憸㔖ế榀㸖⬷⟡憸ㆰế䙫ỢἼ
䏥憸ㇷ⇭Ə∮⟡憸䵺䏭⏖Ọ㛟杉⽉㋮䤡⎾姾ạ⇡┕榀㸖⬷⟡憸䙫⬿姾岈䔉Əㇽ
⅌㬥柬ƏỌ㎷ᾂ㈧曧䙫䏥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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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䏥憸ㇷ⇭䂡岇㕟Ə∮㛰旃⎪凮嬰∟┭柯㔖ế䛟䬰㖣䏥憸ㇷ⇭㕟栴ƋỌ㭊㕟塏䤡ƌ䙫䏥
憸㬥柬䵍⎾姾ạㇽ䵍⎾姾ạ㋮⮁䙫ạ˛
墒峽⛅䙫⟡憸▕ἴḲ峽⛅⃠Əㆰ䂡㔝∗峽⛅䔚媲䙫㛰旃ẋ㗺㗌㛰旃桅∌䙫㮶ῲ⟡憸▕
ἴ㖣婙ẋ㗺㗌䙫‣滅姯䭾Ḳ岮䔉㷏‣Ə⛂㍏ṻ⅌凚⯶㕟滅⽳⛂Ƌ4 ƌῲἴƋ⥩㞃㘖
0.00005ㇽ檿㖣婙䬰㛧ἵ▕ἴƏ∮⏸ᷱ㍏⅌ƌ˛峽⛅⃠⯮ᷴ姯⎱ㆰ䔘ㇽㆰ⏸㛰旃⎪凮嬰
∟┭㔖ế䙫ỢἼ䧬柬˚㔝岢ㇽ岢䔏˛⥩⟡憸䵺䏭Ⱈ⟡憸▕ἴ䙫峽⛅俳⯴峽⛅⃠㛰ỢἼ䕸
┶Ə⟡憸䵺䏭⯮媲䍏䪲䬓ᷰ㖠㟌㠟峽⛅⃠˛
✏㭊⸟ガ㲨ᷲƏỌᷲ⅐俬䙫䛟晻㜆敺㛧敞ᷴ⏖嵬怵ᷧƋ1ƌῲ㗌㚭㛯Ɲ(i)ὃ⇡昫㛰恐䕝㕮
ờ䙫峽⛅䔚媲䙫ẋ㗺㗌ƞ⎱(ii)⏸㛰旃䙫㉼岮俬㔖ế峽⛅㈧⽾㬥柬˛
㆐䰓寔▜⚸悏⑬ḋ





✏ᷲ㕮㈧志䙫䉠㭱ガ㲨ᷲƏ⟡憸䵺䏭ῄ䕀㫱∐㊹䴼㎌⎾峽⛅䔚媲Ə俳⎪凮嬰∟┭ῄ䕀 㫱
∐㊹䴼㎌⎾Ὥ凑ỢἼ䬓ᷰ㖠㎷ẋ峽⛅䔚媲䙫奨㰩Əテ⟡憸䵺䏭ㇽ⎪凮嬰∟┭Ƌ好ⱓἼ ガ
㲨俳⮁ƌ⾬柯⏯䏭✗俳᷻㜓吾媇Ὲ䙫ㄲ⺍堳Ṳ˛✏㊹䴼㎌⎾峽⛅䔚媲㘩Ə⟡憸䵺䏭⯮㛪
俪ㅕ㈧㛰▕ἴ㋨㛰ạḲ∐䚱Ọ䢡ῄẽῸ䙫∐䚱ᷴ㛪⎾∗憴⤎ᷴ∐⽘柦˛⟡憸䵺䏭态⸟ 㛪
㎌⎾峽⛅䔚媲Ə俳⎪凮嬰∟┭态⸟⯮㛪㎌⎾⑳㎷ẋ⾅䬓ᷰ㖠㔝∗䙫峽⛅奨㰩ƏἭ✏䉠㭱
ガ⽉ᷲ晋⣽Ƌὲ⥩(i)㞷ᷧ榀㸖⬷⟡憸㚒⁃⢅娔ㇽ峽⛅⟡憸▕ἴㇽ俬㚒⁃憷⮁岮䔉㷏‣Ə
(ii)ⷩ⠛⑳䵺䇆昷∝Ƌ⥩昷∝ㇽ㚒⁃✏偖ẋ㈧ẋ㗺Ə嬰∟✏Ḕ⤕䴷䭾䳢䵘Ḕ䙫䴷䭾ㇽẋ㔝
墒Ḕ㖞ㇽ俬䛟旃㋮㕟㜑䷏壤ㇽ⅓Ἧƌƞ(iii)䔘㖣㛰旃ⷩ⠛ᷱ䙫ẋ㗺昷∝ㇽ∝䳫Ə凛ὦ⎪凮
嬰∟┭ᷴ僤⇡┕㉼岮Ƌ⥩恐䔏ƌƞㇽ(iv)⟡憸䵺䏭婴䂡㎌⎾䔚媲㛪⯴榀㸖⬷⟡憸怇ㇷᷴ∐
⽘柦䙫ガ⽉ƌ˛⎪凮嬰∟┭⏖Ⱈ嘼䏭ỢἼ峽⛅奨㰩俳⾜㔝岢䔏⎱㔝岢Ə俳㭋岢䔏⎱㔝 岢
㛪⢅⊇㉼岮ㇷ㜓⑳/ㇽ㸂⯸峽⛅㈧⽾㬥柬䙫Ə⛇㭋㉼岮俬⮃⏸⎪凮嬰∟┭㟌婉㛰旃岢䔏⎱
㔝岢䙫岮㖀˛
䂡ῄ暃▕ἴ㋨㛰ạ䙫㫱䚱Ə勌✏ỢἼẋ㗺㗌Ⱈ㞷ᷧ榀㸖⬷⟡憸䙫⟡憸▕ἴ㈧㔝∗䙫峽⛅
䔚媲䙫两㕟Ə嵬怵婙榀㸖⬷⟡憸ⷙ䙣堳䙫㛰旃桅∌⟡憸▕ἴ两㕟䙫䙥⇭Ḳ⌨Ƌ10%ƌƏ⟡
憸䵺䏭㛰㫱⻝恙ỢἼ峽⛅䔚媲䙫⅏惏ㇽ惏⇭ƏỌὦ10%昷栴Ƌㇽ⟡憸䵺䏭㈧㱡⮁Ḳ㛛檿
昷栴ƌƋ˥峽⛅昷栴˦ƌᷴ墒嵬怵˛✏㛰旃䙫ẋ㗺㗌⥩㭋墒⻝恙䙫ỢἼ峽⛅䔚媲Ə⯮㛪ℯ
㖣✏⅝⽳ẋ㗺㗌㔝∗䙫峽⛅䔚媲䍙⽾嘼䏭ƏἭ两㘖⎾∝㖣峽⛅昷栴䙫奶⮁˛峽⛅昷栴ㆰ㋰
㮻ὲ恐䔏ƏỌὦ㛰ヶ✏㛰旃䙫ẋ㗺㗌峽⛅婙榀㸖⬷⟡憸䙫⟡憸▕ἴ䙫㛰旃桅∌Ƌᷧῲㇽ⤁
ῲƌḲ㈧㛰▕ἴ㋨㛰ạƏ⯮㋰⃠‣姯䭾Ọ䛟ㆰ䙫㮻ὲ峽⛅婙䬰⟡憸▕ἴ˛







㖣杅ẋ㗺㗌㎌䍙峽⛅䔚媲Ə⎯ㇽ㖣ẋ㗺㗌䙫ẋ㗺㘩昷怵⽳㈴㎌䍙峽⛅䔚媲Ə∮婙峽⛅
䔚媲⯮墒䴷弰凚ᷲᷧῲẋ㗺㗌ḍ好ὃ㖣ᷲᷧῲẋ㗺㗌䇆㥔㘩敺敲⦲㘩㔝∗Ə俳婙㗌ㆰ 好
䂡婙峽⛅䔚媲Ḳ㛰旃ẋ㗺㗌˛Ⱈ‣俳姧Ə㛰旃䙫‣滅ㆰ䂡峽⛅䔚媲墒好䂡㔝∗䙫 婙
ẋ㗺㗌䙫‣滅˛
Ⱈ㮶ῲ峽⛅䔚媲俳姧Ə⎾姾ạ㛰㫱䂡⅝凑ⷘḲ∐䚱㔝⎽ᷧ柬ẋ㗺岢䔏Ə婙岢䔏䵺䔘⎾姾
ạ凮⟡憸䵺䏭ᷴ㘩⌻⮁Əḍㆰ䔘㛰旃䙫⎪凮嬰∟┭Ƌㇽ䔘ẽạỊ塏⅝ƌ㔖ếƏ᷻⏖⾅ㆰ
Ⱈ婙峽⛅䔚媲俳⏸㛰旃䙫⎪凮嬰∟┭㔖ế䙫ỢἼ䏥憸ㇷ⇭Ḕ㊜択⎱㉊晋˛⎾姾ạ✏⟡憸
䵺䏭䙫⏳ヶᷲ⏖孱㛛ẋ㗺岢䔏憸栴Əテ✏媦㕛Ḳ⽳恐䔏㖣㈧㛰⎪凮嬰∟┭䙫ẋ㗺岢䔏㰛
⹚Ⱈ⏳ᷧ榀㸖⬷⟡憸俳姧✮柯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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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憸䵺䏭㛰㫱⾅⟡憸▕ἴ峽⛅㘩ㆰế䵍⎪凮嬰∟┭䙫ỢἼ䏥憸ㇷ⇭ḔƏ㉊晋⎱㊜択ᷧ䬭
䛟䕝㖣䧬柬凮㔝岢˚ẋ㗺岢䔏⎱⎪凮嬰∟┭ㆰế䙫ỢἼ⅝ẽ岢䔏Ḳ恐䕝㒌₀䙫㬥栴Ƌ⥩
㛰ƌ˛ㆰế䵍⎪凮嬰∟┭䙫䏥憸ㇷ⇭ᷴ嶚Ọ㔖ế㖣峽⛅㘩ㆰế䙫ᷱ志䧬柬⎱㔝岢˚ẋ
㗺岢䔏⎱ỢἼ⅝ẽ岢䔏Ə⎪凮嬰∟┭ㆰ⍚㘩⏸⎾姾ạㇽ⏸⎾姾ạ㋮⮁䙫ạ㔖ếᷴ嶚惏
⇭˛✏ᷴ嶚惏⇭⎱⎪凮嬰∟┭ㆰế䙫ỢἼ䏥憸ㇷ⇭Ƌ⥩㛰ƌ˚ẋ㗺岢䔏⎱⎪凮嬰∟┭ㆰ
ế䙫ỢἼ岢䔏⑳㔝岢⅏㕟Ọ䴷䭾⭳䕉Ḳ岮憸⏸⎾姾ạㇽ⏸⎾姾ạ㋮⮁䙫ạ㔖ếḲ∴Ə⎾
姾ạ㱹㛰侐⋀ẋế㛰旃䙫峽⛅䔚媲㈧㵰⎱䙫˚ㆰṯỌẋế䙫㛰旃㉼岮䴫⏯嬰∟Əḍ⯴㛰
旃⟡䣵嬰∟Ẓ㛰ᷧ刓䕀何㫱˛
㠠㓁㛰㔯䙫峽⛅䔚媲怙堳峽⛅⟡憸▕ἴ㘩Ɲ





(a)


(b)



㛰旃䙫榀㸖⬷⟡憸䙫岮憸ㆰ好䂡Ọ娢択婙䬰⟡憸▕ἴḲ㖠∱㸂Ə᷻Ⱈ‣俳姧Ə
婙䬰⟡憸▕ἴㆰ好ὃⷙ㖣㎌䍙ㇽ墒好䂡㎌䍙峽⛅䔚媲䙫ẋ㗺㗌Ḳ‣滅⽳峽⛅⎱娢
択ƞ⎱
▕ἴ㋨㛰ạ䙫⏴䨘ㆰ㖣㛰旃䴷䭾㗌凑⏴ⅱ∑晋˛

Ⱈ峽⛅䔚媲俳姧Ə晋杅㛰旃䙫⟡憸▕ἴ㈧曧㕮ờⷙ✏䴷䭾㗌㋰䅎㛰旃䙫怲ὃ㋮奶⮁䙫
㘩敺Ḳ∴ẋế凚⟡憸䵺䏭Ə␍∮峽⛅䔚媲ㆰ好䂡⾅㜑ὃ⇡Əテ婙峽⛅䔚媲䙫ẋ㗺岢䔏⍢
Ẵ䄝∗㜆ㆰếƏ俳ᷧ䵺㔖ếƏㆰ䔘⎾姾ạ䂡⅝㜓庒∐䚱俳ῄ䕀Əḍ✏㭋ガ㲨ᷲƝ
(a)

⎾姾ạ㛰㫱䂡⅝∐䚱俳⏸㛰旃⎪凮嬰∟┭㔝⎽⎽㵯䔚媲岢䔏Ə婙岢䔏ᷴ嵬怵⎾姾ạ
凮⟡憸䵺䏭ⷙ⌻⮁䙫憸栴ƞ

(b)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奨㰩㛰旃⎪凮嬰∟┭䂡㛰旃䙫榀㸖⬷⟡憸Ⱈ㮶ῲ婙䬰⟡
憸▕ἴ⏸⎾姾ạ㔖ế⎽㵯壃℆Ə⍚娔⎪凮嬰∟┭㖣峽⛅䔚媲㈧㵰⎱䙫⟡憸▕ἴḲ
㈧曧㕮ờℨ娘ẋế䙫㛧⽳ᷧ㗌㎷⇡⢅娔䔚媲䙫婘Ə㮶ῲ⟡憸▕ἴ䙫峽⛅⃠Ƌ勌峽
⛅䔚媲ⷙὃ⇡᷻婙峽䔚媲㈧曧䙫㕮ờⷙẋế⛅㘩Ə婙峽⛅⃠⎆⯮恐䔏㖣㮶ῲ婙䬰▕
ἴƌ㮻婙⟡憸▕ἴ⎆ㆰ恐䔏䙫䙣堳⃠䂡⯸䙫憸栴Ƌ⥩㛰ƌƞ⎱




(c)

ᷴㇷ⊆䙫峽⛅䔚媲ᷴ㛪⯵凛㛰旃榀㸖⬷⟡憸ℯ∴䙫‣柯憴㖗娼ㇽ䄈㔯ƏἭ⟡憸䵺
䏭⏖㖣⎾姾ạ㉠↭⽳Ə㋰⟡憸䵺䏭䢡⮁䙫㢄㬥⑳㢄ờ愳ガ⻝敞䴷䭾㜆Ƌ婙䬰㢄㬥



⑳㢄ờ⋬㋓Ⱈᷱ志⻝㜆俳㠠㓁㛰旃䙫怲ὃ㋮㔝⎽⻝㜆岢䔏ƌ˛
⚸悏䱑䋄㽸寔▜⚸悏⑬ḋ㏭ᶖ䊼悏䕂怊⾃㧈



⟡憸䵺䏭㛰㫱✏Ọᷲガ㲨ᷲ㋰⅝䴼⯴愳ガ㫱ƏỌ⏸⎾姾ạ䙣⇡㛟杉㋮䤡䙫㖠Ə䢡⮁⎾
姾ạㆰ⾅㛰旃䙫榀㸖⬷⟡憸Ḕ㔖ế䏥憸Ə㕟栴䛟䬰㖣䛟旃䙫䰪⬷Ƌㇽ⅝惏⇭ƌ㈧␒䙫 ㋮
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䛟旃ẋ㗺㗌䙫‣滅Ḳⷩ‣ƏỌỊ㛦⏸㛰旃⎪凮嬰∟┭˄ᡆަ
ԓ⨶Ӫ˅ẋế婙䬰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Ɲ⥩⟡憸䵺䏭㋰⅝䴼⯴愳ガ㫱䢡
⮁✏⎪凮嬰∟┭㎷⇡峽⛅䔚媲㘩ᷴ⤎⏖僤㛰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ṯỌ
ẋế䵍⎪凮嬰∟┭Əㇽ⽯⏖僤⏑㛰ᷴ嶚㕟憶䙫㦲ㇷ䰪⬷䙫㋮㕟傈Ụ⑳/ㇽ杅㋮㕟傈Ụ⏖ṯ
Ọẋế䵍⎪凮嬰∟┭Əㇽ⥩㔖ế䏥憸㘖䬍⏯㛰旃榀㸖⬷⟡憸䙫∐䚱䙫ƞἭ㢄ờ㘖⟡憸䵺
䏭㛰㫱㋰⅝䴼⯴愳ガ㫱Ƌ䂡榀㸖⬷⟡憸ƌⰘỌ䏥憸ế㬥Ị㛦ẋế㦲ㇷ䰪⬷䙫㋮㕟傈Ụ⑳/
ㇽ杅㋮㕟傈Ụ俳⏸峽⛅ỢἼ⟡憸▕ἴ䙫⎪凮嬰∟┭㔝⎽ᷧ䬭䛟䕝㖣䧬柬⎱㔝岢䙫恐䕝㒌
₀Ḳ栴⣽㬥柬˛⎪凮嬰∟┭ㆰế䙫婙䬰䧬柬⎱㔝岢⏖⾅⎪凮嬰∟┭ㆰế䙫䏥憸Ḕ㊜択⎱㉊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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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凮嬰∟┭奨㰩㘩Ə⟡憸䵺䏭ẍ⏖㋰⅝䴼⯴愳ガ㫱Ⱈᷱ志峽⛅俳⾅㛰旃䙫榀㸖⬷⟡憸
Ḕ㔖ế䏥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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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岮㵰⎱梏暑˛㮶ᷧ榀㸖⬷⟡憸✮⎾ⷩ⠛㳉⊼⎱㈧㛰㉼岮䙫⛡㛰梏暑㈧⽘柦˛㮶ᷧ榀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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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㭋㜑⾬僤䔉䔆柷㜆䴷㞃˛㭋⣽Ə⟡憸䵺䏭ẍ㒨㛰䴼⯴愳ガ㫱Ọ堳ὦ㦲ㇷ榀㸖⬷⟡
憸䙫嬰∟⸝㛰䙫傈㝘㫱∐˛ᷴ僤ῄ嬰堳ὦ婙䬰愳ガ㫱⯮⯵凚总ㇷ榀㸖⬷⟡憸㉼岮䛕
㨀˛㉼岮俬ẍㆰ㳏ヶƏ✏勌⹙ガ㲨ᷲƏ⟡憸䵺䏭˚榀㸖⬷⟡憸ㇽ▕ἴ㋨㛰ạⰘ㦲ㇷ
榀㸖⬷⟡憸䙫嬰∟㥩䄈ỢἼ㉼䥏㫱˛

•

䇆怲梏暑 ˛㱹㛰ῄ嬰榀㸖⬷⟡憸䙫塏䏥⯮凮㛰旃䙫䛟旃㋮㕟䙫塏䏥䛟⏳˛榀㸖⬷⟡
憸ㆰ㔖ế䙫岢䔏⎱敲㔖㰛⹚Ə⯮巆暏岮䔉㷏‣䙫孱⋽俳孱㛛˛暽䄝⏖Ọ䭾榀㸖⬷
⟡憸䙫㞷Ẃ㭊⸟敲㔖憸栴ƏἭ榀㸖⬷⟡憸䙫⢅敞䍮ᷴ⏖柷姯Ə⅝岮䔉㷏‣ẍ⛇㭋ᷴ
⏖柷姯˛㔬㭋Əᷴ僤Ⱈ榀㸖⬷⟡憸䙫塏䏥ㇽ⅝敲㔖䙫⯍暂㰛⹚ὃ⇡ῄ嬰˛

