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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股票基金公司  

基金資料 (美元)

  
基金資產總額‡ 1.260億美元

基準
MSCI 亞太區所有國家 
指數

管理費 1.25%

初步最低投資額 1,000美元/500英鎊

其後最低投資額 100美元/50英鎊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股份類別 A, I

基礎貨幣 美元

額外交易貨幣 英鎊

資產淨值‡

   A Acc (美元) 15.79美元

   A Acc (英鎊) 19.15英鎊

   A Dist (美元) 11.99美元

   A Dist (英鎊) 14.45英鎊

資料來源：

‡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基金管理

 

Robert J. Horrocks, PhD
基金經理

Kenneth Lowe, CFA
基金經理

Siddharth Bhargava
副基金經理

Elli Lee
副基金經理

Winnie Chwang
副基金經理

銘基亞洲

 

銘基亞洲深信亞洲作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之
一，將會錄得蓬勃的長遠增長，因此自1991年起
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以專業知識專注投資於亞洲
國家。銘基亞洲採用從下而上的基本投資宗旨，
並著眼於長線投資表現。截至2023年4月30日，
銘基亞洲管理的資產總額達129億美元。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在2021年12月15日更改。此日期之前
的業績表現在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
所有引述的業績表現均代表過往的業績表現，並不保證
未來的業績。投資回報和本金價值會因應市場而波動，
因此贖回基金時，股值可能會高於或低於原來成本。目
前的業績表現可能會較顯示的表現低或者高，投資者若
投資於以非美元計值的基金，應該知道貨幣匯率波動可
能會導致虧損本金的風險。
顯示的業績表現詳情乃根據資產淨值作相比，將任何再
投資的股息計算在內及並已扣除管理費和其他開支。業
績表現數據已按上述各自的貨幣計算，包括經常性開
支，但不包括您可能需要支付的任何認購費及贖回費。
資料來源：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亞洲股息基金
2023年4月30日
銘基亞洲基金

投資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及現有收入尋求總回報。

風險考慮

a 投資涉及風險。往績並不代表將來的業績表現。您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

a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亞太區國家及市場。投資於這些新興市場或許涉及增加風險，例如流動性風險、 
貨幣風險／管制、政治與經濟不明朗因素、法律與稅務風險、交收風險、託管風險及高度波動性的 
可能性。

a 本基金亦可能投資於前沿國家及市場，涉及的風險與在新興國家及市場的投資風險相似，惟風
險更甚。

a 本基金可酌情決定就有關分派股份，從股本中或實際上從股本中支付股息。從股本撥付及／或
實際從股本撥付股息相當於退回或提取投資者部分原有投資，或者該原有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
收益。任何該等分派可能導致子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a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股票證券，波動可能會較大。

a 本基金可投資於小型企業，而小型企業可能會較大型企業面對更高風險。

a 本基金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對手方／信貸風險、流動性風
險、估值風險、波動性風險及場外交易風險。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導致子基金須承擔蒙受
重大損失的高風險。

a 本基金可使用對沖技術，以嘗試抵銷若干市場風險，但無法保證對沖技術將完全及有效地達致其預期

結果。

a 流行病與其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能導致市場波動及干擾。

a 投資者不應只依據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

截至2023年4月30日的表現†

亞洲股息基金 23年4月 3 個月 年初至今 1 年 3 年 5 年 成立至今 成立日期

     A Acc (美元) -1.50% -6.24% 1.09% -10.59% 0.45% -3.35% 3.67% 2010年8月26日

     A Acc (英鎊) -2.25% -7.49% -2.45% -9.97% 0.55% -1.45% 5.49% 2011年2月28日

     A Dist (美元) -1.48% -6.26% 1.11% -10.57% 0.43% -3.34% 3.67% 2010年8月26日

     A Dist (英鎊) -2.23% -7.50% -2.48% -10.00% 0.55% -1.47% 5.47% 2011年2月28日

MSCI 亞太區所有 
國家指數 (美元) -1.03% -3.80% 3.77% -2.09% 5.39% 1.04% 5.36%1 不適用

按年回報 (截至12月31日的各年) 

亞洲股息基金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A Acc (美元) -30.61% -2.60% 30.42% 9.93% -13.47%

     A Acc (英鎊) -22.26% -1.29% 25.89% 6.72% -8.55%

     A Dist (美元) -30.61% -2.62% 30.43% 9.91% -13.46%

     A Dist (英鎊) -22.23% -1.34% 25.95% 6.56% -8.52%

MSCI 亞太區所有 
國家指數 (美元) -16.92% -1.19% 20.07% 19.74% -13.25%

† 所有超過1年的回報均按年計算。

1 指數於2010年8月26日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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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S & AWARDS*  
Overall Morningstar RatingTM ★★★     

