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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興起 為投資者帶來甚麼啟示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處於發展的轉捩點，我們正跨越技術的鴻溝。這是第一次讓更

多人看到魔法出現，我非常看好這一概念……當人人在說人工智能已經過時（不受

歡迎），他們所指的一切都與區塊鍊及加密貨幣有關，結果是人工智能最終加快發

展，而其他人卻崩潰了。我認為大家將在未來數年看到令人振奮的事情。1」 

- Danny Lange, Unity人工智能高級副總裁 
 

雖然微軟投資於 OpenAI 是人工智能相關的最新新聞，但是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程式其實

一直都吸引著大家的注意。現在所不同的是各式各樣的直接應用，以及對投資者的影響。 
 

甚麼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種被稱為「深度學習」的機器學習。這種模式的人工智能透過經數據庫訓練

的機器，執行某些任務和／或在沒有人類指導下作出預測。最近，他們在學習方式上取得重大技

術突破。大部分初始化機器學習模型都涉及監督學習，這種學習需要人類先將數據分類。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涉及無監督學習，模型根據所輸入的大量數據自行預測及計算。 

一種名為 DALL-E 的技術，可根據描述性詞語製作圖畫，而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模型（ChatGPT）

則可根據一些提示，撰寫經濟評論，甚至編寫電腦代碼。可以肯定的是，即使 ChatGPT 與 DALL-

E 的功能及用戶界面非常出色，但是其基礎技術已經有好幾年歷史，並且仍在迅速改善當中。 

對投資者有何重要 

ChatGPT 是大型語言模型（LLM）的例子——本質上，以大量文本數據訓練軟件，以執行特定

任務，例如撰寫一句句子或編寫一行代碼。LLM 擁有的數十億個變量（參數），可在學習時改變。

因此，隨著 ChatGPT 的準確率提高，商業應用亦會與日俱增。例如，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或能

回答銀行客戶 90%問題，從而讓員工騰出更多時間進行銷售，或為銀行的最高端客戶提供更優

質的個人體驗。 

 

 

 



 試想像一下，這種技術的所有情境。一家公司所需的文書，包括產品的簡單描述，技術手冊，

再到解答「為甚麼我的保險費用增加了？」，未來都能夠以更快捷、更低成本的方法做到。至

於編碼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讓程式員可騰出時間進行更重要、更具價值的編程工作，

而不是消耗大量時間在基本的樣板編碼工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用於製作文本以外的其他輸出格式，包括圖像、語音及電影。工具可協助，

甚至取代耗時的人手工作。 

道德與監管問題 

ChatGPT 及所有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技術均涉及重要的道德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創建圖像的

版權及授權問題。由於 ChatGPT 利用互聯網作為其學習數據庫，更有可能產生不正確、

不一致，甚至不恰當的答案。對於將這種技術用於特定用途的公司來說，這些問題無傷大

雅，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更具體的數據庫，進一步微調機器訓練。但是對於社交媒體公司而

言，這些都是嚴重問題。正如我們不斷見證新技術出現一樣，首先是應用，監管便會緊隨

其後。 

總結 

生成式人工智能未來料將迅速發展。安聯預期生成內容的質素及多元性將會有所改善；出

現新型的生成模型；並在醫療保健、金融及交通等多個行業更廣泛地應用。此外，人工智

能應透過更簡便的界面及工具，讓廣泛用戶可更容易應用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未來的路

向很難準確預測，但是安聯樂觀地認為它將成為人工智能化轉型及創新的關鍵。 

 
 

1 Unity’s AI Chief on Generative AI, Metaverse and Gaming, aibusiness.com，2022 年 12 月 20 日 

資料來源：香港 –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本文內所載的資料於刊載時均取材自本公司相信是準確及可靠的來源。本公司保留權利於任何時間

更改任何資料，無須另行通知。本文並非就內文提及的任何證券提供建議、邀請或招攬買賣該等證

券。閣下不應僅就此文件提供的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並請向財務顧問諮詢獨立意見。但閣下若選