•

⢅娔⑳峽⛅⟡憸▕ἴ䙫昷∝ ˛㉼岮俬ㆰ㳏ヶƏ榀㸖⬷⟡憸凮✏榀㸖⅓敲䙣┕Ḳ⅟❲
曝┕㉼岮⟡憸ƋⰘ婙䬰⟡憸俳姧Əᷧ刓⏖䛛㎌⾅⟡憸䵺䏭峣岞⎱峽⛅▕ἴƌḍᷴ䛟
⏳˛榀㸖⬷⟡憸䙫⟡憸▕ἴ€⏖䔘⎪凮嬰∟┭㋰䔚媲▕ἴ䛛㎌⾅⟡憸䵺䏭嘼⢅娔ㇽ
峽⛅Ə⅝ẽ㉼岮俬ᷴ僤䛛㎌⾅⟡憸䵺䏭嘼⢅娔ㇽ峽⛅⟡憸▕ἴ˛婙䬰⅝ẽ㉼岮俬€
⏖忶怵⎪凮嬰∟┭㎷⇡⢅娔ㇽ峽⛅䔚媲▕ἴ⏯䙫⟡憸▕ἴḲ奨㰩Ƌ⥩㉼岮俬䂡曝
┕㉼岮俬Ə∮忶怵ⷙ✏⎪凮嬰∟┭嘼敲㈝䙫傈䥏䵺䳧㎷⇡奨㰩ƌƏ俳⎪凮嬰∟┭态
⸟⯮㛪㎌⎾⑳㎷ẋ⾅䬓ᷰ㖠㔝∗䙫⢅娔/峽⛅奨㰩ƏἭ✏䉠㭱ガ⽉ᷲ晋⣽Ƌὲ⥩(i)㉼
岮俬㜑恜⾑⮉㈝㎌⎾䧲Ə(ii)榀㸖⬷⟡憸㚒⁃⢅娔ㇽ峽⛅⟡憸▕ἴㇽ俬㚒⁃憷⮁岮
䔉㷏‣Ə(iii)ⷩ⠛⑳䵺䇆昷∝Ƌ⥩昷∝ㇽ㚒⁃✏偖ẋ㈧ẋ㗺Ə嬰∟✏Ḕ⤕䴷䭾䳢䵘Ḕ
䙫䴷䭾ㇽẋ㔝墒Ḕ㖞ㇽ俬䛟旃㋮㕟㜑䷏壤ㇽ⅓Ἧƌƞ(iv)䔘㖣㛰旃ⷩ⠛ᷱ䙫ẋ㗺昷∝
ㇽ∝䳫Ə凛ὦ⎪凮嬰∟┭ᷴ僤⎽⽾怙ᷧ㭌䙫㉼岮Ƌ⥩恐䔏ƌƞㇽ(v)⟡憸䵺䏭婴䂡㎌
⎾䔚媲㛪⯴榀㸖⬷⟡憸怇ㇷᷴ∐⽘柦䙫ガ⽉ƌ˛⎪凮嬰∟┭⏖Ⱈ嘼䏭ỢἼ㛪⢅⊇㉼
岮ㇷ㜓⎱/ㇽ㸂ἵ峽⛅㈧⽾㬥柬䙫⢅娔/峽⛅奨㰩俳⾜㔝岢䔏⎱㔝岢Ə⛇㭋㉼岮俬⮃
⏸⎪凮嬰∟┭㟌婉㛰旃岢䔏⎱㔝岢䙫岮㖀˛䔘㖣✏ỢἼ䉠⮁㘩敺⎪凮嬰∟┭㕟䛕⯮
㛪㛰昷Ə⛇㭋⬿✏㉼岮俬⏖僤䄈㲼暏㘩凑䔘✗⢅娔ㇽ峽⛅⟡憸▕ἴ䙫梏暑˛⏍ᷧ忻
⽸㘖㉼岮俬⏖忶怵ᷧῲḔẲạƋὲ⥩㘖傈䥏䵺䳧ƌ⯮⅝⟡憸▕ἴ✏偖ẋ㈧⇡┕⾅俳
⯮⟡憸▕ἴ䙫⃠‣孱䏥ƏἭ㈧㵰⎱䙫梏暑㘖偖ẋ㈧䙫岞峊⏖僤墒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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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旃㖣⟡憸▕ἴⷩ⠛⃠㠣凮榀㸖⬷⟡憸岮䔉㷏‣Ḳ敺ⷕ䕗䙫梏暑 ˛榀㸖⬷⟡憸䙫岮䔉
㷏‣Ị塏岞峊⟡憸▕ἴ䙫⅓⹚⃠‣˛䄝俳Ə㉼岮俬ㆰ㳏ヶƏ凮✏榀㸖⅓敲䙣┕䙫
⅟❲曝┕㉼岮⟡憸ƋⰘ婙䬰⟡憸俳姧Ə⅝▕ἴ䙫ⷩ⠛⃠㠣䔘㉼岮⟡憸䙫岮䔉㷏‣㱡
⮁ƌᷴ⏳Ə✏偖ẋ㈧岞峊䙫⟡憸▕ἴḲⷩ⠛⃠㠣ᷴ▕䔘榀㸖⬷⟡憸䙫岮䔉㷏‣㱡
⮁Əẍ䔘⅝ẽ⛇䴇Ƌὲ⥩㘖⟡憸▕ἴ✏偖ẋ㈧䙫ᾂ㰩ガ㲨ƌ㱡⮁˛⛇㭋⬿✏偖ẋ㈧
岞峊䙫⟡憸▕ἴḲⷩ⠛⃠㠣⏖僤凮榀㸖⬷⟡憸䙫岮䔉㷏‣㛰桖吾ⷕ䕗䙫梏暑˛⛇
㭋Ə⬿✏▕ἴ㋨㛰ạ⏖僤䄈㲼Ọ㎌徸婙岮䔉㷏‣䙫⃠㠣岞峊䙫梏暑˛˥岞峊ⷕ⃠˦
Ƌ⍚㛰ヶ岞⮝䙫⇡⃠⑳㛰ヶ峊⮝奨㰩䙫⃠㠣Ḳ敺䙫ⷕ䕗ƌ㘖‶曉岮䔉㷏‣䙫⏍ᷧῲ⎆
⛇˛岞峊ⷕ⃠✏ⷩ⠛㳉⊼ㇽⷩ⠛ᷴ㗵㛾㜆敺⏖僤⢅⤎Ə⾅俳⢅⊇⯴岮䔉㷏‣䙫‶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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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㔖Ə俳杅✏ᷧ㮜㘩敺ⅎ㔋択˛⛇㭋Ə㉼岮俬ㆰ㳏ヶƏ㜓䫇䧲㈧志䙫岮䔉㷏‣ᷴᷧ
⮁凮⹛⺍峓䛕Ḕ⠘䙫岮䔉㷏‣䛟⏳Ə怀㘖⛇䂡⟡憸䵺䏭㛪✏⹛⺍峓䛕Ḕὃ⇡⾬奨
䙫媦㕛ƏỌ䬍⏯IFRS˛ỢἼ婙䬰媦㕛✮㛪✏⹛⺍峓䛕Ḕ㊒朙Ə⋬㋓媦䮧塏˛✏曧奨
⯴㞷ᷧ䉠⮁榀㸖⬷⟡憸怙堳ỢἼ㭋䬰媦㕛䙫ガ㲨ᷲƏ柷㜆奨㰩怙堳媦㕛䙫ⷕ∌䛟⯴
㖣㛰旃榀㸖⬷⟡憸䙫岮䔉↯‣俳姧⯮ᷴ㛪㘖⯍峑『䙫˛

•

榀㸖⬷⟡憸䙫⟡憸▕ἴᷴῄ嬰㜓憸 ˛榀㸖⬷⟡憸䙫⟡憸▕ἴᷴῄ嬰㜓憸˛㉼岮俬⏖
僤㛪㏴⤘⅝⯴⟡憸▕ἴ䙫⅏惏ㇽ惏⇭㉼岮˛⛇㭋Ə㉼岮㖣榀㸖⬷⟡憸⏑恐⏯㖣僤⤇
㉦㒻⅝⯴⟡憸▕ἴ䙫⅏惏ㇽ惏⇭⎆⦲岮㜓㉼岮䙫㏴⤘䙫㉼岮俬˛

•

䬓ᷧⷩ⠛⑳䬓ṳⷩ⠛ẋ㗺㘩敺䙫ⷕ䕗 ˛⍚ὦ⟡憸▕ἴ䙫⢅娔ㇽ峽⛅奨㰩ᷴ䍙㎌⎾Ə
榀㸖⬷⟡憸䙫⟡憸▕ἴẴ㛰⏖僤✏偖ẋ㈧岞峊˛✏婙䬰ガ㲨ᷲƏ⟡憸▕ἴ⏖僤✏䬓
ṳⷩ⠛Ọ⤎㖣㭊⸟ガ㲨ᷲ䙫㉿孺⃠ㇽ㺉⃠岞峊˛

•

㒋⛅婴⏖䙫梏暑 ˛㮶ᷧ榀㸖⬷⟡憸㗏✏㎷ᾂ凮⅝䛟旃㋮㕟䙫塏䏥䶱⮭䛟ㆰ䙫㉼岮ㇷ
㞃˛㮶ᷧ榀㸖⬷⟡憸ⷙ䍙嬰䛊㛪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䬓104㢄婴⏖˛䄝俳Ə嬰
䛊㛪ῄ䕀㫱∐㒋⛅⯴榀㸖⬷⟡憸䙫婴⏖Əὲ⥩㘖䕝嬰䛊㛪婴䂡㛰旃䙫䛟旃㋮㕟ᷴⅴ
墒嬰䛊㛪㎌⎾Ḳ㘩˛

•

凮ᷱⷩ㛰旃䙫梏暑 ˛偖ẋ㈧⯴嬰∟Ƌ⋬㋓⟡憸▕ἴƌ乣乳✏✏偖ẋ㈧ᷱⷩ⯍㖤勌⹙
奶⮁˛ᷴ僤⏸㉼岮俬ῄ嬰榀㸖⬷⟡憸⯮乣乳䬍⏯ῄ㋨⟡憸▕ἴ✏偖ẋ㈧ᷱⷩ䙫✗ἴ
俳⾬柯恜⭯䙫奶⮁Əẍᷴ僤ῄ嬰偖ẋ㈧⯮ᷴ㛪孱㛛ᷱⷩ奨㰩˛⥩㞃⟡憸▕ἴ墒⎽㵯
✏偖ẋ㈧ᷱⷩ岮㠣Ə⟡憸䵺䏭⏖✏凮⎾姾ạ⌻┭⽳⯲㰩嬰䛊㛪Ṳℯ㉠↭⯮㛰旃榀㸖
⬷⟡憸ὃ䂡杅ᷱⷩ㋮㕟⟡憸䵺䇆Ƌ柯⯴榀㸖⬷⟡憸䙫奶∮ὃ⇡⾬奨䙫姩ƌƏㇽ䴩
㭉榀㸖⬷⟡憸Əḍ⯮䛟ㆰ✗态䟌㉼岮俬˛

•

✏偖ẋ㈧䙫岞峊墒㚒⁃䙫梏暑 ˛✏偖ẋ㈧㚒⁃岞峊⟡憸▕ἴỢἼ㜆敺Ə㉼岮俬⯮ᷴ
僤✏偖ẋ㈧岞峊⟡憸▕ἴ˛偖ẋ㈧⏖㖣⅝婴䂡ㆰ䶔㋨⅓⹚㛰䙫ⷩ⠛Ọῄ暃㉼岮俬
㘩Ə暏㘩㚒⁃⟡憸▕ἴ䙫岞峊˛⥩㞃⟡憸▕ἴ✏偖ẋ㈧㚒⁃岞峊Ƌὲ⥩⥩㞃㊒朙凮
榀㸖⬷⟡憸㛰旃䙫ᷧẂ⃠㠣㔶ㄆ岮㖀ƌƏ⟡憸▕ἴḲ婴峣⑳峽⛅Ṇ㛪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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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伡Ḷẋ㉼㴢年䙫ⷩ⠛䙫梏暑 ˛ᷴ僤ῄ嬰㛪Ⱈ榀㸖⬷⟡憸䙫⟡憸▕ἴ⻡䪲ㇽ䶔㋨ᷧῲ
ẋ㉼㴢年䙫ⷩ⠛˛䏥㘩ḍ䄈䢡⮁䙫⟡㹽⏖Ọ柷㸓榀㸖⬷⟡憸䙫⟡憸▕ἴẋ㗺䙫⯍暂
⃠㠣㰛⹚ㇽ㕟䛕˛ᷴ僤ῄ嬰榀㸖⬷⟡憸䙫⟡憸▕ἴẋ㗺ㇽ⮁⃠㨈⯮㛪桅ἣ⅝ẽ⏟
㲼䮈弫⌧䙫㉼岮⅓⏟㈧䙣堳䙫ㇽ✏偖ẋ㈧岞峊䙫⅝ẽẋ㗺㈧岞峊⟡憸䙫ẋ㗺ㇽ⮁⃠
㨈˛

•

ᾄ峛⎪凮嬰∟┭ ˛䙣堳⎱峽⛅⟡憸▕ἴ⏑⏖忶怵⎪凮嬰∟┭怙堳˛⎪凮嬰∟┭⏖Ọ
Ⱈ㎷ᾂ㭋柬㛴⋀㔝⎽岢䔏˛✏Ƌ晋⅝ẽṲ柬⣽ƌ✏偖ẋ㈧䙫岞峊⎾∗昷∝ㇽ㚒⁃˚
忶怵Ḕ⤕䴷䭾䳢䵘䴷䭾ㇽẋ㔝嬰∟墒Ḕ㖞ㇽ㱹㛰䷏壤ㇽ⅓Ἧ䛟旃㋮㕟䙫ỢἼ㜆敺Ə
⎪凮嬰∟┭⯮ᷴ僤䙣堳ㇽ峽⛅⟡憸▕ἴ˛㭋⣽Ə⥩㞃䙣䔆⅝ẽṲờ⦏䤀榀㸖⬷⟡憸
岮䔉㷏‣䙫姯䭾ㇽ䄈㲼⇡┕榀㸖⬷⟡憸䙫㉼岮䴫⏯嬰∟Ə∮⎪凮嬰∟┭⯮ᷴ僤䙣堳
ㇽ峽⛅⟡憸▕ἴ˛䔘㖣✏ỢἼ䉠⮁㘩敺⎪凮嬰∟┭䙫㕟䛕⯮㛪㛰昷Əḍ᷻䔁凚✏䉠
⮁㘩敺⏖僤⏑㛰ᷧ⏴⎪凮嬰∟┭Ə⛇㭋⬿✏㉼岮俬⏖僤䄈㲼暏㘩凑䔘✗⢅娔ㇽ峽⛅
⟡憸▕ἴ䙫梏暑˛

•

ᾄ峛ⷩ⠛嬰∟危⮝ ˛㉼岮俬ㆰ㳏ヶƏ榀㸖⬷⟡憸ḍ䄈ⷩ⠛嬰∟危⮝Ə⟡憸▕ἴ✏
ⷩ⠛ᷱ䙫㴨态『ㇽ㛪⎾∗ᷴ∐⽘柦˛⟡憸䵺䏭䙫ヶ⏸㘖䢡ῄ㘩∢✮㛪㛰凚⯸ᷧ⏴凮
⟡憸▕ἴ㛰旃䙫ⷩ⠛嬰∟危⮝˛㛰⏖僤榀㸖⬷⟡憸⏑㛰ᷧ⏴偖ẋ㈧ⷩ⠛嬰∟危⮝Ə
⛇㭋Ə⍚ὦⷩ⠛嬰∟危⮝㱹㛰ⱌ堳⅝ὃ䂡┖ᷧⷩ⠛嬰∟危⮝䙫偞岓Ə榀㸖⬷⟡憸奨
㒋㏂榀㸖⬷⟡憸䙫┖ᷧⷩ⠛嬰∟危⮝Ṇ㘖ᷴ⯍暂䙫˛⥩㞃ⷩ⠛嬰∟危⮝㱹㛰ⱌ堳⅝
ὃ䂡┖ᷧⷩ⠛嬰∟危⮝䙫偞岓Ə⟡憸▕ἴ✏ⷩ⠛ᷱ䙫㴨⊼『⏖僤㛪⎾∗⚛憴⽘柦Ə
✏㛧⣅䙫ガ㲨ᷲƏ⟡憸▕ἴ䔁凚㛪㱹㛰㴨⊼ẋ㗺ⷩ⠛˛

•

ẋ㗺⯴㈲梏暑 ˛⎾姾ạ⏖Ọㆰ⟡憸䵺䏭䙫奨㰩俳凮⏫⮝憸坴㩆㦲Ƌὲ⥩䵺䳧堳⎱执
堳ƌⰘ岞峊岮䔉ㇽ嬰∟姩䪲ẋ㗺˛婙䬰憸坴㩆㦲ẍ⏖僤ⱓ榀㸖⬷⟡憸㈧㉼岮䙫 嬰
∟Ḳ䙣堳ạ˛ỢἼ婙䬰㩆㦲㜑僤ⱌ堳⅝侐⋀Əㇽ㛪⯴Ὲ姾⟡憸ㇽ榀㸖⬷⟡憸䙫䇆怲
僤⊂ㇽ岮憸䊧㲨怇ㇷᷴ∐⽘柦˛Ὲ姾⟡憸ㇽ榀㸖⬷⟡憸ẍ⏖僤㉦⎾吾ẋ㗺㈧˚䴷䭾
㈧˚姾䮈ạ⎱Ὲ姾⟡憸ㇽ榀㸖⬷⟡憸㈧䔏ㇽ⦻㈿䙫ỢἼ⬿䮈嘼⸝Ὥ䙫Ὲ岟⎱岮ᷴ㊜
ₜ䙫梏暑˛ỢἼ婙䬰ẋ㗺㈧˚䴷䭾㈧˚姾䮈ạㇽ⬿䮈嘼㈧㋨㛰䙫岮䔉柷姯⯮㛪凮⅝
凑庒䙫岮䔉⇭晻嘼䏭ƏἭ勌䙣䔆䠛䔉ㇽ⇡䏥岮ᷴ㊜ₜ䙫ガ㲨ᷲƏ∮Ẵ⏖僤㛰ₜ㫱
ạ⏸婙䬰岮䔉忤䴉䙫梏暑Ə⛇俳⏖僤㛪ị䴉⛅Ὲ姾⟡憸ㇽ榀㸖⬷⟡憸㈧㋨䙫婙䬰岮
䔉恔⎾⻝媋ㇽ恔⎾⅝ẽᷴ∐⽘柦˛

•

㎷㗐䴩㭉梏暑 ˛㠠㓁Ὲ姾⤸㓁䙫㢄㬥Ə⟡憸䵺䏭⏖✏ᷧẂガ㲨Ḳᷲ㎷㗐䴩㭉Ὲ姾⟡
憸ㇽ榀㸖⬷⟡憸Ə怀Ẃガ㲨⋬㋓Ɲ⥩㞃(a)Ὲ姾⟡憸ㇽ㋮㕟⟡憸✏ㇷ䪲ᷧƋ1ƌ⹛⽳
䙫ỢἼ㘩敺Ə⅝㈧㛰ⷙ䙣堳⟡憸▕ἴ䙫两岮䔉㷏‣⯸㖣200,000,000㸖Kƞ(b)㛰旃
榀㸖⬷⟡憸䙫⟡憸▕ἴᷴⅴ✏偖ẋ㈧ㇽ⅝ẽ嬰∟ⷩ⠛ᷱⷩƞㇽ(c)㛰旃榀㸖⬷⟡憸ᷴ
ⅴ㛰ỢἼ⎪凮嬰∟┭˛Ὲ姾⟡憸ㇽ榀㸖⬷⟡憸䴩㭉Ḳ㘩Ə⅝⋬␒䙫岮䔉⯮墒⇡┕Ə
㉼岮俬⯮㔝∗㷏䏥憸㬥柬䙫⇭㴥ƏἭ⟡憸䵺䏭㛰㫱㱡⮁怙堳⯍䉐⇭㴥˛媲⎪斘ᷲ㕮
㨀栳䂡˥Ὲ姾⟡憸ㇽ榀㸖⬷⟡憸䙫䴩㭉˦ᷧ䮧Ọ䞔姊怙ᷧ㭌婚ガ˛⥩㞃榀㸖⬷⟡憸
䔘㖣ỢἼ⎆⛇俳䴩㭉Ə⅝⏖僤㛪恔⎾岮䔉㷏‣䙫ᷲ昴˛⛇㭋Ə榀㸖⬷⟡憸䙫㉼岮俬
✏䴩㭉⽳㔝∗䙫憸栴⏖僤ᷴ㛪䬰㖣⎆㜓㉼岮㖣㛰旃⟡憸▕ἴ䙫岮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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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旃㖣㛰旃䙫䛟旃㋮㕟䙫梏暑˛ 榀㸖⬷⟡憸⏖僤㛪⬿✏㛰旃䙫䛟旃㋮㕟㖠杉䙫ᷲ志
梏暑Ɲ
(i)