Best Equity Fund House 

FUND FACTS (USD) 
Total Fund Assets‡ $126.0 million 

Benchmark 
MSCI All Country Asia 
Pacific Index 

Management Fee 1.25% 
Minimum Initial Investment $1,000/£500 
Minimum Subsequent 
Investment $100/£50 
Fund Domicile Luxembourg 
Available Share Classes A, I 
Base Currency USD 
Additional Dealing 
Currencies GBP 
Net Asset Value‡  

A Acc (USD) $15.79 
A Acc (GBP) £19.15 
A Dist (USD) $11.99 
A Dist (GBP) £14.45 

Source:  
‡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PORTFOLIO MANAGEMENT  
Robert J. Horrocks, PhD Kenneth Lowe, CFA 
Lead Manager Lead Manager 
Siddharth Bhargava  Elli Lee 
Co-Manager  Co-Manager 
 Winnie Chwang  
 Co-Manager  

MATTHEWS ASIA 
Matthews Asia believes in the long-term growth of 
Asia,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regions. 
Since 1991, we have focused our efforts and 
expertise in these countries, investing through a 
variety of market environments. Matthews Asia 
employs a bottom-up, fundamental investment 
philosophy with a focus on long-term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s of 30 April 2023, Matthews Asia 
had US$12.9 billion i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policy of the Fund was changed on 15 
December 2021. The performance prior to this date 
was achieve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no longer 
apply. 
All performance quoted represents past performance 
and is no guarantee of future results. Investment 
return and principal value will fluctuate with market 
conditions so that when redeemed, shares may be 
worth more or less than the original cost. Current 
performance may be lower or higher than performance 
shown. Investors investing in Funds denominated in 
non-USD should be aware of the risk of currency 
exchange fluctuations that may cause a loss of 
principal. 
Performance details provided are based on a NAV-to-
NAV basis with any dividends reinvested, and are net of 
management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Performance 
data has been calculated in the respective currencies 
stated above, including ongoing charges and excluding 
any subscription fee and redemption fee you might 
have to pay. Source: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Asia Dividend Fund Matthews Asia Funds 
 

Class A Shares 30 April 2023 

Investment Objective 
Seeks total return through capital appreciation and current income. 
Risk Considerations 
❁ Investment involves risk.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a guide to future performance. It is possible to lose the principal 

capital of your investment. 
❁ The Fund invests primarily in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markets. Investment in such emerging markets may involve 

increased risks such as liquidity risks, currency risks/contro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legal and 
taxation risks, settlement risks, custody risk and the likelihood of a high degree of volatility. 

❁ The Fund may also invest in frontier countries and markets which may involve additional risks and risks similar to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markets but to a greater extent. 

❁ The Fund may, at its discretion, pay dividends out of the capital or effectively out of capital in respect of the 
distribution shares. Payment of dividends out of capital and/or effectively out of capital amounts to a return or 
withdrawal of part of an investor's original investment, or from any capital gains attributable to that original 
investment. Any distribution may result in an immediate reduction of the net asset value per share of the Fund. 

❁ The Fund invests primarily in equity securities, which may result in increased volatility. 
❁ The Fund may invest in smaller companies which are likely to carry higher risks than larger companies. 
❁ The Fund may invest in financial derivative instruments (“FDIs”). Risk associated with FDIs include 

counterparty/credit risk, liquidity risk, valuation risk, volatility risk and over-the-counter transaction risk. Exposure 
to FDIs may lead to a high risk of significant loss by the Fund. 

❁ The Fund may use hedging techniques to attempt to offset certain market risks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hedging techniques will fully and effectively achieve their desired result. 

❁ Pandemics and oth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n result in market volatility and disruption. 
❁ Investors should not invest in the Fund solely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Performance as of 30 April 2023† 

 
 Asia Dividend Fund, A Acc (USD)  MSCI All Country Asia Pacific Index (USD) 

Asia Dividend Fund Apr '23 3 MO YTD 1 YR 3 YR 5 YR Since 
Inception Inception 

A Acc (USD) -1.50% -6.24% 1.09% -10.59% 0.45% -3.35% 3.67% 26 Aug 2010 
A Acc (GBP) -2.25% -7.49% -2.45% -9.97% 0.55% -1.45% 5.49% 28 Feb 2011 
A Dist (USD) -1.48% -6.26% 1.11% -10.57% 0.43% -3.34% 3.67% 26 Aug 2010 
A Dist (GBP) -2.23% -7.50% -2.48% -10.00% 0.55% -1.47% 5.47% 28 Feb 2011 

MSCI AC Asia Pacific 
Index (USD) -1.03% -3.80% 3.77% -2.09% 5.39% 1.04% 5.36%1 n.a. 