擇不尋求專業諮詢，即應考慮本產品是否適合您投資。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以及投

資於新興及發展中市場所伴隨之風險。基金經理及基金的過往表現、或任何估計、估算或預測並非

未來表現的指引。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基金資訊 1 

重要風險提示 
 「基金資訊」中的內容僅供參考之用，閣下不應單憑本文件作出投資決定。於作出投資決定
前，閣下應閱讀有關基金的銷售文件，並注意文件內註明的相關風險。 

 基金乃投資產品，部分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
的，但除非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
驗及目標後，認為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否則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投資產品。 

 有關「基金資訊」之註解、其他有關投資基金之重要風險提示及重要聲明，請參閱相關的部
份。 

 

 

 

 

 

 

 

 

 

 

 

 

 

 

 

基金流向 2 - 歐美股票型基金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大型

均衡型股
票 

美國大型增
長型股票 

美國大型價
值型股票 

美國中型
股票 

美國小
型股票 

歐洲大型
股票 

歐洲中／
小型股票 

1 個月 3 8,891  -3,065  -11,027  -3,565  -3,676  -976  -379  

季度至今 4 -1,543  -21,415  -16,222  -5,403  101  5,015  -610  

年度至今 5 -1,543  -21,415  -16,222  -5,403  101  5,015  -610  

1 年 6 73,752  -74,441  -3,243  -32,861  -22,980  -54,514  -10,225  

數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基金流向-環球、亞洲及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單位：百萬美元） 
 

 環球大型
股票 

環球中／
小型股票 

日本股
票 

亞洲(不含
日本)股票 

亞洲
股票 

大中華
股票 

新興市場
股票 

1 個月 3 5,326  -1,167  -126  360  -347  1,556  3,687  

季度至今 4 16,311  129  -2,218  5,336  -610  11,826  22,187  

年度至今 5 16,311  129  -2,218  5,336  -610  11,826  22,187  

1 年 6 11,387  -8,929  -9,542  -9,481  -1,113  29,737  2,940  

數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基金流向-債券型基金（單位：百萬美元） 
 

 環球債券 美國債券 歐洲債券 亞洲債券 

1 個月 3 3,632 13,252 1,093 -1,416 

季度至今 4 27,335 75,346 12,462 -1,750 

年度至今 5 27,335 75,346 12,462 -1,750 

1 年 6 -4,828 -38,343 -6,253 -39,149 

數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基金資訊」之註解： 

1. 「基金資訊」所列出之資料由 Morningstar 提供。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
投資建議或意見。 

2. 基金流向估計值是由基金淨資產值的增長計算，即撇除價格變動後，基金資產值的增
長（或可能減少）。 

3. 1 個月指由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4. 季度至今指由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5. 年度至今指由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6. 1 年指由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7. 基金組別及基金平均累積回報由大新銀行可供認購的基金組成。有關「基金組別」之
全部分類詳情，請向本行投資服務區之職員查詢。 

8. 累積回報顯示基金在過去指定時間內的回報或虧損狀況。總回報包括基金能夠得到的
收入（包括股息或利息收入）及資本增值或減值（證券價值的升跌）。Morningstar 以
基金的資產淨值計算基金回報，並假設基金將收入及分派再作投資，以該段期間的基
金資產淨值變化除以開始時的資產淨值，得出回報數據。Morningstar 回報已將基金
收取的管理費、行政費及其他開支從基金資產中自動扣減，除非指明為扣除開支後回
報，否則 Morningstar 所顯示的回報不會就基金所收取的銷售費或贖回費作出調整。 

 

 

 

 
基金組別 7累積回報 8(%) 

（由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基金平均累積回報 7） 

 

 

       

數據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大中華股票

日本股票

行業股票

均衡基金

亞洲/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亞洲太平洋股票 (地區)

亞洲太平洋股票 (國家)

其他

政府債券

美國股票

短期債券及貨幣市場

新興市場股票

歐洲股票 (地區)

歐洲股票 (國家)

環球股票

環球債券



  

重要風險提示： 

 基金乃投資產品，不同於一般定期存款。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價格可升可跌，有時可能會非常波
動，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基金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的表現並
非其將來表現的指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及
風險承受程度，並審慎閱讀有關銷售文件所載的條款、條件及風險因素。如閣下就投資產品之性
質及有關之風險有任何疑問，應先獲取任何必要及合適的專業意見。 