⥩㞃䛟旃㋮㕟墒⁃㭉Əㇽ⟡憸䵺䏭㠠㓁䛟旃䉠娘㫱⌻字⾅㋮㕟㎷ᾂ俬䍙⽾䙫
䉠娘㫱墒䴩㭉Ə⟡憸䵺䏭⏖✏凮⎾姾ạ⌻┭⽳Ə⯲㰩嬰䛊㛪䙫Ṳℯ㉠↭Ọᷧ
䨕⏖Ọẋ㗺䙫ḍ᷻㛰桅ἣ㖣榀㸖⬷⟡憸䙫㉼岮䛕㨀䙫㋮㕟⎽Ị䛟旃㋮㕟˛䂡
ℴ⬿䕸Ə忤帑㋮㕟Ẵ䄝㘖䛟旃㋮㕟䙫㉼岮䛕㨀˛
晋杅⟡憸䵺䏭⑳㋮㕟㎷ᾂ俬⏍㛰⌻⮁Ə␍∮㋮㕟㎷ᾂ俬⏖✏ᷲ⇾ガ㲨ᷲ䴩㭉
⟡憸䵺䏭䙫䉠娘㫱Ɲ
•

忶怵⟡憸䵺䏭凮㋮㕟㎷ᾂ俬总ㇷ䛟ṹ⌻字ƞ

•

⟡憸䵺䏭⁃㭉䮈䏭榀㸖⬷⟡憸ƞ

•

⟡憸䵺䏭ὃ䂡Ὲ姾⟡憸䵺䏭ạ䙫⦻Ợ䴩㭉ƞ

•

嬰䛊㛪ㇽ偖ẋ㈧奨㰩⟡憸䵺䏭⁃㭉⅝⯴榀㸖⬷⟡憸䙫䮈䏭Əㇽ奨㰩㋮㕟
㎷ᾂ俬䴩㭉⅝Ⱈὦ䔏㋮㕟䙫䉠娘㫱ƞ

•

⟡憸䵺䏭⚛憴怼⎴䛟旃䙫㲼⽲ㇽ㲼奶Əㇽ怼⎴嬰∟ẋ㗺㈧䙫怲ὃ奶∮ƞ

•

榀㸖⬷⟡憸ㇷ䂡憴⤎娛娆ㇽ䛊䮈㩆㦲ㇽ堳㔦㩆㦲憴⤎媦㟌䙫⯴屈ƞ

•

㋮㕟㎷ᾂ俬⤘⎢⅝✏㛰旃䙫䛟旃㋮㕟䙫㫱∐⑳㫱䚱ƞ

•

䔘㖣ᷴ⏖㉾⊂Ə㍯ṯ䉠娘㫱䙫⌻字ᷴ僤ⱌ堳Əㇽ⅝ⱌ堳ᷴ僤乣乳ƞ

•

⟡憸䵺䏭⁃㭉怙堳㥔⋀Əㇽ墒㷬䛋ㇽ墒⮊䠛䔉ƞ

•

✏㲼⽲姩㗵䙫⅝ẽガ㲨ᷲ˛







㋮㕟㎷ᾂ俬凮⟡憸䵺䏭Ḳ敺䙫䉠娘㫱⌻字✏2011⹛6㛯1㗌䰤姩Ə㠠㓁婙⌻
字Ə⟡憸䵺䏭䍙㋮㕟㎷ᾂ俬㍯ṯ䉠娘㫱ƏỌὦ䔏㮶ᷧ㛰旃䙫䛟旃㋮㕟ὃ䂡䢡
⮁㛰旃䙫榀㸖⬷⟡憸䙫䴫ㇷ䙫⟡㹽ƏỌ⎱ὦ䔏䛟旃㋮㕟Ḕ䙫㞷Ẃ┭㨀˛䛕∴
㍯ṯ䙫䉠娘㫱Ə楽ῲ㜆昷䂡ᷰ⹛Ə⾅⌻字㗌㜆嵞姯Əḍ⯮✏楽ῲ㜆昷⽳凑⊼
乳㜆Ə⅝⽳㮶㬈乳㜆ᷧ⹛ƏἭ㋰䅎⌻字䴩㭉∮晋⣽˛
⥩㞃⅝䛟旃㋮㕟墒⁃㭉⎱/ㇽ㋮㕟䉠娘㫱⌻字墒䴩㭉Ə俳⟡憸䵺䏭㜑僤㉥∗
⅝婴䂡㘖凮姯䭾㛰旃䙫䛟旃㋮㕟⅞㛰䛟⏳ㇽ⤎凛ᷱ桅ἣ⅓䙫姯䭾㖠㲼䙫恐
䕝㛦Ị㋮㕟Ƌ婙㛦Ị㋮㕟ẍ柯䬍⏯ˣ⭯∮ˤ䬓8.6(e)㢄奶∮ᷲ䙫⏖㎌䳴『㹽
∮ƌƏㇽ㜑僤凮ỢἼ㋮㕟㎷ᾂ俬Ⱈ婙㛦Ị㋮㕟䙫ὦ䔏㢄㬥总ㇷ⌻字Ə∮榀㸖
⬷⟡憸⏖僤墒䴩㭉˛ỢἼ婙䬰㛦Ị㋮㕟柯㠠㓁Ὲ姾⤸㓁䙫奶⮁ὃ⇡ḍ䵺嬰䛊
㛪㠠㓁ˣ⭯∮ˤ䵍ṯṲℯ㉠↭Ə俳▕ἴ㋨㛰ạ⯮✏恐䕝㘩 䍙⽾态䟌˛
⛇㭋Ə㹽㉼岮俬ㆰ㳏ヶƏ榀㸖⬷⟡憸僤␍忤帑㛰旃䙫䛟旃㋮㕟Ə⎽㱡㖣䛟旃
㋮㕟ㇽ恐䕝䙫㛦Ị㋮㕟䙫䉠娘㫱⌻字㘖␍㋨乳㛰㔯˛⥩㞃⅝䛟旃㋮㕟⁃㭉䷏
壤ㇽ⅓ἯƏḍ᷻ᷴ⬿✏⟡憸䵺䏭婴䂡㘖凮姯䭾㛰旃䙫䛟旃㋮㕟⅞㛰䛟⏳ㇽ⯍
峑ᷱ桅ἣ⅓䙫姯䭾㖠㲼䙫恐䕝㛦Ị㋮㕟Ə∮榀㸖⬷⟡憸ẍ⏖僤墒䴩㭉˛

62

(ii)

㛰旃䙫䛟旃㋮㕟䙫ㇷ⇭⅓⏟⏖僤㛪ᷴ㘩孱㛛˛ὲ⥩Əㇷ⇭⅓⏟䙫傈Ụ⏖僤墒
晋䈳Əㇽᷧ⮝㖗䙫⏯岮㠣⅓⏟墒䳴⅌㛰旃䙫䛟旃㋮㕟˛✏㭋ガ㲨ᷲƏ䂡ṭ总
∗㛰旃䙫榀㸖⬷⟡憸䙫㉼岮䛕㨀Ə⟡憸䵺䏭⏖孱㛛榀㸖⬷⟡憸㋨㛰䙫䰪⬷䙫
㮻憴ㇽ䴫ㇷ˛⟡憸▕ἴ䙫⃠㠣⏖僤⛇怀Ẃ孱㛛俳ᷱ⌮ㇽᷲ嶳˛㔬㭋Ə⯴⟡憸
▕ἴ䙫㉼岮⯮ᷧ刓✗⎴㘇⇡䛟旃㋮㕟暏吾⅝ㇷ⇭ᷴ㘩孱㛛䙫ガ㲨Ə俳ᷴᷧ⮁
⎴㘇✏㉼岮㖣⟡憸▕ἴḲ㘩⅝䴫ㇷ䙫㖠˛媲⎪斘㛰旃䙫榀㸖⬷⟡憸䙫˥䛟
旃㋮㕟˦ᷧ䮧ƏỌ䞔姊㛛⤁旃㖣⥩Ἴ䷏壤㛰旃䙫䛟旃㋮㕟䙫岮㖀˛

(iii)

㋮㕟㎷ᾂ俬Ṇ⏖Ọ✏䄈柯䙣⇡态䟌䙫ガ㲨ᷲ暏㘩孱㛛ㇽ㛛㔠䔏Ọ姯䭾⑳䷏壤
㛰旃䙫䛟旃㋮㕟䙫䧲⎱⟡㹽Ọ⎱⅝ỢἼ䛟旃⅓˚ㇷ⇭⅓⏟⑳⛇⬷˛⛇
㭋Ə⯴⟡憸▕ἴ䙫㉼岮⯮ᷧ刓✗⎴㘇㛰旃䙫䛟旃㋮㕟Ə俳ᷴᷧ⮁⎴㘇✏㉼岮
㖣⟡憸▕ἴḲ㘩⅝䴫ㇷ䙫㖠˛





㋮㕟㎷ᾂ俬⯮㛪ᷴ㘩✏⅝䶙䫀Ƌwww.csindex.com.cnƌ⅓Ἧ䵺㛛㖗䙫䛟旃
㋮㕟䙫ㇷ⇭㷬▕˛



㉼岮俬ẍ㱹㛰Ⱈ䛟旃㋮㕟䙫㹽䢡『ㇽ⭳㕛『˚⅝姯䭾ㇽ凮Ḳ䛟旃䙫ỢἼ岮㖀
䍙⽾ỢἼῄ嬰˚晚志ㇽ㒻ῄ˛


•



凮䛊䮈⎱⎾ⷩ⠛⹙柷㛰旃䙫梏暑 ˛榀㸖⬷⟡憸ㇽ㛪⎾∗⋬㋓嬰䛊㛪⑳偖ẋ㈧✏ⅎ䙫
䛊䮈㩆㦲㖤⊇䙫ỢἼ栴⣽㢄ờㇽ奨㰩䙫昷∝˛㭋⣽Ə榀㸖⬷⟡憸䙫岞峊ẍㇽ㛪⎾
∗嬰䛊㛪ㇽ偖ẋ㈧堳ὦ䙫⹙柷㫱䙫昷∝˛⥩榀㸖⬷⟡憸ᷴ僤ℬ⇭恜⭯䛊䮈㢄ờㇽ奨
㰩Əㇽ俬Ə⥩㞃䙣䔆ỢἼⷩ⠛⹙柷Ə⟡憸▕ἴ㖣偖ẋ㈧䙫岞峊ㇽ㛪㚒⁃ㇽḔ㖞Ə勌
䙣䔆㭋䬰ガ㲨Ə✏䛊䮈㩆㦲⮠娘ぉ⾐岞峊Ọ∴Ə㉼岮俬ㇽ㹽㉼岮俬⯮䄈㲼㖣偖ẋ㈧
岞⅌⟡憸▕ἴƏ俳㉼岮俬ẍ⯮䄈㲼㖣偖ẋ㈧┕⇡⟡憸▕ἴ˛䛊䮈㩆㦲堳ὦ䙫ỢἼ㭋
䬰⹙柷㫱ㇽ俬Ḕ㖞ẍㇽ㛪⯴榀㸖⬷⟡憸䙫⤁ῲ㖠杉㛰ヶペᷴ∗䙫ᷴ剖⽘柦Ə⋬㋓Ἥ
ᷴ昷㖣榀㸖⬷⟡憸䙫怲ὃ˚▕ἴ⮁⃠˚㴨⊼『˚‣⑳㕛檻塏䏥⎱⛅⠘Ə᷻✏怀䨕
ガ㲨ᷲƏ榀㸖⬷⟡憸⏖僤䄈㲼㋰柷㜆⯍䏥⅝㉼岮䛕㨀˛✏㛧⣅䙫ガ㲨ᷲƏẍ⬿✏榀
㸖⬷⟡憸䙫▕ἴ⃠‣⤎⸬ᷲ嶳䙫梏暑˛



ㅓ宅⊈ờ㧼攎
ㅓ宅攎
Ὲ姾⤸㓁⯴㋮㕟⟡憸䙫㉼岮娔⮁勌⹙昷∝⑳䥨㭉Ṳ柬˛✏㋮㕟⟡憸䍙嬰䛊㛪㠠㓁ˣ⭯∮ˤ



婴⏖䙫㜆敺ⅎƏ㋮㕟⟡憸䙫岮䔉⏑⏖㉼岮✏嬰䛊㛪䙣⇡䙫ˣ⭯∮ˤ䬓7䫇⑳䬓8䫇Ƌ⥩恐
䔏ƌℨ娘䙫㉼岮柬䛕Əḍ€⏖㋰䅎ᷱ志奶⮁怙堳㉼岮ƏἭ⥩嬰䛊㛪䵍ṯ尨ℴ∮晋⣽˛
榀㸖⬷⟡憸䙫㉼岮昷∝㥩志⥩ᷲƝ


(1)

勌峣岞˚ὃ⇡ㇽ⢅⊇㉼岮㛪⯵凛Ọᷲガ㲨Ə∮ᷴ⽾怙堳㉼岮Ɲ





(a)

榀㸖⬷⟡憸㛧㖗㈧㋨䔘ỢἼᷧῲ䙣堳ạ䙣堳䙫嬰∟䙫⃠‣Ə㛪嵬怵榀㸖⬷⟡
憸㛧㖗岮䔉㷏‣䙫䙥⇭Ḳ⌨Ƌ10%ƌƏ晋杅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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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婙㉼岮昷㖣㉼岮㖣Ἳ䛟旃㋮㕟嵬怵䙥⇭Ḳ⌨Ƌ10%ƌ㮻憴䙫ỢἼ㋮㕟傈
ỤƏ⎱晋杅⏍䍙嬰䛊㛪䙫㉠↭Ə榀㸖⬷⟡憸Ḳᷲ䙫婙暢㋮㕟傈ỤḲ㮻憴
ᷴ⽾嵬怵婙暢㋮㕟傈Ụ✏䛟旃㋮㕟Ḳ㮻憴ƏἭ⥩嵬怵㮻憴㘖䔘㖣㛰旃䙫
䛟旃㋮㕟ㇷ⇭䙫㔠孱⎱怀ῲ嵬⇡ガ㲨⏑ⱓ怵㸈⑳减㘩『峑∮晋⣽ƞㇽ

(ii)

⥩榀㸖⬷⟡憸㎈䔏Ị塏『㊤㨊䬽䕌Ə∮榀㸖⬷⟡憸⏖⯮䛟旃㋮㕟䙫㞷ᷧ
㋮㕟傈Ụ䙫䛟旃㋨㛰憶㮻憴媦檿Əテᷱ志㮻憴䙫嵬⇡惏⇭Ḳ㛧檿昷栴
䂡䙥⇭Ḳ⛂Ƌ4%ƌƏㇽ⟡憸䵺䏭䵺嫕婉嬰䛊㛪⎱俪ㅕ∗䛟旃傈Ụ䙫䉠
剙˚⅝㮻憴˚䛟旃㋮㕟Ḳ㉼岮䛕㨀⎱ỢἼ⅝ẽ恐䕝⛇䴇Ƌὲ⥩䛟旃㋮㕟
ㇷ⇭嬰∟䙫㴨⊼『˚ⷩ‣⑳⅓䜥㋨傈憶⛇䴇ƌ⽳㈧䢡⮁䙫⅝ẽ䙥⇭㮻ƞ
ㇽ






(iii)


䍙嬰䛊㛪⏍堳㉠↭˛



(b)

榀㸖⬷⟡憸✏ỢἼ▕ᷧ䙣堳ạ䙫傈㜓㋨㛰䙫㙕态傈䙫⏴侐憸栴Ə䕝凮Ὲ姾⟡
憸䙫㈧㛰⅝ẽ㋮㕟⟡憸㋨㛰䙫㙕态傈䴷⏯⽳Ə⯮㛪嵬怵婙䙣堳ạⷙ䙣堳傈㜓
䙫㈧㛰㙕态傈䙫两杉‣憸栴䙫䙥⇭Ḳ⌨Ƌ10%ƌƞ

(c)

榀㸖⬷⟡憸㋨㛰䙫ⱓ㖣杅婴⏖⏟㲼䮈弫⌧姯≪Ƌ⍚Ɲᷴ✏嬰䛊㛪奶⮁䙫婴⏖
⏟㲼䮈弫⌧姯≪⏴▕Ḳ⇾䙫ƌ⎱㜑䵺嬰䛊㛪婴⏖䙫暭檻㉼岮姯≪䙫▕ἴㇽ傈
ỤḲ⃠‣㛪⏯⅘嵬怵榀㸖⬷⟡憸㛧㖗岮䔉㷏‣䙫䙥⇭Ḳ⌨Ƌ10%ƌƞ⎱

(d)

榀㸖⬷⟡憸㛧㖗㋨㛰䙫㜑✏婴⏖嬰∟ⷩ⠛ᷱⷩ˚㎂䈳ㇽẋ㗺䙫嬰∟䙫⃠‣⯮
㛪嵬怵榀㸖⬷⟡憸㛧㖗岮䔉㷏‣䙫䙥⇭Ḳ⌨ṻƋ15%ƌ˛








(2)

✏䬍⏯ᷱ㕮䬓1(a)柬䙫∴㎷ᷲƏ榀㸖⬷⟡憸㋨㛰䙫⏳ᷧ䨕䙣堳桅∌䙫㔦⺃嬰∟ㇽ⅝
ẽ⅓⅘嬰∟Ƌ奲ˣ⭯∮ˤ䬓7䫇䙫⮁侐ƌ䙫⃠‣⏖嵬怵榀㸖⬷⟡憸㛧㖗岮䔉㷏‣䙫
䙥⇭Ḳᷰ⌨Ƌ30%ƌ˛㭋⣽Ə✏䬍⏯ᷱ㕮䬓1(a)柬䙫∴㎷ᷲƏ⟡憸䵺䏭⏖⯮榀㸖⬷
⟡憸䙫㈧㛰岮䔉㉼岮㖣ᷴ⏳㘩敺䙣堳䙫ỢἼ㕟䛕䙫㔦⺃嬰∟⎱⅝ẽ⅓⅘嬰∟Ƌ奲
ˣ⭯∮ˤ䬓7䫇䙫⮁侐ƌ˛

(3)

⟡憸䵺䏭ᷴ⽾Ị塏榀㸖⬷⟡憸Ɲ






(a)

㉼岮✏ỢἼ⅓⏟ㇽ㩆㦲䙫ỢἼ桅∌䙫嬰∟Ə⥩㞃⟡憸䵺䏭䙫ỢἼ告Ṳㇽ檿
䴁ạⓈ▕䍏㒨㛰嵬怵婙桅∌㈧㛰ⷙ䙣堳嬰∟两杉‣憸栴䙫䙥⇭Ḳ曝滅ṻ
Ƌ0.5%ƌƏㇽ⟡憸䵺䏭䙫告Ṳㇽ檿䴁ạⓈ⏯⅘㒨㛰婙䬰嬰∟嵬怵䙥⇭Ḳṻ
Ƌ5%ƌƞ

(b)

㉼岮✏ỢἼ桅∌䙫㈦✗䔉Ƌ⋬㋓㧺⭮ƌㇽ㈦✗䔉䙫㫱䚱Ƌ⋬㋓㜆㫱ㇽ㫱∐Ἥ
ᷴ⋬㋓㈦✗䔉⅓⏟䙫傈Ụ⎱㈦✗䔉㉼岮Ὲ姾⟡憸䙫㫱䚱ƌƞ

(c)

怙堳峊䩡Ə⥩峊䩡㛪⯵凛榀㸖⬷⟡憸㛰岓Ợẋế嵬怵榀㸖⬷⟡憸㛧㖗岮䔉㷏
‣䙥⇭Ḳ⌨Ƌ10%ƌ䙫嬰∟Əㇽ⥩⯮墒峊䩡䙫嬰∟ᷴ㘖✏䍙ℨ娘怙堳峊䩡㴢
⊼䙫ⷩ⠛ᷱẋ㉼㴢年䙫嬰∟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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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㲤⇡䩡栔㜆㫱ƞ

(e)

⇡┕㉼岮䙫婴峣㜆㫱Ə⥩ᷱ志婴峣㜆㫱⎱㈧㛰⅝ẽ䂡榀㸖⬷⟡憸俳⇡┕䙫㜑
∗㜆婴峣㜆㫱䙫⏯⅘堳ὦ⃠㛪ƋⰘ堳ὦ⃠俳姧ƌ嵬怵榀㸖⬷⟡憸䙫㛧㖗岮䔉
㷏‣䙫䙥⇭Ḳṳ⌨ṻƋ25%ƌƞ

(f)

㜑䵺⎾姾ạṲℯ㛟杉⏳ヶƏ ⇡˚㉦㒻˚㒻ῄ˚傳㛟䥏㓁ㇽỌ⅝ẽ㖠䛛㎌
✗ㇽ俬ㇽ䄝✗⯴ỢἼạ䙫侐⋀ㇽₜ⋀㉦㒻岓Ợƞ

(g)