Annual Returns (For the Years Ended 31 December) 

Asia Dividend Fund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A Acc (USD) -30.61% -2.60% 30.42% 9.93% -13.47% 
A Acc (GBP) -22.26% -1.29% 25.89% 6.72% -8.55% 
A Dist (USD) -30.61% -2.62% 30.43% 9.91% -13.46% 
A Dist (GBP) -22.23% -1.34% 25.95% 6.56% -8.52% 

MSCI AC Asia Pacific Index 
(USD) -16.92% -1.19% 20.07% 19.74% -13.25% 

† All returns over 1 year are annualised 
1 Index calculated from   26 Augus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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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股可能會結合多於一隻來自同一個發行人或相關預託證券的 
股票。

3  數據中的百分比值已四捨五入到十分位，由於需要四捨五入，因此
值數可能不總結到100%。百分比值可能取自不同數據來源，因此
可能與本基金其他文件不一致。

4  發行人的市場股票市值。
5  主動投資比率的計算方法，是取投資組合持有量與基準權重之間差
異的絕對值，將所有這些差異相加後再除以二。計算得出的主動投

資比率將在0%與100%之間，0%表示投資組合完美複製了基準，而
100%則表示投資組合與指數之間沒有任何重疊。主動投資比率的
計算包括本基金所持現金。

6  市盈率是股票截至報告日的股價，除以12個月期間 (FY1) 或24個月
期間 (FY2) 的預測每股盈利。本基金所採用的是基金內所有正股的
加權調和平均估算市盈率，不包括負收益股票。並不保證基金的組

成將維持不變，或股票的預測盈利將實現。提供的資料僅作為說明

之用。

7  衡量市場對公司未來財務狀況的預期。由於此衡量標準涉及現金流
向，因此排除了折舊和其他非現金因素的影響。與市盈率類似，此

衡量標準亦提供相對價值的指示。

8  市賬率 (P/B Ra�o) 用於比較股票的市場價值與其賬面價值。其計算
方法是將股票目前的收盤價除以最近一個季度的每股賬面價值。較

低的市賬率可能表示股票被低估。

9  股本回報率 (ROE) 是淨收益佔股東股本的百分比。股本回報率透過
顯示公司利用股東投入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潤來衡量公司的盈利能

力，其計算方式為淨收入除以股東股本。

10  每股盈利 (EPS) 是指歸屬於公司每股的年度利潤 (除稅後和所有其
他費用)。每股盈利的計算方法是將利潤除以公司的平均股份數。
盈利增長並非衡量基金未來業績表現的標準。

11  股息率 (歷史) 為本基金過去12個月所持每項股本證券所付股息的加
權平均總和，除以截至報告日期的價格。年率化股息率為基金的淨

股票部份，並不反映投資者從本基金收取的實際收益率。無法保證

本基金投資的公司以往曾支付股息，將繼續支付或在未來以當前利

率支付。正分派收益率並不代表正回報，過去收益率亦非未來收益

率的保證。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ISIN SEDOL CUSIP

A Acc (美元) LU0491817952 B46KTM6 L6263Q108

A Acc (英鎊) LU0594556309 B3SX454 L6263Q488

A Dist (美元) LU0491818091 B3QJ0P6 L6263Q223

A Dist (英鎊) LU0594556481 B41BLZ1 L6263Q496

十大持股2

 國家 淨資產%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台灣 4.0%

Tencent Holdings, Ltd. 中國/香港 2.8%

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Persero Tbk 印尼 2.2%

AIA Group, Ltd. 中國/香港 2.2%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南韓 2.2%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Ltd. 印度 2.1%

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 日本 2.1%

ITOCHU Corp. 日本 2.0%

Ajinomoto Co., Inc. 日本 1.9%

Disco Corp. 日本 1.8%

十大持股所佔總資產的百分比 23.3%

資料來源：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亞洲股息基金
2023年4月30日

©2023 Ma�hews Interna�onal Capital Management, LLC

資料來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行業數據以MSCI修訂的全球分類標準為基礎。 
參閱詳情請登入：www.msci.com

資料來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資料來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資料來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Bloomberg，銘基亞洲