 投資涉及不同類別之風險–閣下將承受基金所投資市場之集中、市場、國家、社會、政治、政策、
稅務、經濟、外匯、流動性、對外資限制、結算、託管、管理、營運風險、法律及監管的風險，
及其他可能會對基金表現帶來不利影響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交易
所買賣產品（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 、投資於衍生工具（不論為對沖目的或以其他目的）、投資
於中國 A 股連接產品、投資於信託基金（例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澳洲信託基金）、與投資主
題不一致、有限投資項目、利率／匯率波動及保管人／受託人／基金所投資工具的發行商／基金
所訂立合約的交易對手的償付能力之相關風險。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之基金，或會涉及交易對方
的償付能力風險，槓桿風險、流動性風險、方向性風險、賣空風險、基差風險、現金流風險或其
他額外之風險，基金價格波幅可能較大。投資於另類資產類別之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策略、私募
股權或者房地產行業，可能會涉及特殊及較高之風險。包括較高價格波幅及流通性風險。投資於
商品市場之基金，所涉及的風險通常較投資於其他市場的為高。商品的常見特色是會急劇變化，
涉及的風險的變更或會較快。此外，閣下或會承受有關基金的其他風險，例如因定期重新調整投
資項目比重而招致的較高交易費用、投資組合切換風險、表現費風險、投資策略／風格或模式風
險、與借貸、孖展額度／融資、回購交易、反向回購交易、證券借貸、其他類似交易或其他方式
相關的槓桿借貸風險。閣下或會因基金利用其附屬公司持有基金資產而承受額外風險（如挪用或
錯配基金資產的風險）。此外，閣下將承受有關美國《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及其他適用的外國
稅收法規的風險。某些基金受制於過度及短線交易的政策，基金經理可能會採取適當措施以減少
該等活動，措施可能包括凍結戶口以禁止其將來認購及轉換基金。由於認購、轉換及／或贖回基
金或需支付交易費用，閣下可能因過度及短線交易而需支付不成比例的高交易費用。 

 只適用於股票基金–如基金為股票基金並投資於新興／新領域／創業板市場、單一市場或行業或
有限的地區、行業或小型企業（一般而言流動性較低），可能會涉及較高風險（例如市場風險、波
動性風險、監管風險、企業獨有風險及與小型／中型市值公司相關的風險），並通常會對價格變動
較為敏感。如基金投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中小板）及／或創業板，可能會涉及較高
風險（例如股價波動較大、估值過高風險、監管差異（只適用於創業板）及除牌風險）。投資於中
小板及／或創業板可能導致相關基金及閣下蒙受重大損失。此外，假若基金投資普通及優先股、
預託證券、業主有限合夥企業、事業發展公司、破格性創新公司及／或合訂證券，可能會涉及風
險。如股票基金涉及債券投資，閣下亦將承受債券基金的有關風險。 

 只適用於債券基金–如基金為債券基金，閣下將承受例如波動性及流通風險、交易對手的償付能
力風險、利率風險（例如浮息／固定利率或基準錯配、時效錯配及經修訂利率等）、評級調低風
險、信貸評級機構的風險、預付款項風險、再投資風險、信貸評級風險、與城鎮投資債券相關的
風險、與主權／政府／超國家證券相關的風險、與通脹保值證券相關的風險、與按揭及／或資產
抵押證券相關的風險、與被內地信貸評級機構評為 BB+ 或以下或沒有評級的債務證券相關的風
險、非上市債務證券的風險及估值風險。基金可能投資於一般而言有較高的風險的受壓及陷入財
政困難公司的貸款及債券、結構性信貸產品（例如信貸掛鈎票據）及證券化資產、夾層貸款、同
級部份債務及槓桿式貸款等。基金亦可能投資於貸款（例如透過直接轉讓方式、參與式貸款或次
級參與式債款），並因與背後貸款人無合約關係，致使無權操控背後貸款合約條款或向貸款人執
行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從有關貸款的抵押品索賠）而承受更高風險。該基金的資產淨值有可能因
該基金所投資的債券當中有任何違責事件又或利率轉變而下跌或受到負面影響。如基金投資於高
收益債券，除上述之風險外，該基金亦會涉及較高的信貸風險，因為高收益債券的評級通常低於
投資級別，或不獲評級，因此投資於高收益債券的基金涉及的發債機構違責風險往往較高。此外，
投資於高收益債券的基金亦較多受制於經濟周期的轉變，當經濟下滑時，高收益債券價值的跌幅
往往會較投資級別債券為大，原因包括 （i） 投資者會較為審慎，不願承擔風險及 （ii） 違責
風險加劇。 此外，如債券基金投資於以下之債券，該基金將會涉及較高風險。所指債券包括：非
投資級別債券（或被當地評級機構評級為「投資級別」，而其評級機制及標準可能與國際認可的評
級機構的機制及標準有很大差異）、無評級債券、新興／新領域市場債券、陷入財務困難公司的債
券、屬永續性質的債券、後償債券、可贖回的債券、可延遲到期日的債券、屬可換股或可交換 