姩䪲ỢἼ侐⋀ㇽ㔝峣ỢἼ岮䔉俳㵰⎱䔘⎾姾ạƋỌ榀㸖⬷⟡憸䙫⎾姾ạḲ庒
Ụƌ㉦㒻ỢἼ䄈昷䙫岓Ợƞ

(h)

䂡⯴㱽Ọ⣽Ḳ䛕䙫㉼岮㖣㜆㫱⑳婴傈㫱嬰Ə⥩㈧㔖ế䙫㜆㫱憸两栴嵬怵榀㸖
⬷⟡憸㛧㖗岮䔉㷏‣䙫䙥⇭Ḳ⌨ṻƋ15%ƌƞ

(i)

✏㱹㛰⯴㱽䙫ガ㲨ᷲ姩䪲㜆岏⏯䳫Ə⥩⏯䳫⃠䙫⏯⅘两㷏‣Ƌᷴ媽㘖榀㸖⬷
⟡憸㠠㓁㈧㛰㜑ⱌ堳䙫㜆岏⏯䳫俳⯮䍙㔖ếㇽ柯㔖ế䙫⏯䳫⃠ƌ怊⏳㋨㛰䙫
⯍䉐┭⒨⑳Ọ┭⒨䂡⟡䣵䙫㉼岮䙫两‣Ə嵬怵榀㸖⬷⟡憸㛧㖗岮䔉㷏‣䙫䙥
⇭Ḳṳ⌨Ƌ20%ƌƞㇽ

(j)

㉼岮㖣⯮奨堳ὦ婴峣㜆㫱䙫ỢἼ嬰∟ƏἭ婙婴峣 㜆㫱⏖䔘榀㸖⬷⟡憸䙫䏥憸
ㇽ桅䏥憸⭳⅏㻦嶚䙫晋⣽Ə᷻Ⱈᷱ㕮(e)㬥俳姧Ə婙䬭憸栴Ⰱ㜑俪ㅕ✏ⅎ˛










(4)

䂡ℴ䔆䕸┶Ə⥩榀㸖⬷⟡憸䄈柯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嬰䛊㛪䙫婴⏖Ə∮䬓
(1)凚(3)柬䙫奶⮁✮ᷴ恐䔏㖣榀㸖⬷⟡憸˛





(5)



㖣㜓䫇䧲⇱䙣Ḳ㗌Ə榀㸖⬷⟡憸✮䄈ヶ⾅ṲỢἼ傈䥏 ⇡ㇽ傈䥏 ⅌˚⛅峣ẋ㗺ㇽ
⅝ẽ桅ἣ䙫⠛⣽ẋ㗺˛⥩⟡憸䵺䏭弰俳㛰ヶ⾅ṲỢἼ傈䥏 ⇡ㇽ傈䥏 ⅌ㇽ⛅峣ẋ
㗺Ə柯䵺嬰䛊㛪Ṳℯ㉠↭ḍ᷻柯凚⯸㎷∴ᷧƋ1ƌῲ㛯Ƌㇽ俬⏳嬰䛊㛪䳫⮁䙫⅝ẽ
态䟌㜆ƌ态䟌▕ἴ㋨㛰ạ˛

ờ㧼攎
⟡憸䵺䏭⏖䂡ᷲ⇾䛕䙫 ⅌檿总榀㸖⬷⟡憸㛧㖗岮䔉㷏‣䙫䙥⇭Ḳṳ⌨ṻƋ25%ƌ䙫䏥憸Ɲ


•

䂡ṭᾦ㖣⢅娔ㇽ峽⛅⟡憸▕ἴㇽ㔖ế䇆怲敲㔖ƞ

•

䂡ὦ⟡憸䵺䏭僤⤇䂡ỢἼ榀㸖⬷⟡憸㔝峣嬰∟ƞㇽ

•

⟡憸䵺䏭凮⎾姾ạᷴ㘩⌻⮁䙫ỢἼ⅝ẽ㭊䕝䛕䙫˛




榀㸖⬷⟡憸䙫岮䔉⏖墒㊜㊣ㇽ峑㊣Ọὃ䂡ᷱ志ỢἼ

㬥䙫㒻ῄ˛䂡ℴ䔆䕸敺Ə✏䢡⮁榀㸖

⬷⟡憸㛰␍怼⎴ᷱ志䙥⇭Ḳṳ⌨ṻƋƌ䙫昷∝㘩Əᷴ㛪俪ㅕ⯴択岟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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Ჾ僪塍⩘
⥩ᷱ志㉼岮⎱ 㬥昷∝恔怼⎴Ə⟡憸䵺䏭䙫楽奨䛕㨀㘖✏恐䕝俪ㅕ∗▕ἴ㋨㛰ạ䙫∐䚱
⽳✏⯍暂⏖堳䙫ガ㲨ᷲ⿒䳥㭊ᷱ志ガ㲨˛⥩嵬怵㉼岮昷∝㘖䔘㖣榀㸖⬷⟡憸䙫㉼岮⃠
‣䙫㔠孱˚榀㸖⬷⟡憸憴㕛ㇽ⏯˚⾅榀㸖⬷⟡憸岮䔉Ḕế㬥ㇽ峽⛅⟡憸▕ἴƏ∮⟡憸
䵺䏭䄈柯⍚㘩⇡┕㛰旃䙫㉼岮ƞἭ⏑奨ᷱ志昷∝Ẵ䄝墒嵬⇡Ə⟡憸䵺䏭ᷴ⽾ὃ⇡ỢἼὦ
ᷱ志昷∝⎾∗怙ᷧ㭌怼⎴䙫怙ᷧ㭌㉼岮˛



宅䏠㲦Ỻ䕂悎⩘




榀㸖⬷⟡憸䙫岮䔉㷏‣ㆰ㖣㮶ᷧẋ㗺㗌䙫‣滅Ƌㇽ⟡憸䵺䏭⎱⎾姾ạ䢡⮁䙫⅝ẽ㘩
敺ƌ憷⮁Ə⅝㖠䂡㠠㓁Ὲ姾⤸㓁䙫㢄㬥娼㛰旃榀㸖⬷⟡憸䙫岮䔉ḍ㉊晋㛰旃榀㸖⬷
⟡憸䙫岇ₜ˛
Ὲ姾⤸㓁姩㗵榀㸖⬷⟡憸䙫㉼岮⃠‣ㆰ㋰Ọᷲ㖠憷⮁Ɲ





(a)



✏ỢἼ嬰∟ẋ㗺㈧˚┭⒨ẋ㗺㈧˚㜆岏ẋ㗺㈧ㇽ⠛⣽ẋ㗺ⷩ⠛㎂䈳˚ᷱⷩㇽ怙堳㭊
⸟岞峊䙫ỢἼ㉼岮䙫⃠‣Ƌ暭檻㉼岮姯≪䙫㫱䚱晋⣽ƌƏㆰ⎪俪婙䬰㉼岮䙫Ḣ奨嬰
∟ẋ㗺㈧㖣㛰旃䙫ẋ㗺㗌䇆㥔㘩敺䴷㝆Ḳ㘩䙫㛧⽳ㇷẋ⃠姯䭾ƏテƝ
(i)

⥩婙㉼岮✏ᷧƋ1ƌῲỌᷱ䙫ⷩ⠛㎂䈳˚ᷱⷩㇽ怙堳㭊⸟岞峊Əḍ᷻⥩⟡憸
䵺䏭㋰⅝愳ガ㱡⮁㫱婴䂡✏Ḣ奨嬰∟ẋ㗺㈧Ọ⣽䙫嬰∟ẋ㗺㈧䙫䏥堳⃠㠣Ⱈ
ỢἼ婙㉼岮㎷ᾂṭ㛛䂡⅓⹚䙫⃠‣㹽∮Ə∮⎾姾ạ⏖✏⟡憸䵺䏭㛟杉㋮䤡⽳
㎈䳴婙⃠㠣ƞ

(ii)

⥩ỢἼ㉼岮✏ᷧῲⷩ⠛㎂䈳˚ᷱⷩㇽ怙堳㭊⸟岞峊ƏἭ⛇ỢἼ⎆⛇✏婙ⷩ⠛
䙫⃠㠣✏ỢἼ䛟旃㘩敺㜑僤㎷ᾂƏ∮㛰旃㉼岮䙫⃠‣柯䔘⟡憸䵺䏭Ƌㇽ⎾
姾ạ㎷⇡奨㰩Ə䔘⟡憸䵺䏭嫕婉⎾姾ạ⽳ƌⰘ嬰㗵Ḳ䛕䙫俳⦻Ợ䙫䂡婙柬㉼
岮✏ⷩ⠛ὃ⃠䙫⅓⏟ㇽ㩆㦲ṯỌ嬰㗵ƞ

(iii)

晋杅∐ざⷙ⋬㋓✏㎂䈳ㇽᷱⷩ⃠ⅎƏ␍∮ㆰ俪ㅕ䛛凚ὃ⇡‣Ḳ㗌䂡㭉㈧䴖
姯䙫㛰ざ㉼岮Ḳ∐ざƞ







(b)



ỢἼ㱹㛰✏ⷩ⠛㎂䈳˚ᷱⷩㇽ怙堳㭊⸟岞峊䙫㉼岮Ə⅝⃠‣ㆰ䂡㋰ᷲ㕮奶⮁䢡⮁䙫
⅝∄⦲⃠‣Əㇽ㋰ᷲ㕮奶⮁Ⱈ⅝㛧徸㜆䙫憴㖗‣娼⮁䙫⃠‣˛䂡㭋䛕䙫Ɲ
(i)

㱹㛰㎂䈳䙫㉼岮䙫∄⦲⃠‣ㆰ䂡㛰旃榀㸖⬷⟡憸峣⅌㉼岮㈧⊼䔏㕟栴Ƌ✏㮶
ᷧガ㲨ᷲ⋬㋓⍗劘䧬˚Ὂ憸⎱峣⅌㉼岮 Ọ⎱婙柬㉼岮Ⱈ㭋Ὲ姾⤸㓁Ḳ䛕䙫㭟
ⱓ㖣⎾姾ạ㈧㵰⎱䙫⅝ẽ岢䔏ƌƞ

(ii)

⟡憸䵺䏭⏖✏ỢἼ㘩 ḍㆰ✏⎾姾ạ奨㰩䙫㘩敺ㇽ㘩㮜Əᾪ凛䵺䔘⟡憸䵺䏭
㛟杉㎏喍ḍ䍙⎾姾ạ㉠↭䬍⏯岮㠣娼婙䬰㱹㛰㎂䈳䙫㉼岮Ḳ⯯㥔ạ⣒⯴婙
䬰㉼岮怙堳憴ƞ






(c)

䏥憸˚⬿㬥⎱桅ἣ㉼岮ㆰ㋰杉‣Ƌ怊⏳䴖姯∐ざƌ‣Ə晋杅⟡憸䵺䏭婴䂡ㆰὃ⇡
ỢἼ媦㕛Ọ⎴㘇㛰旃⃠‣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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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凮榀㸖⬷⟡憸⏳㗌‣䙫ỢἼ暭檻㉼岮姯≪䙫㮶ῲ▕ἴ˚傈Ụㇽ⅝ẽ㫱䚱䙫⃠‣Ə
ㆰ䂡✏婙㗌ᷱ志暭檻㉼岮䙫㮶ῲ▕ἴㇽ傈Ụ䙫岮䔉㷏‣Əㇽ俬Ə⥩ᷱ志暭檻㉼ 岮
姯≪ᷴ㘖凮榀㸖⬷⟡憸⏳㗌‣Ə∮ᷱ志㫱䚱䙫⃠‣ㆰ䂡婙暭檻㉼岮姯≪䙫㮶ῲ▕
ἴ˚傈Ụㇽ⅝ẽ㫱䚱䙫㛧徸㜆⅓Ἧ䙫岮䔉㷏‣Əㇽ⥩ᷴ僤䍙⽾婙岮䔉㷏‣Ə∮䂡ᷱ
ᷧ㬈⅓Ἧ䙫婙▕ἴ˚傈Ụㇽ⅝ẽ㫱䚱䙫峽⛅⃠ㇽ岞⃠ƞ

(e)

䮈㛰ᷱ志奶⮁ƏἭ⥩⟡憸䵺䏭婴䂡㞷ῲ‣㖠㲼ὃ⇡䙫‣㛛僤⎴㘇⅓⹚⃠‣Ə
⅝⏖㋰⅝䴼⯴愳ガ㫱↭娘㎈䔏婙⅝ẽ‣㖠㲼ƞ

(f)

Ọ⟡䣵岏⹊Ọ⣽岏⹊姯⃠䙫ỢἼ㉼岮Ƌᷴ媽㘖嬰∟ㇽ䏥憸ƌƏ⅝⃠‣ㆰ㋰⟡憸䵺䏭
䵺俪ㅕỢἼ㛰旃䙫㺉⃠ㇽ㉿孺⎱⌖ℳ岢䔏⽳⅝婴䂡恐䕝䙫⌖䍮Ƌᷴ媽㘖㭊ㇽ杅㭊
ƌ㉿䭾䂡⟡䣵岏⹊ƞ⎱

(g)

⥩㞃ᷴ⏖Ọ䍙⽾岮䔉㷏‣˚岞⃠˚峊⃠ㇽ⠘⃠Ə㛰旃岮䔉䙫⃠‣ㆰỌ⟡憸䵺䏭㱡⮁
䙫㖠ᷴ㘩憷⮁˛











ᷱ㕮㈧志䙫˥㛧⽳ㇷẋ⃠˦ᷧ媅㋮✏䛟旃䙫ẋ㗺㈧Ⱈ䇆㥔㗌㈧⠘䙫㛧⽳ㇷẋ⃠Ə✏ⷩ⠛
态⸟墒䨘䂡˥䴷䭾⃠㠣˦ㇽ˥ẋ㗺㈧⃠㠣˦ƏḍỊ塏ẋ㗺㈧䙫ㇷⓈⰘẽῸ䙫㜑⹚⏯ 䳫
✏ẽῸḲ敺怙堳䴷䭾䙫⃠㠣˛⥩㞃㞷暢嬰∟㱹㛰ㇷẋƏ∮㛧⽳ㇷẋ⃠⯮䂡˥ẋ㗺㈧㔝
䛋˦⃠Ə䔘䛟旃䙫ẋ㗺㈧㋰䅎婙ẋ㗺㈧䙫奶∮姯䭾ḍ⅓Ἧ˛
⎾姾ạ⎱/ㇽ⟡憸䵺䏭⏖Ɲ
(a)

䂡⯴榀㸖⬷⟡憸䙫ỢἼ岮䔉怙堳‣Ḳ䛕䙫俳䄈柯㠟⯍✗ᾄ峛忶怵曢⬷⠘⃠♏˚䙣
Ἧ⃠㠣/‣䙫㩆㢗䳢䵘⎱/ㇽ曢⬷䳢䵘㈧㎷ᾂ䙫⃠㠣岮㖀⎱/ㇽ⅝ẽ岮㖀Ə俳ỢἼ婙
䬰䳢䵘㎷ᾂ䙫⃠㠣ㆰ好䂡㛧⽳ㇷẋ⃠ƞ

(b)

㎌⎾ᷲ⇾⏫柬ὃ䂡榀㸖⬷⟡憸ỢἼ岮䔉䙫⃠‣ㇽ⅝ㇷ㜓⃠ㇽ┕⃠䙫ℬ⇭嬰㓁Ɲ⎾姾
ạㇽ⟡憸䵺䏭婴䂡㛰岮㠣㎷ᾂ⠘⃠䙫姯䭾Ị䏭ạ˚䵺䳧˚ỢἼ⯯㥔ạ⣒˚㩆㦲ㇽ䴫
主ὃ⇡䙫ỢἼⷩ⠛⠘⃠ㇽ㠟嬰ƏἭ㜓㢄䙫奶⮁ᷴ⯴⎾姾ạㇽ⟡憸䵺䏭Ƌ好ⱓἼガ㲨
俳⮁ƌ㦲ㇷ⾬柯䍙⽾婙⠘⃠ㇽ㠟嬰䙫侐⋀˛⥩㞃⟡憸䵺䏭岇岓ㇽ俬Ọ⅝ẽ㖠⎪凮
ỢἼῈ姾⟡憸岮䔉䙫⮁⃠Ə⎾姾ạ⏖Ọ㎌⎾˚ὦ䔏ḍᾄ峛婙⃠㠣俳䄈曧㠟㟌ƞ⎱

(c)

✏㱡⮁䔁溤㦲ㇷ⦌䕝ẋếỌ⎱ỢἼ桅ἣṲ⮃㘩Əᾄ峛榀㸖⬷⟡憸ỢἼ岮䔉ㇽ⅝ẽ岈
䔉ᷴ㘩怙堳ẋ㗺㈧ᾄ㓁䙫ỢἼⷩ⠛⎱⅝ỢἼ⦻Ⓢ㛪⎱⭿Ⓢ䙫ㅊ⸟⁁㲼⑳墨⮁Ə俳婙
䬰ㅊ⸟⁁㲼⑳墨⮁㘖㱡⮁『䙫Ə⯴㭋⤸㓁ᷲ䙫㈧㛰ạ✮㛰䳫㝆⊂Ə









俳⎾姾ạ⎱⟡憸䵺䏭䄈柯⯴Ὲ姾⟡憸˚ỢἼ榀㸖⬷⟡憸˚ỢἼ▕ἴ㋨㛰ạㇽỢἼ⅝ẽ ạ
Ⱈ㭋咀⎾䙫㏴⤘㉦㒻㲼⽲岓ỢƏἭ⎾姾ạ⎱⟡憸䵺䏭⛇㬡娷˚㔬ヶ⤘岓ㇽ䕶俳凛㏴
⤘䙫Əㆰ⏫凑Ⱈ婙䬰㏴⤘㉦㒻㲼⽲岓Ợ˛
⎾姾ạ⏖ᾄ峛䬓ᷰ㖠Ƌ⋬㋓䛟旃䙫姯䭾Ị䏭ạ˚凑⊼嘼䏭㛴⋀˚䵺䳧˚ⷩ⠛嬰∟危⮝ㇽ
ḔẲạ˚⟡憸䵺䏭ƏỌ⎱榀㸖⬷⟡憸㉼岮㖣⅝Ḕ䙫⅝ẽ暭檻㉼岮䙫䮈䏭ạㇽ‣Ị䏭
ạƌ㎷ᾂ䙫岈⋀岮㖀ƏἭᷴ㛪⯴婙䬰岮㖀䙫㹽䢡『㉦㒻岓Ợ˛⥩㞃⟡憸䵺䏭岇岓ㇽ俬Ọ
⅝ẽ㖠⎪凮榀㸖⬷⟡憸ỢἼ岮䔉䙫⮁⃠Ə⎾姾ạ⏖㎌⎾˚ὦ䔏ḍᾄ峛婙䬰⃠㠣Ὥ憷⮁
榀㸖⬷⟡憸䙫岮䔉㷏‣俳䄈曧㠟㟌Əḍ᷻䄈柯䂡怀㨊⁁俳⯴Ὲ姾⟡憸˚ỢἼ▕ἴ㋨㛰ạ
ㇽỢἼ⅝ẽạ㉦㒻㲼⽲岓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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㮶ᷧ榀㸖⬷⟡憸䙫⹛⠘⎱峓䛕⯮㋰䅎IFRS䷏壤˛㉼岮俬ㆰ㳏ヶƏᷱ志‣㔦䬽ᷴᷧ⮁䬍
⏯IFRS˛㠠㓁IFRSƏ㉼岮ㆰ㋰⅓⹚⃠‣‣Ə俳岞⃠⎱峊⃠⮁⃠墒好䂡⇭∌Ị塏敞㜆⎱
䟔㜆䙫ᷱⷩ㉼岮Ḳ⅓⹚⃠‣˛䄝俳Ə㠠㓁ᷱ志‣⟡㹽Ə柷㜆ᷱⷩ㉼岮⯮㋰㛧⽳ㇷẋ ⃠
俳杅㋰IFRS奶⮁䙫岞⃠⎱峊⃠⮁⃠‣˛⥩㞃Ὲ姾⟡憸㎈䔏䙫‣⟡㹽‶曉IFRSƏ∮⏖
僤柯✏Ὲ姾⟡憸䙫⹛⺍峓䛕Ḕὃ⇡媦㕛Ọᾦ䬍⏯IFRS䙫奶⮁Əḍ⥩䛟旃䙫婘Ə⯮✏Ὲ姾
⟡憸䙫⹛⺍峓䛕ⅎ⋬␒ᷧ柬⯴峓昫娢ƏỌⰘ⹛⺍峓䛕㈧䤡㋰IFRS憷⮁䙫⃠‣凮忶怵怲䔏
Ὲ姾⟡憸䙫‣奶∮⽾⇡䙫⃠‣ὃ⇡⯴峓ƞ␍∮Əᷴ恜⭯IFRS⏖僤㛪⯵凛㠟㕟⸒㠠㓁婙
柬ᷴ恜⭯ガ㲨䙫『峑⎱⚛憴䧲⺍Ⱈ⹛⺍峓䛕䙣⇡ῄ䕀ㇽᷴ∐ヶ奲˛