股息回報11

2.79%

市場資本值風險 (%)3,4

 基金 基準 差異

特大型股 (250億美元以上) 43.2 58.1 -14.9

大型股 (100至250億美元) 23.1 22.4 0.7

中型股 (30至100億美元) 19.7 18.5 1.2

小型股 (30億美元以下) 10.2 0.9 9.3

現金及其他資產， 
扣除債項 3.9 0.0 3.9

行業分布 (%)3

 基金 基準 差異

金融 17.5 19.3 -1.8

資訊科技 16.2 17.0 -0.8

非消費必需品 12.5 14.3 -1.8

工業 11.0 12.0 -1.0

消費必需品 10.2 5.9 4.3

通訊服務 10.0 8.6 1.4

房地產 6.2 3.8 2.4

健康護理 6.1 6.7 -0.6

物料 3.2 7.4 -4.2

公用事業 1.7 2.1 -0.4

能源 1.6 3.0 -1.4

現金及其他資產， 
扣除債項 3.9 0.0 3.9

資料來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投資組合特徵

 基金 基準

持倉量 58 1,488

加權平均市值

(以十億計) $65.2 $81.1

主動投資比率5 83.7 不適用

使用FY1估算市盈率6 16.9x 13.5x

使用FY2估算市盈率6 14.5x 12.2x

價格／現金流向7 11.0 7.5

價格／賬面8 2.3 1.5

股本回報率9 18.9 14.8

每股盈利增長 (三年)10 14.6% 14.4%

國家分布 (%)3

 基金 基準 差異

日本 31.9 32.5 -0.6

中國/香港 26.3 24.0 2.3

澳洲 9.3 11.2 -1.9

台灣 7.3 9.3 -2.0

印度 6.9 8.7 -1.8

南韓 5.3 7.6 -2.3

新加坡 3.0 2.2 0.8

印尼 2.2 1.3 0.9

泰國 1.8 1.3 0.5

越南 1.5 0.0 1.5

孟加拉 0.8 0.0 0.8

馬來西亞 0.0 0.9 -0.9

菲律賓 0.0 0.5 -0.5

紐西蘭 0.0 0.3 -0.3

澳門 0.0 0.2 -0.2

現金及其他資產， 
扣除債項 3.9 0.0 3.9



聯絡資料

香港代表辦事處**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德輔道中68號
萬宜大廈13樓
電話：+852-3756-1755

供顧問及機構聯絡：
銘基環球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852-3901-0880
電郵：globalfunds@ma�hewsasia.com

亞洲股息基金
2023年4月30日

披露

本基金是銘基亞洲基金的子基金，是一種可變資本開放式傘子基金，並根據盧森堡法律註冊為有限責任公司。不得在美國出售或出售予美籍人士。本文件並不構成或載有購買本
文件所述基金或任何證券的要約、招攬或投資建議。不得將本文件的資料詮釋為適用證券法例界定之基金章程、公開發售或發售備忘錄。

銘基亞洲為銘基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及其直接及間接附屬公司的商標。

本文件所載資料乃取材自於編製時相信為可靠及準確的來源，但概不就 (包括但不限於) 資料的完整性或及時性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 (明示或暗示)。銘基亞洲及其聯屬公司概不就
使用有關資料所造成的直接或由此引起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文件所載資料來自銘基亞洲及截至報告日期。

投資者應於作出投資決定之前，審慎考慮基金的投資目標、風險、收費及開支。此等和其他資料已載於銘基亞洲基金現有的基金認購章程、香港投資者補充文件、產品資料概要 
(「香港發售文件」) 或其他發售文件，並可瀏覽 hk.ma�hewsasia.com 索取。在投資前，請先參閱香港發售文件或其他發售文件，以了解風險因素等詳細資料，而準投資者應因應
您的個人情況及適用公民身份、居留地或所在地國籍，就任何投資的合適性諮詢專業法律、稅務及財務顧問。不同基金和股份類別的收費和開支有所不同。本基金的投資組合特
性可能不時有別於本文件所示的特性。

MSCI亞太區所有國家指數是自由浮動，調整市值的股票加權指數，當中包括澳洲、中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南韓、台
灣和泰國的股市。指數僅供比較之用，要直接投資於一個指數是不可能的。

*就分派股份類別而言，整體晨星評級 (Overall Morningstar Ra�ng™) 反映美元累積股份類別。基金評級只屬意見，並非買賣任何基金的建議。版權所有 © 2023 Morningstar, Inc.。
本文所載資料：(1) 是晨星及／或其內容供應商的專有財產；(2) 不得複製或分派；及 (3) 僅供參考用途。

晨星最佳基金獎，2021© Morningstar, Inc.。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銘基亞洲榮獲香港最佳股票基金公司獎。

**請聯絡香港代表辦事處索取基金資料，包括基金的財務報告及發售文件，以及相關的通函、通知及公告 (如適用)。

請聯絡您的財務顧問，以了解銘基亞洲基金在香港發售文件中披露的具體資料及文件。

本文件由銘基環球投資 (香港) 有限公司發表，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本文件為中文翻譯本。如英文版和中文版有任何歧義，一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