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予香港投資者的重要風險警告／基金資料

恒生科技 ETF 同時發售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及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不提供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與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的轉換。
（如沒有特別說明，本資料中所用詞彙與恒生投資指數基金系列（「本系列」）的香港銷售文件及恒生科技指數 ETF（「恒生科技 ETF」）的相關附錄所定義的有著相同涵義）
適用於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及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 投資目標是旨在（於未計費用及支出前）盡實際可能緊貼恒生科技指數（「該指數」）之總回報表現（已扣除預扣稅）。
• 恒生科技 ETF 可投資於與科技相關主題高度相關的公司和經營歷史可能相對較短的股本證券。屬此主題的公司之估值可能存在甚高的不穩定性，估值亦會出現劇烈波動。此外，與此主題有關的證券之估值可能高於較傳統行

業，而當該等證券被重新估值時，恒生科技 ETF 可能蒙受損失。
• 恒生科技 ETF 須承受與投資工業、非必需性消費、醫療保健、金融及資訊科技行業有關的風險。相對於投資於投資組合較為多元化的基金，恒生科技 ETF 的投資可能較易受該等行業公司的證券價格波動及特別對該等行業產

生影響的其他因素影響。
• 由於恒生科技 ETF 的投資集中於業務主要涉及特定的科技主題的公司，而該等公司在大中華區註冊成立、大部分收入來自於或主要營業地點在大中華區，因此恒生科技 ETF 須承受行業和地理集中風險。因此，其資產淨值可

能比基礎廣泛的基金波動性較大。
• 該指數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推出。相對於追蹤較穩定、運作歷史較悠久之指數的其他指數基金而言，恒生科技 ETF 的風險可能較高。
• 一般而言，恒生科技 ETF 須承受投資風險、股票市場風險、追蹤誤差風險、被動式投資的風險、與投資於存在同股不同權的公司有關的風險、依賴同一個集團的風險及終止風險。
•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及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須受不同的定價及交易安排所規限，視乎市場情況而定，投資者或會有利或不利。由於適用於各類別的費用及成本安排不同，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及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

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或會有所不同。
•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可能會損失其於恒生科技指數 ETF 之投資的重大部分。
適用於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 恒生科技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須承受交易風險及依賴莊家的風險。
• 恒生科技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而言，基金經理可酌情(i)從資本中作出派息或(ii)從總收入中作出派息，而同時記入恒生科技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資本賬下／從恒生科技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資本中扣除恒生科技 ETF 上

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所有或部分費用及開支(這將導致恒生科技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可用作派發股息的可分派收益增加)，因此實際從資本中作出派息。從資本中作出派息及／或實際從資本中作出派息相當於從投資者原本的
投資中或從原本的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回或提取部分金額。任何有關分派均可能導致每恒生科技指數 ETF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適用於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 恒生科技 ETF 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須承受貨幣及匯率管制風險。
投資者不應只單獨基於本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而應細閱恒生科技 ETF 的銷售文件（包括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投資者如對本資料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投資顧問及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投資目標
恒生科技指數 ETF 是一隻指數追蹤基金，旨在（於未計費用及支出前）盡實際可能緊貼恒
生科技指數之總回報表現（已扣除預扣稅）。
 

累積表現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成立至今

非上市類別 - A 類港元累積
收益單位

-14.17% 36.50% -12.70% N/A N/A -52.99%

指數 -14.01% 37.04% -12.04% N/A N/A -52.37%

 

年度表現
年初至今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非上市類別 - A 類港元累積
收益單位

-5.63% -27.18% -31.59% N/A N/A N/A

指數 -5.39% -26.67% -31.34% N/A N/A N/A
▾ 表現由本基金之成立日（即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該曆年年底計算。

 