㕩Ἒ桗㳭⨎⚸悏ᵢ㓑ピ㕩Ἒ桗㳭⨎⚸悏宅䏠㲦Ỻ䕂悎⩘




⟡憸䵺䏭✏态䟌⎾姾ạ⽳Ə⏖✏⟡憸䵺䏭Ⱈ榀㸖⬷⟡憸䶔㋨䙫䶙䫀ㇽ忶怵⅝婴䂡⏯恐䙫
⅝ẽ㖠Ə⮊Ἧ✏ᷲ⇾㕛ῲㇽỢἼ惏⇭㜆敺㚒⁃榀㸖⬷⟡憸䙫⟡憸▕ἴḲẋ㗺⎱/ㇽ㚒⁃
憷⮁榀㸖⬷⟡憸䙫岮䔉㷏‣Ɲ
(a)

榀㸖⬷⟡憸䙫⤎惏⇭㉼岮态⸟怙堳ẋ㗺䙫ỢἼ嬰∟ⷩ⠛⁃ⷩ˚⯴ẋ㗺㖤⊇昷∝ㇽ㚒
⁃ẋ㗺Əㇽ俬⟡憸䵺䏭ㇽ⎾姾ạƋ好ⱓἼガ㲨俳⮁ƌ态⸟䔏㖣䢡⮁㉼岮⃠㠣ㇽ憷⮁
⟡憸▕ἴ岮䔉㷏‣˚䙣堳⃠ㇽ峽⛅⃠䙫ỢἼ娔㖤⇡䏥㔬暃ƞ

(b)

⛇ỢἼ⅝ẽ⎆⛇Ə榀㸖⬷⟡憸䙫⤎惏⇭㉼岮ⷙ✏⅝态⸟怙堳ẋ㗺䙫ỢἼ嬰∟ⷩ ⠛
墒㚒⁃ƞ

(c)

㛰旃䙫⟡憸▕ἴ态⸟怙堳ẋ㗺䙫嬰∟ⷩ⠛㚒⁃岞峊㛰旃⟡憸▕ἴƞ

(d)

⛇ỢἼ⅝ẽ⎆⛇Ə⟡憸䵺䏭婴䂡⅝䂡榀㸖⬷⟡憸㋨㛰ㇽ䳫⮁䙫㉼岮䙫⃠㠣ᷴ僤⏯䏭
✗˚徬怆✗⎱⅓⹚✗ṯỌ䢡⮁ƞ

(e)

⟡憸䵺䏭婴䂡Əᷴ⏖⏯䏭⇮⯍⏖堳✗⯮⅝䂡榀㸖⬷⟡憸㋨㛰ㇽ䳫⮁䙫ỢἼ㉼岮孱䏥Ə
ㇽᷴ⏖僤✏ᷴ⚛憴㏴⮚榀㸖⬷⟡憸䙫▕ἴ㋨㛰ạḲ㫱䚱䙫ガ㲨ᷲ孱䏥ỢἼ㉼岮ƞ

(f)

峽⛅榀㸖⬷⟡憸䙫㉼岮ㇽⰘ婙䬰㉼岮ế㬥㘩⯮㛪ㇽ⏖僤㵰⎱䙫岮憸⌖ếㇽ⌖⇡ ㇽ
俬ỢἼ桅∌⟡憸▕ἴ䙫婴峣ㇽ峽⛅墒⻝恙Əㇽ⟡憸䵺䏭婴䂡ᷴ僤徬怆㋰㭊⸟䙫⌖
䍮怙堳ƞㇽ

(g)

㱹㛰䷏壤ㇽ⅓Ἧ䛟旃㋮㕟˛㚒⁃⭰㍹㖣⟡憸䵺䏭⮊Ἧ⽳暏⍚䔆㔯˛✏㚒⁃㜆敺Ə










(a)

榀㸖⬷⟡憸㱹㛰岞峊⎱/ㇽ岮䔉㷏‣Ḳ憷⮁ƞ

(b)

⟡憸䵺䏭㛰䴼⯴愳ガ㫱㚒⁃嘼䏭⅝✏㚒⁃∴㔝∗䙫䔚媲ƞ

(c)

⟡憸䵺䏭㛰䴼⯴愳ガ㫱Ⱈ✏婙㚒⁃Ḳ∴㔝∗ḍ㎌⎾䙫㛰㔯峽⛅䔚媲⻝恙怙堳勌
杅㚒⁃∮㛪Ⱈ婙峽⛅䔚媲㎈⎽䙫堳⊼Ƌὲ⥩弰䧢㛰旃㋮㕟傈Ụㇽ㔖ế䏥憸ㇷ⇭
Ƌ⥩㛰ƌƌƞ

(d)

(e)

ỢἼ⎪凮嬰∟┭✮ᷴ⏖㎷⇡䔚媲ƞ⎱
ᷴ⽾䂡榀㸖⬷⟡憸⢅娔⎱䙣堳ㇽ峽⛅ỢἼ⟡憸▕ἴ˛✏ᷲ⇾ガ㲨ᷲƏ㚒⁃⭰
㍹⯮䴩㭉Ɲ(a)✏⟡憸䵺䏭⏸⎾姾ạ䙣⇡态䟌⽳Ə⮊Ἧ㚒⁃⭰㍹ⷙ⭳䴷Əㇽ
(b)䄈媽⥩ἼƏ✏䔉䔆㚒⁃䙫ガ㲨ⷙᷴⅴ⬿✏䙫楽ῲ䇆㥔㗌Ḳ⽳䕝㗌ƞ俳᷻
ᷴ⬿✏ㆰ⮊Ἧ㚒⁃⭰㍹䙫⅝ẽガ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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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㚒⁃⭰㍹ⷙ䴩㭉⽳Ə⟡憸䵺䏭ㆰ⿒✏⏯䏭⏖堳䙫ガ㲨ᷲƏ✏⅝Ⱈ榀㸖⬷⟡憸䶔
㋨䙫䶙䫀ㇽ忶怵⟡憸䵺䏭婴䂡⏯恐䙫⅝ẽ㖠㲼Ə⅓Ἧ旃㖣ᷱ志䴩㭉䙫态䟌˛
⎪凮嬰∟┭⏖✏㚒⁃⭰㍹墒⮊Ἧ⽳⎱婙㚒⁃⭰㍹䴩㭉∴Ə暏㘩Ọ㛟杉态䟌⟡憸䵺䏭俳㒋
⛅✏婙㚒⁃∴㎷ẋ᷻㜑䔘⟡憸䵺䏭㎌⎾䙫䔚媲Ə俳⟡憸䵺䏭ㆰ䛟ㆰ✗徬怆态䟌⎾姾ạ˛
⥩⟡憸䵺䏭⑳⎾姾ạ✏ᷱ志㚒⁃⭰㍹䴩㭉∴㱹㛰㔝∗㒋⛅䔚媲䙫态䟌Ə∮⎾姾ạㆰ✏恜
⭯Ὲ姾⤸㓁䙫奶⮁䙫∴㎷ᷲ⑳㋰䅎Ὲ姾⤸㓁䙫奶⮁ƏⰘ婙柬䔚媲⢅娔⑳䙣堳ㇽ峽⛅⟡憸
▕ἴƏ俳ᷱ志䔚媲ㆰ墒好䂡✏婙㚒⁃⭰㍹䴩㭉⽳暏⍚㔝∗˛



㕩Ἒ◦伭ᵢヾ孵审⚸悏⑬ḋ





⥩偖ẋ㈧婴䂡㛰曧奨䂡ῄ暃㉼岮俬ㇽ䂡䶔㋨㛰䧐䙫ⷩ⠛ㇽ✏偖ẋ㈧婴䂡⏯恐䙫⅝ẽ ガ
㲨ᷲƏ偖ẋ㈧⏖暏㘩㋰⅝㖤⊇䙫ỢἼ㢄ờ㚒⁃⟡憸▕ἴ✏偖ẋ㈧ẋ㗺Əㇽ㈧㛰✏偖ẋ㈧
䙫ẋ㗺˛
㉼岮俬恫ㆰ⎪斘ᷱ㕮˥㚒⁃榀㸖⬷⟡憸ẋ㗺ㇽ㚒⁃榀㸖⬷⟡憸岮䔉㷏‣䙫憷⮁˦ᷧ䮧Ə
Ọ䞔姊⥩㞃榀㸖⬷⟡憸䙫⟡憸▕ἴ✏偖ẋ㈧䙫岞峊墒㚒⁃㛪䙣䔆䔁溤ガ㲨˛



㯼㏽䨔








⟡憸䵺䏭⏖㋰⅝䴼⯴愳ガ㫱㖣㮶ῲ岈㔦⹛⺍⅝䢡⮁Ḳ㘩敺⇭㴥㔝䚱ṯ⟡憸▕ἴ㋨㛰ạ Ə
ㇽ㱡⮁✏㞷ῲ岈㔦⹛⺍ᷴὃ⇭㴥˛⇭㴥ṯ⟡憸▕ἴ㋨㛰ạ䙫憸栴Ƌ⥩㛰ƌ⯮Ὥ凑㛰旃㋮
㕟⟡憸䙫㔝⅌㷏栴˛ⰘỢἼ⇭㴥俳㔖ế䵍▕ἴ㋨㛰ạ䙫憸栴ᷴ昫∐ざ˛
⾅㋮㕟⟡憸Ḕὃ⇡⇭㴥㘩Ə⏴ⅱῄ䮈ạ⯮㛪㋰䅎⟡憸䵺䏭䙫㋮䤡⇭愴⏖ᾂ⇭㴥ṯ⟡憸 ▕
ἴ㋨㛰ạ䙫㬥柬Əḍ⯮㛰旃㬥柬⇭㴥ṯ⟡憸▕ἴ㋨㛰ạ˛⎾姾ạᷴ㛪⯴㛰旃⇭愴⇡䏥䙫
挖媋ㇽ⏴ⅱῄ䮈ạế㬥㕟䛕ᷴ㭊䢡ㇽ㜑僤㔖ế㛰旃㬥柬俳岇岓˛
ᷧ桅∌㮶ῲ⟡憸▕ἴ⯮䍙⇭㴥䙫㬥柬柯媦㕛凚㛰旃㋮㕟⟡憸姿峓岏⹊䙫㛧㎌徸▕ἴƋ⍚
⸟䔏Ḳ㛧⯶杉栴ƌ˛㱹㛰㋰䅎Ὲ姾⤸㓁ṯỌ⇭㴥⎱㖣㛰旃⇭㴥㗌㜆⽳⅔⹛ⅎⰁ㜑婴柿䙫
㔝䚱㬥栴Əᷧ⽲好ὃ㦲ㇷ㛰旃㋮㕟⟡憸㔝⅌岈䔉䙫ᷧ惏⇭Ə俳⟡憸▕ἴ㋨㛰ạƋㇽ忶怵
ẽ˚㠠㓁ẽㇽ⎾ẽ⦻姾俳婴柿䙫ỢἼạƌℯ∴Ⱈ婙䬰㜑⇭㴥㔝⅌俳⏖僤㒨㛰ḲỢἼ㫱∐
ᷧ⽲⎽㵯˛



孹䏦⊈㏴孹
㛰旃䏥㘩恐䔏㖣榀㸖⬷⟡憸䙫岢䔏⎱㔝岢憸栴婚ガƏ媲⎪斘㜓䫇䧲昫ờ1˛


䩟䋄孹⍊㗋↗孹




⟡憸䵺䏭⏖㔝⎽㛧檿总㋮㕟⟡憸岮䔉㷏‣㮶⹛䙥⇭ḲṳƋ2%ƌ䙫䮈䏭岢⑳㛴⋀岢˛恐䔏
㖣榀㸖⬷⟡憸䙫岢䍮⇾㖣㜓䫇䧲昫ờ1˛⟡憸䵺䏭⏖暏㘩昴ἵ㋮㕟⟡憸ỢἼ桅∌⟡憸▕ἴ
䙫䮈䏭岢ㇽ㛴⋀岢䙫岢䍮˛⟡憸䵺䏭ẍ⏖✏⏸▕ἴ㋨㛰ạ䙣⇡ᷴ⯸㖣ᷰƋ3ƌῲ㛯Ƌㇽ俬
嬰䛊㛪㉠↭䙫廪䟔态䟌㜆ƌ䙫态䟌⽳Ə㎷檿Ⱈ㋮㕟⟡憸ỢἼ桅∌⟡憸▕ἴㆰế䮈䏭岢ㇽ
㛴⋀岢䙫岢䍮凚ㇽ俬嶏徸婙㋮㕟⟡憸岮䔉㷏‣㮶⹛䙥⇭ḲṳƋ2%ƌ䙫㛧檿岢䍮Ə婙䬰岢
䔏㋰㗌䴖姯Əḍ✏㮶ᷧẋ㗺㗌姯䭾Ə㋰㛯∗㜆㔖ế˛
旃㖣榀㸖⬷⟡憸䙫䮈䏭岢⑳㛴⋀岢䙫怙ᷧ㭌婚ガƏ⇾㖣㜓䫇䧲䙫昫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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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ᵸ孹䏦
㠠㓁Ὲ姾⤸㓁䙫㢄㬥Ə⎾姾ạ⏖✏凮⟡憸䵺䏭⌻┭ḍ⏸㛰旃䙫▕ἴ㋨㛰ạ䙣⇡ᷴ⯸㖣ᷰ







Ƌ3ƌῲ㛯Ƌㇽ俬嬰䛊㛪㉠↭䙫廪䟔态䟌㜆ƌ䙫㛟杉态䟌⽳Ə㎷檿Ⱈ㋮㕟⟡憸ㆰế⎾姾ạ
岢䔏䙫岢䍮凚ㇽ嶏徸婙㋮㕟⟡憸岮䔉㷏‣㮶⹛䙥⇭ḲᷧƋ1%ƌ䙫㛧檿岢䍮Ə婙䬰岢䔏㋰
㗌䴖姯Əḍ✏㮶ᷧẋ㗺㗌姯䭾Ə㋰㛯∗㜆㔖ế˛
⎾姾ạ⏖ᷴ㘩ḍ㋰⅝婴䂡恐䕝䙫㖠Ə⦻Ợᷧ⏴ạ⣒ㇽ⤁⏴ạ⣒Ƌ⋬㋓旃怊ạ⣒ƌ䂡㋮
㕟⟡憸⅏惏ㇽỢἼ惏⇭岮䔉䙫姾䮈ạ˚⅘⏳姾䮈ạㇽ⇭姾䮈ạƏḍ⏖峍㫱ỢἼ婙姾䮈ạ
ㇽ⅘⏳姾䮈ạ⦻Ợ⇭姾䮈ạ˛
Ὲ姾⟡憸䙫岮䔉䏥㘩䔘⎾姾ạῄ䮈˛䕝⎾姾ạ婴䂡㛰⾬奨⦻Ợ姾䮈ạ˚⅘⏳姾䮈ạㇽ⇭
姾䮈ạƋ⎾姾ạ㜓庒晋⣽ƌ㘩Ə婙姾䮈ạ˚⅘⏳姾䮈ạ⑳⇭姾䮈ạ䙫岢䔏⑳敲㔖ㆰ⾅ 䛟
旃䙫㋮㕟⟡憸Ḕ㔖ế˛⟡憸䵺䏭⎱⎾姾ạ⯮㛪㎈⎽⏯䏭䙫嬠ㄵ㎑㖤ƏỌ䢡ῄ䕝ᷱ志⦻ Ợ
ⱓ⾬奨㘩Ə婙䬰岢䔏⏯䏭ḍ凮䕝㘩态堳䙫ⷩ⠛岢䍮ᷧ凛˛
旃㖣榀㸖⬷⟡憸䙫⎾姾ạ岢䔏䙫怙ᷧ㭌婚ガƏ⇾㖣㜓䫇䧲䙫昫ờ1˛


⋋⁈ẛ䩟ᵸ孹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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䔏ƌ㮶ᷧ㭋䬰⅝ẽ⏳ヶạ⣒ḲῈ㈿⟡憸岮㖀䙫㹽䢡『˛
⥩ L  㞷ᷧ㉼岮俬㜑⏸㜓Ὲ㈿⟡憸㎷ᾂ⟡憸䵺䏭⎱ㇽ⎾姾ạ⏯䏭奨㰩䙫Ὲ㈿⟡憸岮㖀ƞ
LL  ㈧㎷ᾂ䙫凮ỢἼ⏳ヶạ⣒㛰旃䙫Ὲ㈿⟡憸岮㖀ᷴ㹽䢡˚ᷴ⭳㕛ㇽ㜑⎱㘩㛛㖗ƞㇽ LLL 
⟡憸䵺䏭⎱ㇽ⎾姾ạ䄈媽Ἴ䨕⎆⛇䄈㲼㊒朙Ὲ㈿⟡憸岮㖀Ə∮㜓Ὲ㈿⟡憸ㇽ柯Ⱈ㜓Ὲ㈿
⟡憸㔝∗䙫ỢἼ㬥柬Ƌὲ⥩㜓Ὲ㈿⟡憸㈧ὃỢἼ㉼岮⎽⽾䙫㉼岮㔝䚱ƌ䙫⅏惏ㇽᷧ惏⇭
乚䳴柷㉊䧬Ə俳㜓Ὲ㈿⟡憸˚⎾姾ạ⎱ㇽ⟡憸䵺䏭⏖䂡䢡ῄ恜⭯恐䔏㲼⽲㲼奶俳㜓吾䜆
媇ḍ⇡㖣⏯䏭䙫䏭䔘㎈⎽ᷴ✏恐䔏㲼⽲䥨㭉Ḳ⇾䙫ỢἼ堳⊼˛㭋䬰堳⊼⋬㋓Ἥᷴ昷㖣⯴
㉼岮俬㋨㛰䙫㜓Ὲ㈿⟡憸▕ἴㇽ峽⛅㬥柬㎈⎽ỢἼ堳⊼ƏỌ䢡ῄ㭋䬰柷㉊䧬⏯ḵ䵺㿆⎆
∮✗䔘㜑㎷ᾂ⾬奨䙫Ὲ㈿⟡憸岮㖀ㇽ㜑恜⭯㭋䬰奨㰩⾅俳⯵凛䔉䔆柷㉊䧬䙫㉼岮俬㉦
㒻ƞὲ⥩Ə⟡憸䵺䏭⼞∝峽⛅㉼岮俬㈧㋨䙫▕ἴỌ⎱㜓Ὲ㈿⟡憸˚⟡憸䵺䏭⎱ㇽ⎾姾ạ
⯮旃㖣㞷ᷧ㉼岮俬䙫㭋䬰Ὲ㈿⟡憸岮㖀暏㘩Ƌ✏恐䔏䙫ガ㲨ᷲƏ⋬㋓✏㉼岮俬㈧㋨▕ἴ
⇡㖣ỢἼ⎆⛇墒峽⛅Ḳ⽳ƌ⠘˚㊒朙⎱ㇽ弰䧢䵍㜓✗惏敧⎱ㇽ⣽✗惏敧ƏἭ∴㎷㘖
Ὲ㈿⟡憸岮㖀䙫ỢἼ婙䬰⠘˚㊒朙⑳弰䧢✮恜⭯榀㸖䮈弫ῲạ岮㖀ὦ䔏Ḳ恐䔏奶ὲ
Ƌ⋬㋓䵺ᷴ㘩姩䙫ˣῲạ岮㖀Ƌ䦨暘ƌ㢄ὲˤƌ˛
㜓Ὲ㈿⟡憸˚⎾姾ạ⑳⟡憸䵺䏭✮㛰ヶ䢡ῄ㜓Ὲ㈿⟡憸恜⭯恐䔏㲼⽲㲼奶˛Ἥ㘖Ə㜓Ὲ
㈿⟡憸˚⎾姾ạ⑳⟡憸䵺䏭✮䄈㲼㎷ᾂỢἼ旃㖣㜓Ὲ㈿⟡憸ᷧ⮁僤⤇恜⭯恐䔏㲼⽲㲼奶
䙫ῄ嬰˛⥩㜓Ὲ㈿⟡憸ᷴ恜⭯恐䔏㲼⽲㲼奶Ə⛇俳⯵凛恐䔏柷㉊䧬˚㉊㸂ㇽ佗㬥Ə∮ㇽ
㛪⯴㮶▕ἴ䙫岮䔉㷏‣怇ㇷᷴ∐⽘柦Əὦ㉼岮俬⛇㭋咀⎾憴⤎㏴⤘˛ỢἼ㉼岮俬⥩⯴恐
䔏㲼⽲㲼奶⯴⅝凑庒ㇽ⅝䧬⋀✗ἴ䙫⽘柦㛰ỢἼ䕸┶Əㆰ⯲㰩䍏䪲䙫⯯㥔ヶ奲˛
⹕   ṛ宲㑺㗪㑅ᶴᳫヾ巇䣃↗奪㓌Ṅ㊎ṙƺ乌◉◉‥䣃㏴㮓ƻ䕂グ丮ẛ娵濕夰䨇
䣃↗奪㓌ᵤ㒦◦㊎ṙ夰䨇ẛ娵濕᳒   夰䨇䣃↗奪㓌㓭㽸㉦ⶡ㗪ẟㄖ⚸悏ᴉ⑬ḋ今䲦
⪩Ʋ◦ⸯ暽㗪Ƽ䣃↗ƽᲾ䩾ᳫƼᲾ僪ᵉ曃ƽ䩾ᴉ㔬弋弧䏦⻥䕂⋊㔀濕⫋㑺◦㗪ẟㄖ
⚸悏ᳫヾḚㅓ宅Ʊᵩ㗇䕂ヾ㗇㧈ピ⪤䖈㧈䖈ヾ⊭侻⫌傲䕂ᶹḓ䣃↗⹊㙚濕ハỏⷵ㾆㐤ẁ
ヾ㗇㸙◦ㅓ宅仃妬夠‴储嵩䕂㮓⹉⍊䣃↗朥␍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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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ḋㆿ㗇ᵸ
榀㸖䙫㉼岮俬䄈柯Ⱈ榀㸖⬷⟡憸䙫㔝⅌⇭㴥ㇽⰘ⇡┕˚峽⛅ㇽỌ⅝ẽ㖠嘼何⟡憸▕ἴ
俳䔉䔆䙫ỢἼ岮㜓⢅‣乚䳴榀㸖∐⽾䧬ƏἭ⥩ᷱ志ẋ㗺㦲ㇷ㉼岮俬✏榀㸖⾅Ṳ岦㗺˚ ⯯
㥔ㇽ㥔⋀㈧䔉䔆䙫榀㸖∐⽾䧬∮晋⣽˛
㠠㓁⺒⋀ⰧⰧ敞㖣1999⹛10㛯20㗌䙣⇡䙫㸂ℴịƏ㉼岮俬Ⱈ⇭愴䙫⟡憸▕ἴ⏸榀㸖⬷⟡
憸弰孺榀㸖傈ỤƏㇽ榀㸖⬷⟡憸Ⱈ⟡憸▕ἴ䙫峽⛅俳⏸㉼岮俬弰孺榀㸖傈ỤƏ⛇俳ㆰ 乚
䙫ỢἼ榀㸖⍗劘䧬Ə✮䍙尨ℴㇽ忧恫˛
ᷴ媽㘖✏偖ẋ㈧⠛ⅎ恫㘖⠛⣽岞峊⟡憸▕ἴƏ✮柯乚ế榀㸖⍗劘䧬Ƌ䏥堳䧬䍮䂡㈧岞峊⟡
憸▕ἴ䙫⃠㠣䙫䙥⇭Ḳ曝滅ṳƋ0.2%ƌƌƏᷧ⌱䔘峊㖠乚ếƏ俳⏍ᷧ⌱∮䔘岞㖠乚ế˛
Ჾ僪塍⩘