 

 

 



性質的債券、已違約的債券、按揭及資產抵押債券、城鎮投資債券及與被內地信貸評級機構
評為 BB+ 或以下或沒有評級的債券、人民幣附息證券、非上市債務證券、具有浮息及／或
延遲派付利息條款的債券、具有或然撇減或彌補虧損特點的債券、專門性債券及投資於單一
市場或行業或特定地區或行業的債券。閣下須留意內地評級機構與國際評級機構的信貸評級
基準可能不同而無法進行直接比較，基金可能因而蒙受重大損失。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實現的資本增值亦承受與現行中國稅務法例、規則及慣例相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最後，
如債券基金涉及股票投資，閣下亦將承受股票基金的有關風險。 

 只適用於均衡基金–如基金為均衡基金並投資於債券及股票，則同時涉及上述股票及債券基金
的風險。 

 只適用於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機
制直接在中國國內證券市場投資之基金–QFII 或 RQFII 政策及規則可能出現變動，中國內地
法律及法規之不明確及變動或對基金造成不利影響，相關變動亦可能具追溯效力。現時無保
證日後不會實施匯回限制，任何對投資資本及淨溢利的匯回限制，可能會影響基金應付閣下
贖回要求之能力。如中國境內的經紀／分託管人於執行／結算與基金相關交易時出現違約情
況，基金可能會在取回其資產時遇到延遲，因而可能影響其資產值。對透過 QFII 或 RQFII 於
中國境內投資獲取的資本收益的相關現行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或出現變動，並且可能影響基
金之資產值。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中國有關的公司可能會令其波動性較廣泛投資於環球組合
的基金大。 

 只適用於通過「滬港通」買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上交所股票」）及／
或通過「深港通」買賣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深交所股票」）之基金–「滬
港通」及「深港通」是上海／深圳與香港建立的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計劃，有關法規可能會
變更，而將會如何被應用仍未明確。「滬港通」及「深港通」機制受額度限制之規限，可能限
制基金及時地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於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能力。倘若通過
「滬港通」／「深港通」機制進行的交易遭暫停，基金進入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市場的能
力將受到不利影響並可能會影響基金的投資策略。由於有關的資訊科技系統是由證券交易所及
交易所參與者新開發，故可能承受操作風險。如系統未能正常運作，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將會
暫停。此外，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或會令基金承受交收及結算風險。若中國境內結算公司未能
履行其交付證券／支付的責任，基金可能在追討損失上遇上延誤或可能無法完全取回全數損
失。此外，中國法規實施若干沽出限制，因此基金可能無法及時地沽出所持有的上交所股票／
深交所股票。「滬港通」／「深港通」合資格股票可能會變更並被調出「滬港通」／「深港通」
範圍，可能會影響到基金的投資組合或策略。基金或許不能及時參與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
的若干企業行動和委任代表出席或參與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股東大會。基金也可透過
「深港通」投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 及／或創業板，因此可能導致基金及閣下蒙受重大
損失。基金通過「滬港通」及／或「深港通」作出的投資並不受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只適用於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互認基金–基金互認安排設有總
額度限制。倘若額度用盡，基金單位的認購申請可能隨時暫停。倘若基金不符合基金互認安排
的任何一項資格條件，新的基金單位認購申請將可能不獲接受。在最差的情況下，香港證監會
甚至可能會因為基金不符合資格要求，撤銷基金於香港公開發售的認可資格。沒有任何保證可
以確保基金能夠持續符合各項資格條件。目前，根據基金互認安排的有關政策，若干稅收減免
及豁免適用於基金及／或閣下。概不保證該等減免及豁免或內地稅收法律法規不會改變。現有
減免及豁免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如有任何變動，均可能對基金及／或閣下造成不利影響，且可能
導致彼等遭受重大損失。內地及香港市場的慣常做法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基金與其他在香港
向公眾發售的基金之營運安排亦可能不同。閣下應了解清楚這些不同之處及其影響。 

