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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投資此基金？

大中華區股票 

投資目標

本基金致力於實現長期資本增值，主
要投資位於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和中
國臺灣的公司股本證券，以及主要收
入來自大中華區的公司。

投資對策

本基金的投資方法採用成長型投資和
價值型投資的混合模式。團隊利用強
大的、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的基本
面選股方法。團隊使用的策略旨在投
資擁有行業領先地位、可持續現金增
值能力、頗具吸引力的股票估值、可
持續的競爭優勢、優秀的管理及良好
的公司治理能力的中高型市值公司。

1.	中國: 不可忽視的巨大市場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去三十年的
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8%。在這一勢頭
的推動下，中國股票市場在過去15年裡的
年均回報率超過13%。與和世界其他地區
的關聯度相比，加拿大與中國的關聯度較
弱，這為強化多元化收益的可能性創造了
機遇。增長潛力與低關聯度的結合讓投資
者能夠在一個表現成熟的新興市場進行投
資。

2.	覆蓋之廣
	 本基金旨在為全球投資者提供能抓住中國新
經濟未來機遇的全股票投資組合。萬信擁有
華夏基金（China	Asset	Management）的部
分所有權，這為其在A股、H股和美國存托憑
證市場的投資打開了大門。涵蓋這些證券的
投資經驗使其形成了在加拿大獨一無二的優
勢。

3.	風險調控後的出色業績 

				自2017年10月16日發行以來，萬信全中國股
票基金在動盪的市場與地緣政治環境中遊刃有
餘，其創建的投資組合專注於中國各個市場中
取得行業領先地位的優質上市公司。在這一時
期，本基金取得的風險調控業績顯著高於基準
和組別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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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信全中國股票基金市場投資占比

H股
42.1%

ADR
4.9%

A股：中國內地上市股票
H股：中國香港上市股票
ADR：美國上市股票

A股
53.0%

 

Analysis

標準差

收
益

晨星大中華區股票組別

MSCI中國全股票指數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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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晨星投資實驗室，2005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加元。

全中國股票由混合基準表示	–	2001年12月1日至2008年5月30日，由50%的MSCI中國
A股指數和50%的MSCI中國指數構成；2008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26日，由100%的
MSCI全中國指數構成；此後，隨著MSCI於2019年11月26日收盤時將MSCI全中國指數
轉換為MSCI中國全股票指數，該基準便由100%的MSCI中國全股票指數構成。/全球股
票：MSCI世界總回報指數/加拿大股票：標普/	TSX綜合總回報指數。

資料來源：萬信投資組合分析，晨星投資實驗室，自2017年10月16日發行至
2020年9月30日止，按年計，加元。

*MSCI於2019年11月26日收盤時將MSCI全中國指數轉換為MSCI中國全股票指
數。2019年11月26日之前，業績比較基準與MSCI全中國指數掛鉤；2019年11
月26日之後，業績比較基準與MSCI中國全股票指數掛鉤。

僅計入持股情況，合計100%。資料來源：萬信投資組合分析，截至2020年9月30日。

僅供顧問使用



Commissions, trailing commissions, management fees, and expenses all may be associated with mutual fund investments. Please read 
the prospectus before investing. Mutual fund securities are not covered by the Canada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r by any other 
government deposit insurer. There can be no assurances that the fund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net asset value per security at a constant 
amount or that the full amount of your investment in the fund will be returned to you. Past performance may not be repeated. 
FOR ADVISOR USE ONLY.  No portion of this commun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 as it does not comply with investor 
sales communication rules. Mackenzie disclaims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dvisor sharing this with investor. 
The content of this document (including facts, views, opinions, recommendations, descriptions of or references to, products or securities) is 
not to be used or construed as investment advice, as an offer to sell or the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an endorsement, recommendation 
or sponsorship of any entity or security cited. Although we endeavour to ensure it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we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reliance upon it. 

萬信 全中國股票基金

為何選擇萬信

萬信投資實力雄厚，視角多元，能
滿足不同業務需求，參與各類市
場。

願景清晰

我們致力於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
助力其實現金融理財的成功。

實力雄厚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作為IGM	
Financial和Power	Financial集團旗
下公司，我們擁有的資產管理規模
超過9340億加元，是一家值得信賴
的行業領先諮詢公司。

視角多元

擁有14支傑出的投資團隊，多角度
分析市場風險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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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經理
潘中寧 
投資組合經理
全球資本投資與國際商務主管
全球資本投資
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青澤
投資組合經理
全球資本投資
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AMC)，成立於1998年4月，是一家私人資產管理公司，也是中國首批全國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如今，
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成長為中國資產管理的領軍者，在北京和紐約設有辦事處，在香港設有子公司。

基金代碼與管理費用

系列 代碼
加元

管理費率FE BE LL2 LL3
A MFC 5299 5300 7281 5301 2.00%
F MFC 5303    0.80%

PW MFC 5308 1.80%
T8 MFC 5316 5317 7282 5318 2.00%
T5 MFC 5697 5698 7289 5699 2.00%

基金系列介紹：

A系列—捆綁銷售系列，有前收型傭金、後收型傭金和低傭基金可供選擇

PW系列—投資者在萬信共同基金的家庭資產達到10萬加元後，自動歸入PW系列。

F系列—資產（或費用）基準系列，單獨收取投資經理費。您的經銷商已就證券承銷與萬信投資達成協議。

T5/T8系列—基於傭金的系列，每年支付月度現金流向的5%或8%。

月度現金流向系列等其他基金，請訪問mackenzieinvestments.com/fundcodes。

瞭解更多萬信全中國股票基金資訊
請聯繫您的萬信投資銷售代表。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以英文版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