基金表現
非上市類別 - A 類港元累積收益單位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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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表現以單位價格對單位價格，股息（如有）再投資之總回報計算。（資料來源：單位價格由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
公司提供。本基金之表現資料由基金經理提供。）表現數據以港元計算，當中包括了本基金的持續費用，但不包括閣下或需支付的
認購費用及轉換費用。
指數：恒生科技指數，是以股息再投資之總回報扣除預扣稅後之淨值計算。(指數資料來源：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往績並非預測日後業績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基金資料
基金經理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認購費 最高 5.0%

管理費 每年 0.55%

資産總值 27 億 7,580 萬港元

報價貨幣 港元
請參閱基金銷售文件 「收費及支出」一節以悉投資涉及的所有費用及收費詳情。

 

主要投資
騰訊控股 8.18%
美團－Ｗ 8.17%
阿里巴巴 7.85%
小米集團 7.49%
快手 7.43%
理想汽車 6.41%
京東集團 6.18%
網易 5.37%
中芯國際 5.27%
百度股份有限公司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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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佈

0.10%

1.16%

3.96%

5.76%

15.12%

73.90%

現金及其他

金融

工業

醫療保健

非必需性消費

資訊科技

股份類別分佈

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 95.26%

H 股 4.64%

現金及其他 0.10%

單位類別詳情
單位類別 成立日 每單位資產淨值 52 週最高/最低單位價格 交易頻率 國際證券號碼 彭博代碼

非上市類別 - A 類港元累
積收益單位

2021 年 6 月 28 日 5.3715 港元(1) 7.0346 港元 /
3.8659 港元

每個交易日一個交易時段(2) HK0000706116 HATIEAH HK

非上市類別 - A 類美元累
積收益單位

2021 年 6 月 29 日 4.6910 美元(1) 6.1464 美元 /
3.3762 美元

每個交易日一個交易時段(2) HK0000706124 HATIEAU HK

非上市類別 - D 類港元累
積收益單位

2021 年 6 月 29 日 0.4745 港元(1) 0.6215 港元 /
0.3415 港元

每個交易日一個交易時段(2) HK0000706132 HATIEDH HK

(1) 未包括認購費。
(2) 請參閱香港銷售文件以悉「交易日」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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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是一隻指數追蹤基金，旨在（於未計費用及支出前）盡實際可能緊貼恒生科技指數
（「該指數」）之總回報表現（已扣除預扣稅）。基金經理主要採用完全複製策略。本基
金大致上對該指數所有成份股進行投資，其投資比重與該等股份在該指數的比重大致相
同。為提升投資組合管理效率及將交易成本及追蹤誤差降低，基金經理可能會採用具代表
性之樣本複製策略或能為本基金提供大致上反映該指數表現的回報的金融衍生工具。基金
經理可能不時決定使用完全複製策略或具代表性之樣本複製策略，以達致本基金之投資目
標。雖然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會被使用，但將不會被廣泛地使用作投資用途。基金經理現時
無意為本基金進行任何證券出借、回購或類似的場外交易。
 

波幅
1 年 3 年

標準差 52.26 N/A
夏普比率 -0.07 N/A

非上市類別 - A 類港元累積收益單位
資料來源: 晨星（亞洲）有限公司
 

基金文件

基金銷售文件可在此下載

 

(資料來源：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晨星（亞洲）有限公
司。所有資料截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

請閱讀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內有關該指數的免責聲明。本基金已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證監會認可不等如對本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本基金的商業利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本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本

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本資料單張內某些資料是取自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恒生投資」）合理地相信可靠的來源所編寫的。就由外界提供並如此披露的資料，恒生投資合理地相信該等資料是準確及完整的。本資料單張僅

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建議買賣本基金基金單位的意見、招徠手法或推介。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而且並非所有投資風險都可以預計。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而所呈列的過往表現資料並不表示將來亦有類似的表現。投資者在作出任何

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例如遇本基金之基金單位被聯交所除牌之安排的資料))及在有需要時徵詢適當的專業意見。本資料單張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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