 

基金乃投資產品，部分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
的，但除非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
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否則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投資產品。    
 

 

 

 
 



 

 只適用於均衡基金–如基金為均衡基金並投資於債券及股票，則同時涉及上述股票及債券基金的風險。 

 只適用於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機制直接在中國國內證券市場投資

之基金–QFII 或 RQFII 政策及規則可能出現變動，中國內地法律及法規之不明確及變動或對基金造成不利影響，相關變動亦可

能具追溯效力。現時無保證日後不會實施匯回限制，任何對投資資本及淨溢利的匯回限制，可能會影響基金應付閣下贖回要求

之能力。如中國境內的經紀/分託管人於執行/結算與基金相關交易時出現違約情況，基金可能會在取回其資產時遇到延遲，因

而可能影響其資產值。對透過 QFII 或 RQFII 於中國境內投資獲取的資本收益的相關現行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或出現變動，並且

可能影響基金之資產值。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中國有關的公司可能會令其波動性較廣泛投資於環球組合的基金大。 

 只適用於通過「滬港通」買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上交所股票」）及／或通過「深港通」買賣在深圳證

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深交所股票」）之基金–「滬港通」及「深港通」是上海／深圳與香港建立的股票市場互聯

互通機制計劃，有關法規可能會變更，而將會如何被應用仍未明確。「滬港通」及「深港通」機制受額度限制之規限，可能限制

基金及時地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於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能力。倘若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機制進行

的交易遭暫停，基金進入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市場的能力將受到不利影響並可能會影響基金的投資策略。由於有關的資訊

科技系統是由證券交易所及交易所參與者新開發，故可能承受操作風險。如系統未能正常運作，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將會暫停。

此外，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或會令基金承受交收及結算風險。若中國境內結算公司未能履行其交付證券／支付的責任，基金可

能在追討損失上遇上延誤或可能無法完全取回全數損失。此外，中國法規實施若干沽出限制，因此基金可能無法及時地沽出所

持有的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滬港通」／「深港通」合資格股票可能會變更並被調出「滬港通」／「深港通」範圍，可能

會影響到基金的投資組合或策略。基金或許不能及時參與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若干企業行動和委任代表出席或參與上交

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股東大會。基金也可透過「深港通」投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 及／或創業板，因此可能導致基金

及閣下蒙受重大損失。基金通過「滬港通」及／或「深港通」作出的投資並不受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只適用於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互認基金–基金互認安排設有總額度限制。倘若額度用盡，基金

單位的認購申請可能隨時暫停。倘若基金不符合基金互認安排的任何一項資格條件，新的基金單位認購申請將可能不獲接受。

在最差的情況下，香港證監會甚至可能會因為基金不符合資格要求，撤銷基金於香港公開發售的認可資格。沒有任何保證可以

確保基金能夠持續符合各項資格條件。目前，根據基金互認安排的有關政策，若干稅收減免及豁免適用於基金及／或閣下。概

不保證該等減免及豁免或內地稅收法律法規不會改變。現有減免及豁免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如有任何變動，均可能對基金及／或

閣下造成不利影響，且可能導致彼等遭受重大損失。內地及香港市場的慣常做法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基金與其他在香港向公

眾發售的基金之營運安排亦可能不同。閣下應了解清楚這些不同之處及其影響。 

基金乃投資產品，部分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除非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於

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否則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投

資產品。    

 

重要聲明： 

 「市場焦點」的內容由基金公司提供，而「基金資訊」之數據則由 Morningstar 提供，兩者皆只供參考用途。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新‧資訊」(「本文件」)只提供一般參考性資訊，本文件並沒有考慮投資者的個別需要及狀況。此

外，雖然本文件內容所載資料取自獲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但惟本行並未就資料進行獨立核對。本行及 Morningstar 不能擔保本