㉼岮俬ㆰ⏸⅝⯯㥔岈⋀桎┶㟌婉㛰旃㠠㓁⅝⎾䮈昷䙫⏟㲼䮈弫⌧䙫䛟旃㲼⽲㔝峣˚㋨
㛰˚孱䏥˚弰孺ㇽ択┕⟡憸▕ἴ⯴⅝怇ㇷ䙫⽳㞃Ə⋬㋓䧬⋀⽳㞃˚⊇咲⍗劘凮塏㗵㸂ℴ
䙫奶⮁⎱ỢἼ⣽⌖䮈∝奶⮁˛婙䬰⽳㞃Ƌ⋬㋓㉼岮俬⏖Ọὦ䔏䧬⋀ℑデ䙫ガ㲨⎱婙䬰ℑ
デ䙫⃠‣ƌ⯮⛇㉼岮俬⅓㯸庒⇭㈧ⱓ⛲˚Ⱜ䕀⛲˚㜓䰴⛲ㇽ㲼⛿娢ⅱ⛲⮝䙫㲼⽲⎱ㅊὲ
Ọ⎱㉼岮俬䙫ῲạガ㲨俳㛰㈧ⷕ䕗˛
‴ᶔ悋堿宅㑗
⛯⌈⊈宪䖬









榀㸖⬷⟡憸䙫⹛䴷㗌䂡凑2 0 1 2 ⹛嵞䙫㮶⹛1 2 㛯3 1 㗌˛榀㸖⬷⟡憸䙫楽ῲ㛪姯㜆㘖⾅
楽㬈䙣┕㜆䴷㝆∗2 0 1 2 ⹛1 2 㛯3 1 㗌˛ᷴ㛪䂡榀㸖⬷⟡憸䷏∝⾅楽㬈䙣┕㜆䴷㝆∗
2 0 1 2 ⹛6 㛯3 0 㗌怀ᷧ㮜㘩敺ⅎ䙫⌱⹛⺍㜑䵺⯐姯峓䛕˛䵺⯐姯峓䛕䙫勘㕮䈯㜓Ƌ€
昷勘㕮䈯㜓ƌ⯮㖣㮶ῲ岈㔦⹛⺍䴷㝆⽳⛂Ƌ4 ƌῲ㛯ⅎ⇱䙢㖣⟡憸䵺䏭䙫䶙䫀˛ẍ
㛪䷏壤⌱⹛⺍㜑䵺⯐姯⠘䙫䈯㜓ƏỌ㮶⹛⅔㛯Ụ㛧⽳ᷧῲẋ㗺㗌䂡峓䛕㈑㭉㗌
㜆Əḍ✏婙㗌㜆⽳⅐Ƌ2 ƌῲ㛯ⅎỌ勘㕮䈯㜓Ƌ€昷勘㕮䈯㜓ƌ⇱䙢㖣⟡憸䵺䏭䙫
䶙䫀˛榀㸖檿ざ傈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0 ƞ榀㸖Ḕ❲傈
䲥恟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2 ƞ⎱榀㸖5 0 E T F 䙫䶙柨䂡
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9 8 ˛⠘䙫⍗∞㜓ẍ⏖Ọ✏ỢἼ㗌⬷Ƌ㘆㜆⅔˚
㘆㜆㗌⎱㗌晋⣽ƌ䙫徍⅓㘩敺㖣⟡憸䵺䏭徍Ṳ嘼䴉⎽Ə⅝徍Ṳ嘼ἴ㖣榀㸖Ḕ䒗
⹙嫥怺Ḕ8 噆恕㈺⤎⺯1 1 㧺1 1 0 6 - 1 1 1 0 ⮋˛✏㛰旃峓䛕ㇽ⠘⅓ἯḲ㘩Ə⟡
憸䵺䏭⯮✏⅝䶙䫀ⅎ⇱䙢ᷧ∮态Ə䟌㉼岮俬婙䬰峓䛕ㇽ⠘ⷙ䵺⅓Ἧ˛
榀㸖檿ざ傈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0 ƞ榀㸖Ḕ❲傈
䲥恟E T 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2 ƞ⎱榀㸖5 0 E T F 䙫䶙柨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榀㸖⬷⟡憸䙫䬓ᷧ⤾䵺⯐姯⹛⺍峓䛕⯮㖣2013⹛4㛯30㗌䕝㗌ㇽḲ∴⇱䙢Ə㶜咲䙫㜆敺
㘖⾅楽㬈䙣┕㜆䴷㝆∗2012⹛12㛯31㗌˛
ᷱ志⠘⯮廰㛰榀㸖⬷⟡憸岮䔉㷏‣⎱䴫ㇷ榀㸖⬷⟡憸㉼岮䴫⏯䙫㉼岮⃠‣䙫⠘塏Əḍ
⋬␒ᷧỤ㷬▕Ə⇾⇡㖣㛰旃㜆敺䴷㝆㘩Ἳ䛟旃㋮㕟㮻憴嵬怵䙥⇭Ḳ⌨Ƌ10%ƌ䙫㮶暢ㇷ
⇭嬰∟Ƌ⥩㛰ƌƏ᷻⇾㗵婙䬰嬰∟⏫凑䙫㮻憴Ə桖䤡榀㸖⬷⟡憸㈧㎈䔏䙫ỢἼ昷栴ⷙ 䍙
⽾恜⭯˛ᷱ志⠘Ṇ㛪㮻廪㛰旃㜆敺榀㸖⬷⟡憸䙫塏䏥凮䛟旃㋮㕟䙫⯍暂塏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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Ḇ㗇撚桗㳭⨎⚸悏䕂宅㑗
⟡憸䵺䏭ㆰ㖣㮶ῲẋ㗺㗌✏⅝䶙䫀Ọ㎌徸⯍㘩䙫㖠⅓Ἧ㮶暢榀㸖⬷⟡憸㮶ῲ⟡憸▕ἴ
䙫岮䔉㷏‣˛榀㸖檿ざ傈ETF䙫䶙柨䂡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0 ƞ榀㸖Ḕ
❲傈䲥恟ETF䙫䶙柨䂡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ƞ⎱榀㸖50ETF䙫䶙柨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憸䵺䏭ẍㆰ✏⅝䶙䫀Ⱈ㮶暢榀㸖⬷⟡憸ỌḔ˚勘㕮⅓Ἧᷲ⇾岮㖀Ə⋬㋓Ɲ
•

㜓䫇䧲⎱䔉⒨岮㖀㥩奨Ƌ䵺ᷴ㘩姩⎱壃ℬƌƞ

•
•

榀㸖⬷⟡憸䙫㛧㖗⹛⠘⎱⌱⹛⺍岈⋀⠘(€㎷ᾂ勘㕮䈯㜓)ƞ
榀㸖⬷⟡憸ὃ⇡䙫ỢἼ⅓ἯƏ⋬㋓凮榀㸖⬷⟡憸⑳䛟旃㋮㕟㛰旃䙫岮㖀Ə旃㖣㚒⁃姯䭾
岮䔉㷏‣˚㛛㔠岢䔏⎱㔝岢˚㚒⁃岞峊⟡憸▕ἴ⎱ぉ⾐岞峊⟡憸▕ἴ䙫态ƞ

•

㮶暢榀㸖⬷⟡憸䙫㋨傈Ƌ㮶㗌㛛㖗ƌƞ

•

㮶㗌㔝ⷩ岮䔉㷏‣⑳㮶⟡憸▕ἴ岮䔉㷏‣ƞ

•

㮶ῲ⎪凮嬰∟┭䙫庒Ụ˛








榀㸖檿ざ傈ETF 䙫䶙柨䂡h t t p : / / a s s e t . p i n g a n . c o m . h k / c h t / 3 0 7 0 ƞ榀㸖Ḕ❲傈䲥恟
ETF 䙫 䶙 柨 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72 ƞ ⎱ 榀 㸖 50 ETF 䙫 䶙 柨 䂡
http://asset.pingan.com.hk/cht/3098˛
㭋⣽Ə㋮㕟㎷ᾂ俬⯮✏⅝䶙䫀Ƌwww.csindex.com.cnƌᷱ⅓ἯḔ嬰榀㸖䳬∐˚Ḕ嬰榀㸖
Ḕ䛋䲥恟⑳Ḕ嬰抚偖榀㸖⟡㜓杉50㋮㕟˛
⊕壕ᵸ⍊⚸悏䱑䋄䕂伵⊈庾ᶹ

⎾姾ạ䵺嬰䛊㛪䙫Ṳℯ㛟杉㉠↭Ə⎾姾ạ✏⏸⟡憸䵺䏭⎱▕ἴ㋨㛰ạ䙣⇡ᷴ⯸㖣Ṅ⌨
Ƌƌ㗌䙫㛟杉态䟌Ƌㇽ嬰䛊㛪㉠↭䙫廪䟔㘩敺䙫态䟌ƌ⽳⏖忧ỢƏテ柯ὃ⇡嶚⤇䙫⭰
㍹Ə䔘嬰䛊㛪㉠↭䙫⏍ᷧ⎾姾ạ㉦㒻䮈䏭Ὲ姾⟡憸䙫岓ỢƏḍ⯮⎾姾ạ✏Ὲ姾⟡憸岮䔉
䙫㫱䚱弰䧢凚婙⏍ᷧ⎾姾ạ˛
✏䙣䔆ᷲ⇾ỢἼṲờ㘩Ə⟡憸䵺䏭⏖忶怵⏸⎾姾ạ䙣⇡Ṳℯ㛟杉态䟌俳ℴ⎢⎾姾ạ䙫偞⋀Ɲ





(a)

⥩㞃⎾姾ạ㷬䛋ƋἭ䂡㋰⟡憸䵺䏭ℯ∴㛟杉㉠↭䙫㢄㬥憴㕛ㇽ⏯俳怙堳凑⊼㷬䛋
晋⣽ƌƏㇽ⥩㞃Ⱈ⎾姾ạ䙫ỢἼ岮䔉⦻Ợ㎌䮈ạƏㇽ⥩㞃Ⱈ⎾姾ạ⦻Ợ⏟㲼㎌䮈ạ
Ƌㇽ䙣䔆桅ἣ䙫䧲ㇽⰘ⎾姾ạ⦻Ợ桅ἣ䙫ạ⣒ƌƞ

(b)

⥩㞃⎾姾ạ⁃㭉䵺䇆㥔⋀ƞ⎱

(c)

⟡憸䵺䏭⏸⎾姾ạ䙣⇡ᷴ⯸㖣Ṅ⌨Ƌ90ƌ㗌䙫Ṳℯ㛟杉态䟌Ƌㇽ嬰䛊㛪㉠↭䙫廪
䟔㘩敺䙫态䟌ƌƏℴ晋⎾姾ạ✏Ὲ姾⟡憸䙫Ὲ姾偞⋀Ə㢄ờ㘖Ə⟡憸䵺䏭䢡⮁ℴ晋
⎾姾ạᷴ㛪憴⤎✗ᷴ∐㖣▕ἴ㋨㛰ạ䙫∐䚱Əḍ᷻⅝柯⯮ℴ晋⎾姾ạṲ态䟌▕ἴ㋨
㛰ạ˛





⥩㞃䙣䔆ᷱ志ỢἼṲờƏ⟡憸䵺䏭ㆰƋ⏑奨Ὲ姾⟡憸Ẵ䍙嬰䛊㛪婴⏖Ə柯⎽⽾嬰䛊㛪䙫
Ṳℯ㛟杉⏳ヶƌ⦻Ợ㠠㓁Ὲ姾⟡憸䙫䮈昷㲼⽲⏯岮㠣㒻Ợ⎾姾ạ䙫ỢἼ⅝ẽ⅓⏟ὃ䂡㖗
䙫⎾姾ạ˛忧Ợ⎾姾ạ✏㔝∗⟡憸䵺䏭䙣⇡䙫态䟌⽳Əㆰ徬怆㋰䅎Ὲ姾⤸㓁䙫㢄㕮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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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憸䵺䏭⏯䏭奨㰩䙫⦻Ợ㖗䙫⎾姾ạ䂡Ὲ姾⟡憸⎾姾ạ䙫⤸㓁Ə忧Ợ⎾姾ạ⛇俳㭋⽳ᷴ
ⅴ㘖⎾姾ạ˛⎾姾ạ䙫ℴ偞⑳⅝乣Ợạ䙫⦻Ợㆰ⏳㘩䔆㔯˛
⚸悏䱑䋄
✏ᷲ⇾ガ㲨ᷲ⎾姾ạỌ㛟杉䙣⇡ᷴ⯸㖣ᷰƋ3ƌῲ㛯䙫态䟌⽳Ə㖠⏖ℴ⎢⟡憸䵺䏭偞⋀Ɲ




(a)
(b)









⎾姾ạỌ㭊䕝⑳嶚⤇䙫䏭䔘Ə㛟杉⇾㗵㛛㏂⟡憸䵺䏭䬍⏯▕ἴ㋨㛰ạ䙫∐䚱ƞㇽ
Ἳⷙ䙣堳⟡憸▕ἴƋᷴ⋬㋓⟡憸䵺䏭ㇽ⎪凮嬰∟┭㋨㛰ㇽ墒好䂡㋨㛰䙫⟡憸▕ἴƌ
⃠‣凚⯸䙥⇭Ḳṻ⌨Ƌ50%ƌ䙫Ὲ姾⟡憸▕ἴ㋨㛰ạ⏸⎾姾ạ㎷⇡㛟杉媲㰩Ə奨㰩
徔忧⟡憸䵺䏭˛

⥩⟡憸䵺䏭敲⦲怙堳㷬䛋ㇽ墒㎌䮈ㇽ凮⅝ₜ㫱ạ姩䪲ỢἼₜ⋀℆恫⭰㍹ㇽ⑳姊 ⌻字Ə∮
⟡憸䵺䏭ẍ柯✏㔝∗⎾姾ạ䙫㛟杉态䟌⽳墒⍚㘩ℴ⎢偞⋀˛
⥩嬰䛊㛪ᷴⅴ㎌⎾⟡憸䵺䏭ὃ䂡Ὲ姾⟡憸䙫㉼岮䵺䏭Ə∮⟡憸䵺䏭䙫⦻Ợㆰ✏嬰䛊㛪 态
䟌Ὲ姾⟡憸Ḳ㗌ㇽ俬嬰䛊㛪ᷴⅴ㎌⎾⟡憸䵺䏭ὃ䂡Ὲ姾⟡憸䙫㉼岮䵺䏭䙫䔆㔯㗌䴩㭉˛
⟡憸䵺䏭⏖✏⏸⎾姾ạ䙣⇡Ṅ⌨Ƌ90ƌ⤐䙫㛟杉态䟌ㇽ⎾姾ạ⏳ヶ䙫ỢἼ⅝ẽ㜆敺䙫态
䟌⽳Ə暏㘩忧ỢῈ姾⟡憸䙫⟡憸䵺䏭偞⋀ƏἭ∴㎷㘖⎾姾ạ恟㒮ṭ㖗䙫⟡憸䵺䏭Ƌ⅝ 柯
㠠㓁ˣ⭯∮ˤ⦌䂡䬍⏯岮㠣᷻䂡嬰䛊㛪婴⏖ƌ˛
✏⎾姾ạ⯴㖗䙫⟡憸䵺䏭䙫⦻Ợ䍙⽾嬰䛊㛪㛟杉㉠↭∴Ə⟡憸䵺䏭䙫忧Ợᷴ㛪䔆㔯˛⎾
姾ạㆰ✏⦻Ợ㖗䙫⟡憸䵺䏭⽳✏⏯䏭⏖堳䙫ガ㲨ᷲ⿒⏸▕ἴ㋨㛰ạ䙣⇡㛟杉态䟌Ə ⇾
㗵㖗䙫⟡憸䵺䏭䙫⏴䨘⎱⅝ẽ㛰旃婚ガ˛
ẟ壕⚸悏ピ桗㳭⨎⚸悏䕂䰀㨠
榀㸖⬷⟡憸ㆰ✏Ὲ姾⟡憸䴩㭉㘩䴩㭉˛Ὲ姾⟡憸ㆰ凑Ὲ姾⤸㓁䰤姩Ḳ㗌嵞㋨乳⅒⌨Ƌ80ƌ





⹛ㇽ䛛凚㋰ᷲ㕮⇾㗵䙫⅝Ḕᷧῲ㖠䴩㭉˛
⥩䙣䔆Ọᷲガ㲨ƏῈ姾⟡憸⏖䔘⎾姾ạ㋰Ọᷲ奶⮁忶怵㛟杉态䟌⟡憸䵺䏭⑳▕ἴ㋨㛰 ạ
ṯỌ䴩㭉Ɲ
(a)

