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資料

安聯收益及增長基金AM類收息股份 (美元 每月派息-現金派息) (U44546)

單位價格

資產淨值
與前一個交易日
比較的升跌(%)

最後更新
資產總值 風險 投資年期 派息/收益 投資回報類別

Morningstar
綜合評級

美元7.77050 -0.04% 23-05-2023 美元 40,425,802,598.00 4 ≥1 年 0 個月 派息 ( 現金 ) 2 ★★★★★

產品特色 - 投資目標及策略

投資目標：此基金投資於美國及／或加拿大企業債務證券及股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及收益。 投資策略、運用衍生工具及主要風險的詳情，請參閱基金銷售文件及產品資料
概要。

基金投資組合 截至 31-03-2023

資產分布

股票 債券 現金 其他

32.41 32.92 5.87 28.79

持有股票數目 91

持有債券數目 250

股票項目的地區分布 股票項目的行業分布

債券項目的行業分布

費用資訊

認購費 5.00%

轉換手續費 1%

*不適用於保本基金*

管理費 每年 1.500%

贖回費 -

表現費 -

獎勵費 -

其他基金資訊

成立日期 16-10-2012

基金類別 股票債券混合基金

基金分類 Equity/ Bond Balanced

投資市場組別 美元平衡型股債混合

交易頻率/交易截止時間 每個交易日一個交易時段 /HKT 16:00

基金公司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基金經理 Justin　M.　Kass

基金經理上任日期 31-05-2011

個人簡介

Mr. Kass is a portfolio manager, a managing director, CIO and co-head US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ies with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which he joined

in 2000. He has portfolio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rad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ies team. In 2003, Mr. Kass was promoted

to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began handling day-to-day portfolio manager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firm’s US Convertible strategy in 2005. He is

基金以往表現

基金價格表現是以基金單位之買入價對買入價或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及基金報價貨幣(人民幣)計算。

截至 30-04-2023

回報(%)

累積回報
截至 23-05-2023

年初至今 1星期 1個月 3個月 6個月 1年

基金表現 5.38 1.00 0.30 1.78 2.80 2.69

行業平均 4.16 -0.03 0.00 1.63 3.56 1.01

年度化回報 3年 5年 10年 15年

基金表現 7.28 5.29 5.91 -

行業平均 3.86 2.22 2.96 2.60



also a lead portfolio manager for the firm’s Income & Growth strateg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7. In addition to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for institutional clients, Mr. Kass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multiple

closed-end and open-end mutual funds. Previous to joining the firm, Mr.

Kass interned on the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ies team, adding significant

depth to its proprietary Upgrade Alert Model. He has 24 years of investment

industry experience. Mr. Kass has a B.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d an M.B.A. from the UC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is a

CFA charterholder.

基金經理 Michael　E.　Yee

基金經理上任日期 31-05-2011

個人簡介

Mr. Yee is a portfolio manager and a managing director with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which he joined in 1995. He has portfolio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rad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ies team. He

is also a lead portfolio manager for the firm’s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7. Mr. Yee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multiple

closed-end and open-end mutual funds. He was previously an analyst for

the Global and Systematic team with responsibilities focused on US large

cap equity strategies. In addition, he also worked in global portfolio

administration and in client service. Mr. Yee was previously a financial

consultant for Priority One Financial/Liberty Foundation. He has a B.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 an M.B.A. from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基金經理 David　　Oberto

基金經理上任日期 01-03-2022

個人簡介

David Oberto is a lead portfolio manager, income and growth at Voya

Investment Management. Prior to joining Voya, he was a portfolio manager

and director at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where he held portfolio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rad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income and growth

strategies team. and served as portfolio manager for the U.S. High Yield

Bond strategy and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multiple closed-end

and open-end mutual funds. Prior to that, he was a portfolio administrator,

a credit default swaps (CDS) account manager and a trade-closer at Bain

Capital. David earned a BSBA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finance and a minor in

economics from Fordham University and an MS in finance from the D’Amore-

McKim School of Business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年度回報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基金表現 -19.70 11.66 21.94 19.49 -4.89

行業平均 -14.15 7.31 7.50 14.88 -6.60

Morningstar 評級 截至 30-4-2023

綜合評級 ★★★★★

3年評級 ★★★★

5年評級 ★★★★★

10年評級 ★★★★★

股票估值 截至 31-03-2023

股票現價/預期收益 22.32

股票現價/現金流 13.37

股票現價/每股帳面 4.54

基金波幅 截至 30-4-2023

1年夏普比率 -0.48

1年標準偏差 14.75

1年年度化回報率 2.69%

3年夏普比率 0.50

3年標準偏差 13.29

3年年度化回報率 7.28%

基金價格資料 截至 23-05-2023

基金價格表現是以基金單位之買入價對買入價或資產凈值對資產凈值及基金報價貨幣(美元)計算。

單位價格

資產凈值 美元7.77050

買入價 -

賣出價 -

52周最低-最高價格 美元7.45000 - 8.59000

重要信息: 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

注意:

1. 基金編號: 基金編號只供參考。如基金是透過每月投資計劃認購或可作貸款抵押，不同之基金編號可能在客戶的成交單據上出現。

2. 本行界定某一隻基金的相對風險程度（1=低風險、2=低至中度風險、3=中度風險、4=中度至高風險、5=高風險），乃是根據本行按不同風險因素作出之內部評估，包括但不限於該基金所屬投資市場組別之相對風險程度、基金波幅、市場環境、
基金之投資目標及基金之投資策略等而釐定的，並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本行就某一隻基金界定之相對風險程度將每半年評估一次，最近半年度風險程度評估的結果之生效日期為 30-01-2023。本行可不時更改就某一隻基金所界定的相對
風險程度而不作事先通知。近期添加到本行平台的基金之相對風險程度是於基金添加日期評估的。有關風險評估的資料乃本行根據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整理而成。

3. 投資年期: 投資年期資料或未能就所有基金提供。

4. 派息/收益：累計 = 累積收益; 派息（現金）= 以現金方式派息; 派息（單位）= 以基金單位方式派息

5. 單位價格: 請注意該等單位報價僅供參考之用，所有單位報價乃是有關單位之資產淨值或買入價，並只代表於所示日期單位之贖回價。而基金認購須基於賣出價，賣出價須將適用於有關客戶之認購費（如有）計算在內。閣下可向本行查詢供參
考之賣出價。請注意客戶於提出認購申請時本行提供之參考賣出價可能與實際認購價有很大出入。

就於每一交易日有多過一個交易時段之基金，日期後有顯示「上午」即代表此乃是上午之交易時段的單位價格；「下午」即代表此乃是下午之交易時段的單位價格。

6. 組別表現: 就用於基金組別表現之數據而言，一組別內之每一隻有關基金的回報均以有關基金報價貨幣之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或基金單位之買入價對買入價、所有股息(如有) 再投資之原則計算。一年及以下的百分比回報為累積回報，並根據
最新之基金單位價格而作出更新。而一年或以上的百分比回報為年度化回報，並於每月之月底作出更新。

7. 回報:

i 就每一隻有關基金而言，回報均以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或基金單位之買入價對買入價、所有股息（如有）再投資之原則計算。就於每一交易日有多過一個「交易時段」之基金，回報是以「下午之交易時段」的基金價格計算。只有於取得資料
當日最少已有6個月的投資往績紀錄之基金，有關之百分比回報才會顯示。

ii就每一隻有關基金而言:



累積回報: 一年及以下的百分比回報為累積回報，並根據最新之基金單位價格而作出更新。

年度化回報: 一年或以上的百分比回報為年度化回報，並於每月之月底作出更新。

年度回報: 就每一年之百分比回報，如有關基金之成立日為上一年之12月31日後，該年之百分比回報將會計算自有關基金之成立日至該年年底。

8. 資產總值根據 28-04-2023 的數據計算。

9. Morningstar評級以 30-04-2023 之基金價格及有關港元之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並將所有再投資的股息(如有)包括在內計算。

10.銷售文件: 閣下如欲索取銷售文件的印刷版本，可親臨恒生銀行各分行聯絡本行職員。

如要閱讀檔案，請先安裝最新版本之Acrobat Reader。請到http://www.adobe.com下載所需軟件。

11.投資回報類別：此乃由本行根據某一基金的基本性質而界定，並僅供一般資料及參考之用。投資回報類別為2或3的基金並非保本基金，贖回投資時不保證支付本金。

1 =保本

2 =潛在現金收益

3 =潛在資本增值

12.交易頻率/交易截止時間:

• 就領先資產管理所管理之基金，如該日並非香港營業日，則截數日（交易限期）為下一個香港營業日。交易日為截數日（交易限期）後的交易所營業日（或如任何該等日子並非交易所營業日，則將為下一個交易所營業日）或受託人與基金經
理不時議定的其他日子，但在緊接該交易日前的截數日（交易限期）之後收到的賣盤則不會在緊隨的估值日執行，而會在下一個估值日執行。

• 就由某些基金公司管理之基金而言，轉出某一基金之申請及轉入由同一基金公司管理的不同基金系列下之另一基金之申請，可能不會於同一交易日被處理。有關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 投資者須注意，轉換入某些基金（「新基金」）之單位將只在收到就支付新基金的款項結算妥當後才會被處理。在此情況下，要求轉換入新基金之單位將會在收到由轉換出現有基金所得之轉換款項的交易日被處理，而該就支付新基金的款項
是在該交易日有關截止時間前收到的。因此，新基金之單位或會在收到轉換申請之日以後的交易日才發行。

13.轉換手續費: 閣下如欲了解閣下現時所持基金可否轉入此基金，請登入恆生e-Banking，於基金投資下之基金買賣版面選擇閣下欲轉換出的基金，查閱「轉換基金」版面內「轉換入之基金」一行之基金名單。

14.債券基金可投資於不同類別的債務證券，包括但不限於，債券、貸款、定息或浮息債務證券。

15.請按此查看iPower戶口費用及收費。

並非所有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行」)分銷的投資基金均展示於網上平台。請親臨分行以查看本行分銷的全部投資基金。

凡屬其他基金公司、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及其他資料供應商所提供並印有"Powered By" 之資料(「資料」)，乃由本行在日常運作過程中再轉送予閣下並祗供參考之用。本行及其僱員、代理人並無對該等資料的內容進行設定、揀選、增
補、修改或作其他方式的控制。

投資回報是以有關基金貨幣計算（可能是外幣）。以美元/港元作出投資的投資者，需承受美元/港元/外幣兌換率的波動的風險。

以上所提及的基金已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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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該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
類別的投資者。

此頁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https://bank.hangseng.com/1/2/chi/investment/ipower/how-does-it-work/fees-and-char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