文件之任何資料、推測或意見或作出任何此等推測或意見之基礎的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精確性，亦在沒有欺詐、疏忽

及故意失責的情況下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本行有權修改本文件的內容資料而毋須另作通知。任何人因使用或依賴本文件

所提供的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本行概不負責，但直接及主要由於本行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的損失則除外。除非情況另有

所指，否則本文件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任何人就申請或購買任何投資產品或其他投資，及與產品或投資有關之任何期權、

期貨或衍生工具或進行任何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不構成對未來單位價格變動的任何預測。本文件所提及之投資項目

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不應被視為向任何人提供投資建議。投資者必須根據其各自的投資目

的及經驗、財務狀況及其他需要作出投資決定。對本文件內討論的任何產品、其他投資或投資策略，投資者可尋求獨立的財

務意見。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並無意提供專業意見，因此投資者不應作為此方面之用途。 

 投資涉及風險。有關未來之陳述有可能不會實現，及投資者請了解有關產品或其他投資如果有任何收益，均有機會變動。投資

之價值及任何收入均可升可跌，甚至可能會變成毫無價值。過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之表現。外幣匯率可能有損本文件中所提及

的產品或其他投資之價值、價格或收入。投資者在投資前應考慮稅項對該投資之影響，及應根據個別情況向各獨立稅項專家尋

求稅務意見。本文件並不擬指出本文件內提及之產品或投資項目可能涉及的所有風險。投資者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敬請細閱

及明白該等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列載的風險披露聲明及風險警告。 

 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隨時就本文件中提及的產品或投資進行買賣、從交易獲利、持有或充當市場莊家或顧問、經紀或銀行家。

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能就其文件所提及的所有或任何產品或投資項目交易中收取經紀佣金及費用。 

 本文件由本行於香港刊發，只供收件人閱覽。本文件及其全部或部份內容不得翻印或作進一步刊發。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核。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 

 

 

重要聲明： 

 「市場焦點」的內容由基金公司提供，而「基金資訊」之數據則由 Morningstar 提供，兩者皆
只供參考用途。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新‧資訊」(「本文件」)只提供一般參考性資訊，本文件並沒有考慮
投資者的個別需要及狀況。此外，雖然本文件內容所載資料取自獲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但惟本
行並未就資料進行獨立核對。本行及 Morningstar 不能擔保本文件之任何資料、推測或意見
或作出任何此等推測或意見之基礎的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精確性，亦在沒有欺詐、疏忽
及故意失責的情況下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本行有權修改本文件的內容資料而毋須另作通
知。任何人因使用或依賴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本行概不負責，但直接及主
要由於本行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的損失則除外。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只供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任何人就申請或購買任何投資產品或其他投資，及與產品或投資有關之任何期權、期
貨或衍生工具或進行任何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不構成對未來單位價格變動的任何預測。
本文件所提及之投資項目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不應被視為向
任何人提供投資建議。投資者必須根據其各自的投資目的及經驗、財務狀況及其他需要作出投
資決定。對本文件內討論的任何產品、其他投資或投資策略，投資者可尋求獨立的財務意見。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並無意提供專業意見，因此投資者不應作為此方面之用途。 

 投資涉及風險。有關未來之陳述有可能不會實現，及投資者請了解有關產品或其他投資如果有
任何收益，均有機會變動。投資之價值及任何收入均可升可跌，甚至可能會變成毫無價值。過
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之表現。外幣匯率可能有損本文件中所提及的產品或其他投資之價值、價
格或收入。投資者在投資前應考慮稅項對該投資之影響，及應根據個別情況向各獨立稅項專家
尋求稅務意見。本文件並不擬指出本文件內提及之產品或投資項目可能涉及的所有風險。投資
者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敬請細閱及明白該等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列載的
風險披露聲明及風險警告。 

 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隨時就本文件中提及的產品或投資進行買賣、從交易獲利、持有或充當市
場莊家或顧問、經紀或銀行家。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能就其文件所提及的所有或任何產品或投
資項目交易中收取經紀佣金及費用。 

 本文件由本行於香港刊發，只供收件人閱覽。本文件及其全部或部份內容不得翻印或作進一步
刊發。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核。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