⟡憸䵺䏭怙堳㷬䛋Əㇽ⥩Ⱈ⅝ỢἼ岮䔉⦻Ợ㎌䮈ạƏ俳婙柬⦻Ợ㱹㛰✏⅔⌨Ƌ60ƌ
㗌ⅎ墒姊晋ƞ

(b)

⎾姾ạ⏯䏭✗婴䂡Ə⟡憸䵺䏭䄈僤⊂ⱌ堳ㇽṲ⯍ᷱ㜑僤Ọịạ㻦ヶ䙫㖠ⱌ堳⅝偞
岓Əㇽ⟡憸䵺䏭ὃ⇡⎾姾ạ婴䂡㘖咫ヶὦῈ姾⟡憸⤘⎢Ὲ孤ㇽ㛰㏴▕ἴ㋨㛰ạ䙫∐
䚱䙫ỢἼṲガƞ

(c)

Ὲ姾⟡憸ᷴⅴ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墒婴⏖Əㇽ⥩态怵ỢἼ㲼⽲ὦῈ姾⟡憸孱䂡
ᷴ⏯㲼Əㇽ⎾姾ạ婴䂡乣乳䇆怲Ὲ姾⟡憸㘖ᷴ⇮⯍暂ㇽᷴ恐⮃䙫ƞ





(d)


(e)

⟡憸䵺䏭ᷴⅴὃ䂡⟡憸䵺䏭Ə᷻✏⅝⽳ᷰ⌨Ƌ30ƌ㗌ⅎ㜆敺Ə⎾姾ạ㱹㛰⦻Ợ⅝ẽ
⏯岮㠣䙫⅓⏟䂡乣Ợ䙫⟡憸䵺䏭ƞ⎱
⎾姾ạⷙ䙣⇡Ṅ⌨Ƌ90ƌ⤐䙫忧Ợ态䟌Ə俳᷻婙态䟌㜆ⷙⰭ㻦Əḍ᷻✏⎾姾ạ䙣䵍
⟡憸䵺䏭䙫⎯ᷧῲṄ⌨Ƌ90ƌ⤐态䟌㜆敺Ƌㇽ⎾姾ạ凮⟡憸䵺䏭⌻⮁䙫廪䟔态䟌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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敺ƌⅎƏ⟡憸䵺䏭ᷴ僤⤇㉥∗栿ヶ㒻Ợ⎾姾ạ䙫恐䕝ạ恟˛
⥩䙣䔆ᷲ⇾ガ㲨Ə⟡憸䵺䏭✏忶怵㛟杉态䟌⟡憸䵺䏭⑳▕ἴ㋨㛰ạ⽳⏖㋰⅝䴼⯴愳ガ 㫱
䴩㭉Ὲ姾⟡憸⎱/ㇽ榀㸖⬷⟡憸⎱/ㇽ凮榀㸖⬷⟡憸㛰旃䙫ỢἼ桅∌䙫⟡憸▕ἴƋ好ⱓἼガ
㲨俳⮁ƌƝ
(a)

✏⅝ㇷ䪲⽳ᷧ⹛ⅎ䙫ỢἼ㘩敺ƏⰘῈ姾⟡憸俳姧Əⷙ䙣堳䙫㈧㛰⟡憸▕ἴ䙫岮䔉㷏
‣两栴⯸㖣200,000,000㸖KƏㇽⰘ榀㸖⬷⟡憸俳姧Əⷙ䙣堳䙫䛟旃桅∌䙫⟡憸▕
ἴ䙫岮䔉㷏‣两栴⯸㖣200,000,000㸖Kƞ

(b)

㛰旃䙫榀㸖⬷⟡憸Ƌ䏥㘩Ḫ㠠㓁ˣ嬰∟⎱㜆岏㢄ὲˤ䍙嬰䛊㛪婴⏖ƌᷴⅴ㠠㓁ˣ嬰
∟⎱㜆岏㢄ὲˤ墒婴⏖ƞ

(c)

⥩态怵ỢἼ㲼ὲὦ⅝孱䂡ᷴ⏯㲼Əㇽ⟡憸䵺䏭䜆媇✗婴䂡Ə乣乳䇆怲Ὲ姾⟡憸⎱/ㇽ
榀㸖⬷⟡憸㘖ᷴ⇮⯍暂ㇽᷴ恐⮃䙫ƞ

(d)

㛰旃榀㸖⬷⟡憸䙫䛟旃㋮㕟ᷴ⏖ⅴᾂὦ䔏ὃ䂡⎪䅎㨀㹽Ə晋杅⟡憸䵺䏭Ƌ✏嫕婉⎾
姾ạヶ奲⽳ƌ婴䂡ƏỌ⏍ᷧ㋮㕟⎽Ị䛟旃㋮㕟㘖⏖僤䙫˚⏖堳䙫˚⇮⯍⏖堳䙫ḍ䬍
⏯▕ἴ㋨㛰ạ㛧∐䚱䙫ƞ







(e)

榀㸖⬷⟡憸䙫⟡憸▕ἴᷴⅴ✏偖ẋ㈧ㇽ⅝ẽ嬰∟ⷩ⠛ᷱⷩƞ

(f)

Ὲ姾⟡憸⎱/ㇽ榀㸖⬷⟡憸ᷴⅴ㛰ỢἼ⎪凮嬰∟┭ƞㇽ





(g)





⎾姾ạⷙ⁃㭉ὃ䂡⎾姾ạƏ俳⟡憸䵺䏭㜑僤㋰䅎Ὲ姾⤸㓁䙫㢄㬥㉥∗⏯岮㠣䙫㲼⛿
Ị㛦⎾姾ạ˛

⥩Ὲ姾⟡憸ㇽ榀㸖⬷⟡憸✏ᷱ志ガ㲨ᷲ墒䴩㭉Ə∮⯮⏸▕ἴ㋨㛰ạ䙣⇡态䟌˛婙态䟌 ⯮
㎷ẋ嬰䛊㛪Ọ㰩Ṳℯ㉠↭˛
榀㸖⬷⟡憸ẍ⏖䔘凮Ḳ㛰旃䙫ᷧῲㇽ⤁ῲ桅∌䙫▕ἴ㋨㛰ạ✏㋰䅎Ὲ姾⤸㓁⏓敲䙫㛪 字
ᷱ态怵ᷧ凛㱡字㠯ṯỌ䴩㭉Ə俳婙柬䴩㭉ㆰ㖣ᷱ志㱡字㠯奶⮁䙫㗌㜆䔆㔯˛
ẟ壕⠏㎘





Ὲ姾⟡憸Ḫ㠠㓁榀㸖㲼ὲ㋰䅎㗌㜆䂡2010⹛4㛯19㗌䙫Ὲ姾⤸㓁Ƌ䵺ᷴ㘩姩˚㔠ㇽ
壃ℬƌㇷ䪲˛⟡憸▕ἴ䙫㈧㛰㋨㛰ạ✮㛰㫱Ẓ㛰Ὲ姾⤸㓁㢄㕮⸝Ὥ䙫∐䚱Ə⏳㘩ẍ⎾婙
䬰㢄㕮䳫㝆Əḍ墒好ὃⷙ䟌ば婙䬰㢄㕮˛
⃧䖈圛䤿




䛕∴Ə⟡憸䵺䏭⎱⎾姾ạ䛟⯴㖣Ὲ姾⟡憸俳姧ḍ䄈嘼㖣ỢἼ塄䩨ἴ何˛

ᷴ怵Ə⟡憸䵺䏭⎱Ὲ姾ạ⏖僤ᷴ㘩⇡Ợ凮Ὲ姾⟡憸ㇽỢἼ㋮㕟⟡憸㛰桅ἣ㉼岮䛕㨀䙫⅝ 
ẽ⟡憸⎱⮉㈝䙫⎾姾ạ˚堳㔦䮈䏭ạ˚⏴ⅱῄ䮈ạ˚䦿㛟˚䮈䏭ạ˚姾䮈ạ˚㉼岮䵺䏭
ㇽ㉼岮桎┶Ə⎯ㇽ㒻Ợ⅝ẽ⟡憸⎱⮉㈝ᷴ㘩曧奨䙫⅝ẽ偞僤˛
㽂✏䙫∐䚱塄䩨⏖僤㛪✏ὲ⥩Ọᷲ䙫ガ㲨䔉䔆Ɲ





(a)

⟡憸䵺䏭ㇽ⅝ỢἼ旃怊ạ⣒⏖ὃ䂡⎾姾ạ䙫Ị䏭ạ䂡Ὲ姾⟡憸ὃ⇡㉼岮Əḍ✏⎾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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ạ⏳ヶᷲὃ䂡䕝Ṳạ凮Ὲ姾⟡憸ẋ㗺ƞ


(b)

⎾姾ạ˚⟡憸䵺䏭ㇽẽῸ䙫ỢἼ旃怊ạ⣒⏖凮庒䂡Ὲ姾⟡憸㈧㋨嬰∟˚憸坴ⷌ⅞ㇽ
㉼岮䔉⒨䙣堳俬䙫⅓⏟ㇽạ⣒㒨㛰执堳㛴⋀旃ᾩㇽ⅝ẽ┭㥔旃ᾩƞ

(c)

⎾姾ạ˚䮈䏭ạㇽẽῸ䙫ỢἼ旃怊ạ⣒⏖Ọ㜓庒∐䚱ㇽỊ塏⅝⮉㈝㋨㛰ㇽ岞峊⟡憸
▕ἴƏ⎯ㇽ㋨㛰ㇽ岞峊Ὲ姾⟡憸㈧㋨䙫㉼岮ƞ⎱

(d)

Ὲ姾⟡憸䙫㬥柬⏖⬿㔥✏⟡憸䵺䏭˚⎾姾ạㇽẽῸ䙫ỢἼ旃怊ạ⣒Ḳ嘼Ə⎯ㇽ㉼岮
㖣ẽῸ㈧䙣堳䙫⬿㬥嬰ㇽ执堳ⷌ⅞ḔƏἭỢἼ婙䬰⬿㬥ㆰ㋰ᷴἵ㖣⅓⹚⌻┭䙫⬿㖣
㛰桅ἣ岮Ὲ䙫㩆㦲嘼䙫䛟⏳⹊䨕˚⏳䬰奶㨈⑳㜆昷䙫⬿㬥Ⱝ㘩恐䔏䙫∐䍮姯ざ˛✏
恜⭯婙䬰奶⮁䙫∴㎷ᷲƏ⟡憸䵺䏭˚⎾姾ạㇽ⅝ỢἼ旃怊ạ⣒㛰㫱䂡⅝㜓庒䔏忻⑳
∐䚱俳ῄ䕀⅝⾅Ⱝ㘩䔘⅝㍳䮈䙫˚㦲ㇷ㛰旃䙫㋮㕟⟡憸ᷧ惏⇭䙫ỢἼ䏥憸Ƌᷴ媽㘖
✏㴢㜆⸚㈝Ḕ恫㘖⮁㜆⬿㬥⸚㈝ḔƌḔ⎽⽾䙫ỢἼ∐䚱˛










勌⟡憸䵺䏭ㇽ⎾姾ạ凮Ὲ姾⟡憸Ḳ敺䔉䔆㽂✏䙫∐䚱塄䩨Ə⟡憸䵺䏭⎱⎾姾ạ⯮㛪俪
ㅕ⅝⏫凑✏Ὲ姾⤸㓁Ḳᷲ⑳⯴Ὲ姾⟡憸⎱⟡憸▕ἴ㋨㛰ạ㈧岇䙫侐⋀Əḍ✏⯍暂⏖堳䙫
ガ㲨ᷲ䛈⊂ỌῈ姾⟡憸⎱⟡憸▕ἴ㋨㛰ạ䙫㛧∐䚱堳Ṳ˛Ἥ㘖Ə⟡憸䵺䏭⑳⎾姾ạ✮
㱹㛰侐⋀⏸Ὲ姾⟡憸˚㋮㕟⟡憸ㇽỢἼ▕ἴ㋨㛰ạ媑㗵䔘Ὲ姾⟡憸⎽⽾ㇽ䔉䔆䙫ㇽ俬凮
Ḳ㛰旃䙫ỢἼ∐⽾ㇽ∐䚱˛
∝⮁ṭⅎ惏㩆∝⑳㎎∝ƏỌ䢡ῄ✏⟡憸䵺䏭䮈䏭䙫㋮㕟⟡憸⎱⅝ẽ⟡憸⑳峓㈝Ḳ敺⬿✏
∐䚱塄䩨㘩Ə㈧㛰⟡憸⑳峓㈝Ƌ⋬㋓㋮㕟⟡憸ƌ⽾∗⅓⹚⯴⽬˛旃㖣ᷴ⏳䕝Ṳạᷲ总 䙫
ẋ㗺㋮ị䙫嘼䏭Ə怀ᷧ㴨䧲㘖凑⊼⋽䙫Əḍ䔘ㇸῸ䙫ẋ㗺䳢䵘⟞堳Əẋ㗺䳢䵘㠠㓁㋮ ị
ᷲ总㘩敺⑳䉠⮁䙫㋮ị㋮䤡Ƌὲ⥩Ɲ⃠㠣˚㕟憶昷∝ƌ凑⊼⇭愴ẋ㗺˛ẋ㗺⇭愴䙫柭
ᷴℨ娘媦㕛Ə晋杅䵺㋮⮁䂡⟡憸䵺䏭䙫㉼岮岇岓ạㇽ⏯奶岇岓ạ䙫檿䴁偞Ⓢ㛟杉⏳ヶ Ə
᷻ỢἼ㭋桅媦㕛䙫䏭䔘⾬柯⊇Ọ婚䛈姿拫˛⟡憸䵺䏭岇岓㋮㕟⟡憸㉼岮䴫⏯䙫ᷴ⏳⛿ 晱
⯴ᷴ⏳⸚㈝Ḳ敺ẋ㗺⇭愴䙫柭ᷴẒ㛰愳ガ㫱˛





ᷴ㛪⭳⅏ㇽ惏⇭㠠㓁㛰旃䙫岢䔏䴷㦲˚ỢἼ⮉㈝ㇽ⟡憸㔖ế䙫岢䔏憸栴ㇽ俬ỢἼ⸚㈝ㇽ
⟡憸䙫䚯∐㰛⹚Ὥ⇭愴㉼岮㩆㛪˛ⅴ俬Ə⯴⟡憸䵺䏭䙫旃捜偞岓怙堳ṭ恐䕝䙫≪⇭ƏỌ
恦ℴ㗵桖⎱㽂✏䙫∐䚱塄䩨Əḍ䢡ῄỢἼⓈⷌ㈧䟌ば䙫⃠㠣㔶ㄆ岮㖀ᷴ㛪墒婙䬰惏敧⣽
䙫Ⓢⷌ⽾∗ƏἭ㋰䅎˥曧奨䟌ば˦䙫⎆∮⽾∗䙫ガ㲨晋⣽˛ⷙ⯍㖤恐䕝䙫Ḕ⛲䈭∝⺍Ə
Ọ昷∝ῄ⮭⑳ⅎ⸼㵯ざ✏⟡憸䵺䏭ⅎ惏䙫㴨⊼˛






⋊撚廡ᵸ➩廰圊䕂ᵢ㓑
䔘㋮㕟⟡憸ㇽỊ塏㋮㕟⟡憸⯍㖤䙫㈧㛰ẋ㗺ㆰ⻡䪲✏⅓⹚䙫⟡䣵ᷱḍ᷻䬍⏯恐䔏䙫㲼 ⽲
㲼奶˛㋮㕟⟡憸⏳ὃ䂡䕝Ṳạ䙫⟡憸䵺䏭ㇽ⅝ỢἼ旃怊ạ⣒Ḳ敺䙫ỢἼẋ㗺⏑僤䵺⎾姾
ạṲℯ㛟杉⏳ヶ㖠⏖怙堳˛㈧㛰婙䬰ẋ㗺✮ㆰ✏㛰旃䙫㋮㕟⟡憸峓䛕Ḕ㊒朙˛✏㻦嶚ᷱ
志奨㰩⽳᷻✏恜⭯恐䔏㲼⽲㲼奶䙫∴㎷ᷲƏ㛰旃ᷧ㖠㱹㛰侐⋀⏸Ὲ姾⟡憸ㇽ▕ἴ㋨㛰ạ
媑㗵䔘ᷱ志ẋ㗺䔉䔆䙫ỢἼ∐䚱Ə᷻ỢἼ婙䬰∐䚱⏖䔘㛰旃ᷧ㖠ῄ䕀˛⏑奨㋮㕟⟡憸Ẵ
✏䍙嬰䛊㛪婴⏖䙫㜆敺ⅎƏ㛰旃㋮㕟⟡憸✏⅝ỢἼᷧῲ岈㔦㜆敺ⅎ怙堳䙫ẋ㗺Ə䕝Ḕ两
栴ᷴ⽾㛰嵬怵䙥⇭Ḳṻ⌨Ƌ50%ƌ㘖忶怵凮⟡憸䵺䏭Ƌㇽ⅝ỢἼ旃怊ạ⣒ƌ㛰旃怊䙫䵺
䳧ㇽ嬰∟┭怙堳䙫˛

77

⸊῝⊈㮓⹉孪ᶹ䕂攎






Ὲ姾⤸㓁廰㛰⎾姾ạ⎱⟡憸䵺䏭✏勌⹙ガ㲨ᷲẒ㛰䙫⼳℆⎱䍙ℴ晋㲼⽲岓ỢḲ㢄㕮˛▕
ἴ㋨㛰ạ⎱㛰ヶ䔚媲ạㆰ⎪斘Ὲ姾⤸㓁䙫㢄㬥Ọ䞔姊婚ガ˛
Ὲ姾⤸㓁Ḕ䙫ỢἼ奶⮁✮ᷴℴ晋⎾姾ạㇽ⟡憸䵺䏭✏榀㸖㲼⽲柬ᷲ⯴▕ἴ㋨㛰ạ㉦㒻䙫
ỢἼ岓Ợㇽ俬䔘㖣㬡娷ㇽ怵⤘俳怼⎴Ὲ姾䙫ỢἼ岓ỢƏ⎾姾ạㇽ⟡憸䵺䏭Ṇᷴ㛪⽾∗▕
ἴ㋨㛰ạⰘ婙䬰岓Ợ怙堳䙫⼳℆ㇽ俬䔘▕ἴ㋨㛰ạ㉦㒻岢䔏⯴婙䬰岓Ợ怙堳䙫⼳℆˛
ẟ壕⠏㎘䕂Ậ壀







䵺嬰䛊㛪Ṳℯ㉠↭Ə⎾姾ạ⎱⟡憸䵺䏭⏖⌻⮁忶怵壃ℬ⤸㓁姩Ὲ姾⤸㓁Əテ⎾姾ạ⎱
⟡憸䵺䏭柯婴䂡㛰旃姩(i)⯴▕ἴ㋨㛰ạḲ∐䚱ᷴ㛪怇ㇷ⚛憴㏴⮚Əᷴ㛪✏憴⤎㖠杉ℴ晋
⎾姾ạ˚⟡憸䵺䏭ㇽỢἼ⅝ẽạ⯴▕ἴ㋨㛰ạḲ岓ỢƏỌ⎱ᷴ㛪⢅⊇⾅ỢἼ㋮㕟⟡憸岮
䔉Ḕ㒌ế䙫岢䔏⎱㔖⇡Ƌ䷏壤⎱䰤䪲㛰旃䙫壃ℬ⤸㓁䙫岢䔏晋⣽ƌƏㇽ(ii)㘖䂡恜⭯ỢἼ
岈㔦˚㲼⮁ㇽ⭿㖠奶⮁㈧⾬曧䙫Əㇽ(iii)㘖䂡䳥㭊㗵桖挖媋俳ὃ⇡䙫˛
✏㈧㛰⅝ẽガ㲨ᷲƏ姩柯䵺⎾⽘柦䙫▕ἴ㋨㛰ạỌ䉠∌㱡字㠯㉠↭˛Ὲ姾⤸㓁䙫姩
✮ᷴ⽾⯴ỢἼ▕ἴ㋨㛰ạ㖤⊇ỢἼ侐⋀ỌⰘ⅝⟡憸▕ἴὃ⇡怙ᷧ㭌ế㬥ㇽ㎌⎾怙ᷧ㭌䙫
㲼⽲岓Ợ˛
⑬ḋㆿ㗇ᵸ㗁娮








