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目標
本基金追求長期資本增長，當前收益主要來自世界各地除加拿大
和美國以外的股票投資，這些股票有望帶來股息以及其他類型證
券投資收益。

投資對策
投資各行各業的優質公司，特別是：

• 擁有可持續競爭優勢，以及可預見長期經濟效益的公司
• 投資資本回報率高，有自由現金流向的公司
• 基礎估值有吸引力的公司
• 資本調配政策對股東有利，有潛力提升股東股息的公司

萬信國際股息基金
為何投資此基金？
1.		提高投資組合國際化程度

國際市場行業多元，市場內各公司地理位置各異，因此收入來
源多樣，所處經濟週期也不盡相同。譬如，跨國公司有65%以
上的收入來自歐亞，而加拿大和美國的公司來自歐亞的收入分
別為12%和31%。

助您實現多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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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晨星（Morningstar），截至2020年7月31日。*跨國公司收益按MSCI EAFE指數計，
美國公司收益按標普500指數計，加拿大公司收益按S&P/TSX綜合指數計。

2.		利用成熟專業技巧暢行國際市場
自創立起，萬信國際股利基金的業績就超過了基準。這支屢獲
殊榮的團隊經驗豐富，擅於通過獲得了晨星（Morningstar）
四星評級1的萬信全球股利基金來管理跨國股權。

管理人更換帶來優異業績

1年 3年 創立以來**
萬信國際股息* 20.7% 12.0% 13.3%

MSCI EAFE NR指數 0.3% 3.0% 6.6%

來源：萬信投資，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年化回報率（%）。

*總業績體現的是萬信國際股息基金R系列從2017年2月2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連續業績記
錄，另外還包括此前從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2月21日，作為萬信全球股息基金中採用相同投
資策略的國際股權部分的業績。**總業績不含傭金、尾隨傭金、管理費及各類支出影響。

1投資組合團隊從2014年2月1日開始全面採用新投資策略。

全球股權

3.		關注有股利的優質公司
萬信全球股票收益團隊關注的是投資資本回報率（ROIC）高
的優質公司，這些公司長期看能產生更高的投資回報。在過去
25年中，ROIC較高的跨國公司比ROIC較低的公司回報更高。

過去25年中ROIC高的公司業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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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輝盛（Factset），截至2020年7月31日。



13
29

03
8 

 M
K7

92
4 

09
/2

0

瞭解更多關於萬信國際股息基金的資訊，請聯繫您的萬信投資銷售代表。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以英文版為準。

For advisor use only. No portion of this commun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 Commissions, trailing commissions, management fees, and expenses all may be associated 
with mutual fund investments. Please read the prospectus before investing. The indicated rates of return are the historical annual compounded total returns as of July 31, 2020 including changes 
in unit value and reinvestment of all dividends and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sales, redemption, distribution, or optional charges or income taxes payable by any security holder that would 
have reduced returns. Mutual funds are not guaranteed, their values change frequently and past performance may not be repe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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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Morningstar Research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1) is proprietary to Morningstar; (2) may not be copied or distributed; and (3) is not warranted to be accurate, 
complete, or timely. Neither Morningstar nor its content providers are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information. Past performance is no guarantee of future results.
Morningstar Star Ratings reflect performance of Mackenzie Global Dividend Fund Series F, Global Equity category: 3 years - 4 stars (1527 funds), 5 years - 4 stars (1038 funds), 10 years - 4 stars 
(508 funds) as of July 31, 2020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monthly. The ratings are an objective,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a fund’s historical 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other funds in its 
category. Only funds with at least a three-year track record are considered. The overall star rating for a fund is a weighted combination calculated from a fund’s 3, 5, and 10-year returns, as available, 
measured against the 91-day treasury bill and peer group returns. A fund can only be rated if there are a sufficient number of funds in its peer group to allow comparison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If 
a fund scores in the top 10% of its fund category, it gets 5 stars; if it falls in the next 22.5%, it receives 4 stars; a place in the middle 35% earns a fund 3 stars; those in the next 22.5% receive 2 stars; 
and the lowest 10% receive 1 star.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calculation of Morningstar Star Ratings, see www.morningst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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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團隊	
萬信全球股票收益團隊致力於為投資者提供穩定的長期回報，較小的波動，豐厚且不斷增長的股利。

投資組合經理
Ome Saidi, 工商管理碩士，特許金融分析師 

副總裁，投資組合經理
萬信全球股票收益團隊
自2007年起進入投資行業

Darren McKiernan, 特許金融分析師

高級副總裁，投資組合經理，團隊主管
萬信全球股票收益團隊
自1995年起進入投資行業

基金代碼及管理費用

系列 代碼
加元

管理费 管理費用率*FE BE LL2 LL3
A MFC 8008 8009 8010 8011 2.00% 2.56%

F MFC 8013 – – – 0.80% 1.07%

T5 MFC 8026 8027 8029 8028 2.00% 2.57%

T8 MFC 8030 8031 8032 8033 2.00% 2.57%

PW MFC 8019 – – – 1.80% 2.19%

*MER為截至2020年3月31日資料。

基金系列介紹：
A系列 – 捆綁銷售系列，有前端FE、後端BE和低傭LL基金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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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或8%。也可提供收費系列（F5/8）、部分拆分系列
（FB5/8）和完全拆分系列（PWX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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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基金系列詳見mackenzieinvestments.com/fundco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