Ὲ姾⤸㓁奶⮁Ə⎾姾ạㇽ⟡憸䵺䏭⏖Ƌ俳䕝⏯⅘䙢姿䂡㋨㛰ᷴ⯸㖣ⷙ䙣堳⟡憸▕ἴ䙫⌨
⇭Ḳ ᷧ⃠‣Ḳ▕ἴ㋨㛰ạỌ㛟杉㎷⇡奨㰩㘩Ə⟡憸䵺䏭ㆰƌ✏䙣⇡凚⯸ṳ⌨ᷧ㗌态䟌
⽳Ə暏㘩⏓敲▕ἴ㋨㛰ạ㛪字ㇽỢἼ桅∌⟡憸▕ἴ䙫▕ἴ㋨㛰ạḲ㛪字˛▕ἴ㋨㛰ạ䙫
㛪字态䟌⯮惜⮫䵍▕ἴ㋨㛰ạ˛
▕ἴ㋨㛰ạ⏖⦻姾Ị塏˛⅐ῲㇽỌᷱ䙫⟡憸▕ἴ䙫▕ἴ㋨㛰ạ⏖⦻Ợᷧ⏴Ọᷱ䙫Ị塏Ə
ỌỊ塏⅝⇡⸔▕ἴ㋨㛰ạ㛪字ḍ✏㛪ᷱ㉼䥏˛⥩▕ἴ㋨㛰ạ㘖婴⏖䴷䭾㈧Ƌ㠠㓁ˣ嬰 ∟
⎱㜆岏㢄ὲˤ峍ṯ䙫ヶ〄ƌㇽ⅝Ị⏴ạƏ⅝⏖㍯㫱⅝婴䂡⏯恐䙫ạ⣒ὃ䂡⅝✏Ợ Ἴ▕ἴ
㋨㛰ạ㛪字ㇽỢἼ桅∌▕ἴ㋨㛰ạ䙫㛪字ḲỊ塏ƏἭ㢄ờ㘖ᷧἴỌᷱ䙫ạ䍙⥩㭋㍯
㫱Ə婙㍯㫱ㇽ⦻姾塏㠣⾬柯⇾㗵䍙⽾⥩㭋㍯㫱䙫㮶ἴạ⣒㈧Ị塏䙫⟡憸▕ἴ㕟䛕⑳桅
∌˛䍙⽾⥩㭋㍯㫱䙫㮶ἴạ⣒⯮墒好䂡ⷙ䍙㭊㍯㫱Ə䄈柯⇡䤡ỢἼ㈧㛰㫱㕮ờ˚䵺
⅓嬰䙫㍯㫱㛟⎱/ ㇽ嬰㗵⅝䍙㭊㍯㫱Ḳ怙ᷧ㭌嬰㓁Ə᷻㛰㫱Ị塏婙婴⏖䴷䭾㈧堳ὦ⅝
Ƌㇽ⅝Ị⏴ạƌ䛟⏳㫱⊂Ƌ⋬㋓Ọ凰㈲㖠ῲ∌㉼䥏䙫㫱∐ƌƏ⥩⏳婙ạ䂡ῲạ▕ἴ㋨
㛰ạ˛

▕ἴ㋨㛰ạ㛪字䙫㲼⮁ạ㕟䂡⅐Ƌ2ƌ⏴ㇽỌᷱ妑凑ㇽ⦻姾Ị塏⇡⸔㛪字䙫▕ἴ㋨㛰ạƏ
⅝柯䂡䙢姿㋨㛰ᷴ⯸㖣ⷙ䙣堳⟡憸▕ἴ䙥⇭Ḳ⌨Ƌ10%ƌƋㇽⰘ㓓㎷⇡ὃ䂡䉠∌㱡字䙫
㱡字俳姧Ə䂡䙥⇭Ḳṳ⌨ṻƋ25%ƌƌ䙫▕ἴ㋨㛰ạ˛⥩㞃✏㋮⮁敲㛪㘩敺⽳⌱⯶㘩ⅎ
㱹㛰㲼⮁ạ㕟⇡⸔㛪字Ə㛪字⯮㊣⽳凚⯸⌨ṻƋ15ƌ㗌˛✏⻝㛪ᷱƏ妑凑ㇽỌ⦻姾Ị塏
⇡⸔㛪字䙫▕ἴ㋨㛰ạƏᷴ媽⅝ạ㕟⎱㈧㋨▕ἴ㕟䛕⤁⯈Ə⯮㦲ㇷ㲼⮁ạ㕟˛
㠠㓁Ὲ姾⤸㓁柯Ⱈ㞷Ẃ䛕䙫㎷⇡䉠∌㱡字㠯Ə俳᷻㓓㎷⇡ὃ䂡䉠∌㱡字䙫㱡字柯䔘㈧ ㉼
䥏㕟两㕟䙥⇭Ḳᷪ⌨ṻƋ75%ƌ䙫⤎⤁㕟䥏㕟态怵˛
Ὲ姾⤸㓁廰㛰奶⮁Ə䕝⏑㛰㞷桅∌䙫▕ἴ㋨㛰ạ䙫㫱䚱⎾∗⽘柦㘩Ə㋨㛰ᷴ⏳桅∌⟡ 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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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ἴ䙫㋨㛰ạ⏖凰堳䍏䪲㛪字˛
Ὲ姾⤸㓁姩㗵Ə✏▕ἴ㋨㛰ạ䙫ỢἼ㛪字ᷱƏ⥩怙堳凰㈲㉼䥏Ə∮妑凑⇡⸔䙫㮶⏴▕ἴ
㋨㛰ạƋ⅝䂡ῲạƌㇽ䔘䍙㍯㫱Ị塏⇡⸔䙫㮶⏴▕ἴ㋨㛰ạƋ⅝䂡⏯⤌┭噆ㇽ㲼⛿ƌⰘ
⅝㋨㛰䙫㮶ῲ⟡憸▕ἴㆰ㛰ᷧ䥏㉼䥏㫱ƞ⥩怙堳㉼䥏塏㱡Ə∮⥩ᷱ㕮㈧志⇡⸔ㇽ⦻姾Ị
塏⇡⸔䙫㮶⏴▕ἴ㋨㛰ạⰘ⅝㋨㛰䙫㮶ῲ⟡憸▕ἴㆰ㛰ᷧ䥏㉼䥏㫱˛
⊭ṙ㚣摯䕂㑅ᶴ





Ὲ姾⤸㓁˚ℳ㏂Ị䏭㛴⋀⌻字˚⎪凮⌻字Ọ⎱㛧徸㜆䙫⹛⺍⠘⎱Ḕ㜆⠘Ƌ⥩㛰ƌ⏖
✏ỢἼᷧ㗌Ƌ㘆㜆⅔˚㘆㜆㗌⎱⅓䜥㜆晋⣽ƌ㭊⸟䇆㥔㘩敺ⅎỢἼ㘩 ✏⟡憸䵺䏭䙫
徍Ṳ嘼Ƌ✗✧䂡榀㸖⹙嫥怺Ḕ8噆恕㈺⤎⺯11㧺1106-1110⮋ƌᾂℴ岢㟌斘˛Ὲ姾⤸㓁≖
㜓⏖忶怵㔖ế⏯䏭岢䔏⏸⟡憸䵺䏭峣岞˛
⊋㯕涏懠塍ṉ



ὃ䂡⎾姾ạ⎱⟡憸䵺䏭✏昙㭉㳾溸按㴢⊼㖠杉㈧ế䙫岓Ợ䙫ᷧ惏⇭Ə⎾姾ạ⎱⟡憸䵺䏭
⏖僤奨㰩⯴㉼岮俬䙫庒Ụ⎱㔖ế婴峣㬥柬䙫Ὥ㹷怙堳婚䛈㠟⯍˛✏ᷲ⇾ガ㲨ᷲƏ⏖僤䄈
柯怙堳婚䛈㠟⯍ƏἭ柯好ḵ㮶㬈䔚媲ガ㲨俳⮁Ɲ
(i)

ii)



䔚媲ạ⾅Ọ⅝⏴侐✏婴⏖憸坴㩆㦲㋨㛰䙫峓㈝ế㬥ƞㇽ
䔚媲Ḫ忶怵婴⏖䙫ḔẲạ㎷⇡˛⏑㛰✏ᷱ志憸坴㩆㦲ㇽḔẲạ㘖✏墒婴䂡㛰嶚⤇
䙫⎴㳾溸按㴢⊼奶ὲ䙫⛲⮝ⅎḲガ㲨ᷲƏᷱ志ὲ⣽ガ㲨㖠㛪恐䔏˛


⎾姾ạ⎱⟡憸䵺䏭ῄ䕀㫱∐奨㰩⎽⽾䂡ṭ㠟⯍㉼岮俬庒Ụ⎱ế㬥Ὥ㹷㈧⾬曧䙫岮㖀˛ ⥩
㞃㉼岮俬⻝恙ㇽ㜑僤Ⱈ㠟⯍䔏忻㎷ẋ㈧曧䙫ỢἼ岮㖀Ə⎾姾ạ⎱/ㇽ⟡憸䵺䏭⏖㊹䴼㎌䳴
䔚媲⎱凮Ḳ㛰旃䙫䔚媲㬥柬˛
⎪凮嬰∟┭⏖僤⎾∝㖣桅ἣ䙫⎴㳾溸按侐⋀˛

廘⌈
㈧㛰䙣䵍⟡憸䵺䏭⎱⎾姾ạ䙫态⑳态姱ㆰỌ㛟杉⽉Əḍ忨⽧ᷲ⇾✗✧:






⚸悏䱑䋄
Ḕ⛲⹚⭰岮䔉䮈䏭Ƌ榀㸖ƌ㛰昷⅓⏟
榀㸖
⹙嫥怺Ḕ8噆
恕㈺⤎⺯11㧺
1106-1110⮋
⊕壕ᵸ
㻀尷㩆㦲Ὲ姾㛴⋀Ƌẅ㴙ƌ㛰昷⅓⏟
榀㸖䙮⏵⤎怺Ḕ噆
㚣夠⊈ㅓ売



㉼岮俬⏖㖣ᷱ志✗✧偖䵈⟡憸䵺䏭Əㇽ凛曢(852)3762-9228Əㇽ曢惜enquiries@pingan.
com.hkƏỌⰘ㛰旃Ὲ姾⟡憸ㇽỢἼ榀㸖⬷⟡憸䙫Ṳ⮃⯲㰩媑㗵Əㇽ㎷ẋ㉼娛˛勌Ọ曢婘㟌
婉ㇽ㉼娛Ə⟡憸䵺䏭㛪Ọ⏊栔㖠⛅奭˛勌Ọ㛟杉⽉㟌婉ㇽ㉼娛Ə⟡憸䵺䏭㛪Ọ㛟杉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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攂ᶴ1
孹䏦⊈㏴孹



䩟䋄孹




⟡憸䵺䏭㛰㫱㔝⎽䮈䏭岢Ə䛕∴䙫岢䍮䂡㮶⹛㮶ᷧ榀㸖⬷⟡憸䙫岮䔉㷏‣䙥⇭Ḳ曝
滅ṻṻƋ0.55%ƌƏ㋰㗌䴖姯Əḍ✏㮶ᷧẋ㗺㗌姯䭾Ə㋰㛯∗㜆㔖ế˛
⊕壕ᵸ孹䏦





⎾姾ạ㛰㫱㔝⎽⎾姾ạ岢䔏Ə㋰㗌䴖姯Əḍ✏㮶ᷧẋ㗺㗌姯䭾Ə㋰㛯∗㜆㔖ế˛⎾姾 ạ
岢䔏㋰㮶ᷧ榀㸖⬷⟡憸䙫㮶⹛岮䔉㷏‣䙫㞷ῲ䙥⇭㮻姯䭾Ə岮䔉㷏‣䙫楽ῲ8⃫㸖K㋰
㮶⹛䙥⇭Ḳ曝滅ᷧ⛂Ƌ0.14%ƌ姯䭾Ə岮䔉㷏‣䙫䬓ṳῲ8⃫㸖K㋰㮶⹛䙥⇭Ḳ曝滅ᷧṳ
Ƌ0.12%ƌ姯䭾Ə岮䔉㷏‣䙫棿栴㋰㮶⹛䙥⇭Ḳ曝滅ᷧƋ0.10%ƌ姯䭾Ə䛕∴⎾姾ạ岢䔏
䙫㮶㛯㛧ἵ㔝岢䂡70,000㸖K˛
⎾姾ạẍ㛰㫱Ⱈ㮶ᷧ榀㸖⬷⟡憸䙫ㇷ䪲俳㔝⎽80,000㸖K䙫娔䪲岢˛



Ჾ僪摉㏭




㮶ᷧ榀㸖⬷⟡憸ㆰ㉦㒻⅝娔䪲㋂凛䙫岢䔏⑳敲㔖Ə⋬㋓䷏壤䴫ㇷ㕮ờ⎱⅝ẽ㕮ờ䙫岢
䔏˚䍙⽾嬰䛊㛪婴⏖䙫岢䔏˚⏸㋮㕟㎷ᾂ俬ㆰế䙫岢䔏Ƌ⋬㋓㛰旃䙫䛟旃㋮㕟䙫䉠娘㫱
岢䔏ƌỌ⎱✏偖ẋ㈧ᷱⷩ䙫岢䔏˛婙䬰岢䔏ㆰ✏⏳㠟㕟⸒⌻┭⽳✏㛰旃榀㸖⬷⟡憸䙫楽
ῲ㛪姯㜆ⅎ㔋択˛
䳻摉㏭㪒䉅






൘䋑᭯ᒤᓖˈ榀㸖檿ざ傈ETF⬷⟡憸ǃ榀㸖Ḕ❲傈䲥恟ETF⬷⟡憸઼榀㸖50 ETFᆀ
ส䠁䙫两敲㔖㮻䍮Ƌ˥两敲㔖㮻䍮˦ƌ⇭∌䂡1.07%˚2.54%⑳1.69%˛两敲㔖㮻䍮㘖⏸
榀㸖⬷⟡ 憸㔝⎽䙫柷姯㔝岢䙫憸栴Ƌ⋬㋓䮈䏭岢⑳⎾姾ạ岢䔏ƌƏỌ㮶ᷧ榀㸖⬷⟡憸岮
䔉㷏‣䙫ᷧ⮁䙥⇭㮻塏䤡˛
姯两敲㔖㮻䍮ᷴỊ塏榀㸖⬷⟡憸䙫姯忤帑媋ⷕƏẍᷴ⋬㋓榀㸖⬷⟡憸㉦㒻䙫⏖孱⑳
䕗⸟柬䛕Ƌ⥩㛰ƌ˛
⊁僅娇␄ょᶖ䕂孹䏦



⎪凮嬰∟┭Ⱈ榀㸖⬷⟡憸䙫⟡憸▕ἴㆰế䙫岢䔏㥩志㖣ᷲ塏Ɲ
❜士⚸悏⑬ḋ



ᵢ㓑孹䏦
㊙ᶡ䋄ᵸ孹䏦
ⶴ㗝孹䏦
⊔㱆䏱妉孹䏦
徦ᵢᶖ堿㬀孹䏦
㒣摑䰎䩕孹䏦

㮶㬈䔚媲15,000㸖K1
2
奲娢
㮶㬈䔚媲10,0003㸖K
㮶㬈䔚媲10,0003㸖K
㮶㬈䔚媲10,0003㸖K
㮶㬈䔚媲10,0003㸖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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寔▜⚸悏⑬ḋ
ᵢ㓑孹䏦
㊙ᶡ䋄ᵸ孹䏦
ⶴ㗝孹䏦
⊔㱆䏱妉孹䏦
徦ᵢᶖ堿㬀孹䏦
㒣摑䰎䩕孹䏦
⚸悏⑬ḋ⊔㱆孹䏦

㮶㬈䔚媲15,000㸖K1
奲娢2
㮶㬈䔚媲10,000㸖K3
㮶㬈䔚媲10,000㸖K3
㮶㬈䔚媲10,000㸖K3
㮶㬈䔚媲10,000㸖K3
㮶㈲1.00㸖K4

曝┕㉼岮俬✏偖ẋ㈧岞峊⟡憸▕ἴㆰế䙫岢䔏


㉼岮俬✏偖ẋ㈧岞峊榀㸖⬷⟡憸䙫⟡憸▕ἴㆰế䙫岢䔏㥩志㖣ᷲ塏Ɲ



䱑䮾ḡ悏
ᵢ㓑孹
ᵢ㓑孹
∮兯䣃



ⷩ⠛㔝岢䍮
0.003%5
0.005%6
0.2%7

忶怵⎪凮嬰∟┭ㇽ嬰∟䵺䳧㎷ẋ⢅娔ㇽ峽⛅奨㰩䙫㉼岮俬Ƌ⎪凮嬰∟┭晋⣽ƌㆰ㳏ヶ Ə
⎪凮嬰∟┭ㇽ嬰∟䵺䳧Ƌ好ⱓἼガ㲨俳⮁ƌ⏖僤Ⱈ嘼䏭怀Ẃ奨㰩俳㔝⎽岢䔏˛婙䬰㉼岮
俬ㆰ⏸⎪凮嬰∟┭ㇽ嬰∟䵺䳧Ƌ好ⱓἼガ㲨俳⮁ƌ㟌婉䛟旃䙫岢䔏⎱㔝岢˛
1

ẋ㗺岢䔏䔘㮶⏴⎪凮嬰∟┭㔖ếṯ⟡憸䵺䏭Ə∐䚱㭟⎾姾ạ㈧㛰˛

2

ℳ㏂Ị䏭ạ岢䔏ㆰ㔖ế䵍ℳ㏂Ị䏭ạƏ婙䬭岢䔏䂡㮶ἴ⎪凮嬰∟┭㮶⤐5,000㸖K
∗12,000㸖K˛ℳ㏂Ị䏭ạ岢䔏䙫䢡⇮憸栴⎽㱡㖣⎪凮嬰∟┭婙㗌㎷⇡䙫⢅娔⑳峽
⛅䔚媲䙫两⃠‣ƋỌ㸖K䂡▕ἴƌƏ⅞檻奲ᷲ塏Ɲ





㪍㒣䯭壆䏱妉䬁⨎ᾷỺ
䨇㑺ピ⫍㑺2,000,000㳭
2,000,001㳭 ⃮5,000,000㳭 ᴉ摑
5,000,001㳭 ⃮10,000,000㳭 ᴉ摑
⟥㑺10,000,000㳭
3


4

㪍㒣
5,000㸖K
8,000㸖K
10,000㸖K
12,000㸖K

㊙ᶡ䋄ᵸ孹䏦

⻝㜆岢䔏˚⎽㵯䔚媲岢䔏˚惏⇭ẋế奨㰩岢䔏ㇽ㗌敺䴷䭾岢䔏䔘⎪凮嬰∟┭✏⟡憸
䵺䏭㮶㬈㉠↭婙⎪凮嬰∟┭㎷⇡旃㖣婙䔚媲䙫㗌敺⯍㘩䴷䭾˚惏⇭ẋế˚⎽㵯ㇽ⻝
㜆䴷䭾奨㰩㘩㔖ế˛✏⎪凮嬰∟┭㜑僤✏䴷䭾㗌⭳ㇷ⢅娔ḍ⛇㭋恟㒮ὦ䔏Euroclear
㎷ᾂ䙫㗌敺䴷䭾Ọ䴷䭾⏳㗌䙫ẋ㗺㘩Əㆰ㔖ế㗌敺䴷䭾岢䔏˛⻝㜆岢䔏˚⎽㵯䔚媲
岢䔏˚惏⇭ẋế奨㰩岢䔏⑳㗌敺䴷䭾岢䔏䔘⎪凮嬰∟┭㔖ếƏ∐䚱㭟⎾姾ạ㈧㛰˛
€Ⱈ峽⛅䔚媲俳姧Ə⥩峽⛅⽳⎽㵯▕ἴƏ∮ㆰ⏸⎾姾ạ㔖ế⟡憸▕ἴ⎽㵯岢䔏Ə∐
䚱㭟ℳ㏂Ị䏭ạ㈧㛰˛

5

岞峊曀㖠ㆰ⏫凑㔖ế䛟䬰㖣⟡憸▕ἴ⃠㠣䙥⇭Ḳ曝滅曝曝ᷰƋ0.003%ƌ䙫ẋ㗺⾜岢˛

6

岞峊曀㖠ㆰ⏫凑㔖ế䛟䬰㖣⟡憸▕ἴ⃠㠣䙥⇭Ḳ曝滅曝曝ṻƋ0.005%ƌ䙫ẋ㗺岢˛

7

⍗劘䧬䂡⟡憸▕ἴ⃠㠣䙫䙥⇭Ḳ曝滅ṳƋ0.2%ƌƏ岞㖠ㆰ㔖ếᷧ⌱Ƌ0.1%ƌƏ峊㖠
ㆰ㔖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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