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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告 

日期：2023 年 4 月 18 日 

重要提示：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請 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本公司董事會對本通告內容於刊發當日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

本通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其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除非本通告另有定義，本通告所載詞彙應與本公司日

期為 2023年2月的香港基金章程（「香港基金章程」）所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敬啟者：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本公司」）董事會謹此作出以下變動的通知，除另有註明外，以下變動將由

2023 年 5 月 30 日（「生效日期」）起生效： 

 

1.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安聯中國 A 股機遇基金、安聯神州 A 股基金及安聯中國股票基金（統稱「相關附

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的變動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一乙部有關各自的相關附屬基金

的現有披露] 
 [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一乙部有關各自的相關附屬基金的現有披露]，同時透過採取

ESG 評分策略，使本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

均 ESG 評分。 
 

投資限制 •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則）

適用 
 

• ESG 評分策略（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 MSCI 的 ESG 評分進行評估。就此而

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

款）。 
• 本附屬基金將根據 ESG 評分策略，透過本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

優於本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即 ESG 評分較高），以達致

投資目標。  
 

 
主要變動概覽 

 
 為了在投資程序進一步融入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的考慮，相關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限制將實施以下變

動。 
 
 在重新定位後，除了尋求長期資本增值的現有投資目標外，相關附屬基金將尋求透過採用 ESG 評分策略，

在加權平均 ESG 評分方面表現優於各自的指標。優秀表現以相關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高於各自

指標的加權平均 ESG 評分的程度來釐定。  
 
 採用 ESG 評分策略後，相關附屬基金各自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 MSCI 的 ESG 評分進行評估。投資組

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MSCI 的 ESG 評分衡量發行機構的

ESG 風險承擔，以及與使用以規則為本方法的其他同業比較，發行機構管理該等風險的能力。閣下可瀏覽

網站 https://www.msci.com/our-solutions/esg-investing/esg-ratings，以參閱 MSCI ESG 評級方法。請注意，

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適用於 ESG 評分策略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

的證券；  
(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 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 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 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 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

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改變，相

關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i)至(v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相關

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相關附屬基金在採用 ESG 評分策略後，將不再應用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則）。 
 

 除上述變動外，相關附屬基金的其他現有投資限制將繼續適用。 
 

 為免產生疑問，作出上述變動後，相關附屬基金將不會成為符合證監會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9 日的《致證

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 - 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ESG 通函」）所載規定的

ESG 基金。 
 
對相關附屬基金適用的特點及主要風險之影響  
 
作出上述變動後，預期相關附屬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將大致保持不變，而以下額外風險因素將適用於相關附屬

基金。  
 
ESG 評分策略投資風險 

 相關附屬基金採用建基於若干外部 ESG 研究及最低排除準則的 ESG 評分策略，或會對其投資表現構成不

利影響，因為執行相關策略可能導致相關附屬基金在有利條件下放棄買入若干證券的機會，及╱或在不利

條件下出售證券。  
 在評估相關附屬基金投資組合對比其各自指標的 ESG 表現時，相關附屬基金倚賴來自第三方研究數據供應

商及內部分析的資料及數據，其可能帶有主觀成份、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不準確或主觀

地評估相關附屬基金相關投資的風險，及因而事實上面對相關附屬基金投資組合可能在 ESG 評分方面表現

未能優於其各自指標的風險。此外，ESG 標準缺乏分類。 
 相關附屬基金專注於相關投資的發行機構的 ESG 狀況，與基礎廣泛的基金相比，這或會減低風險分散程度。

因此，相比投資策略較多元化的基金，相關附屬基金可能更為波動。此外，相關附屬基金可能特別專注於

相關投資的發行機構的 ESG 狀況，而非其財務表現。這可能對相關附屬基金的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而對

投資者於相關附屬基金的投資構成不利影響。 
 在進行投資後，相關附屬基金所持有的證券可能出現風格改變，因而不再符合相關附屬基金的投資準則。

投資經理可能需要在不利條件下出售有關證券，這可導致相關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 
 

2.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安聯日本股票基金及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統稱「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投

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的變動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的股票，並專注於業務將受

惠於網絡安全或現時與網絡安全有關的公司，以

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的股票，並專注於業務將受惠於網絡安全或現時與網絡安全有關的

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同時採取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關鍵

績效指標策略（相對）」），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定義見下文「投資限

制」）。 
 

投資限制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

如現金及存款）。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乃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應



 

 

比同期本附屬基金的指標最少低 20%（即本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

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優於其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台灣限制適用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投資於日本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於日本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同時採取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定義

見下文「投資限制」）。 
 

投資限制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

如現金及存款）。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乃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應

比同期本附屬基金的指標最少低 20%（即本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

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優於其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投資於以歐元計價的高收益評級債務證券，以達

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於以歐元計價的高收益評級債務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同時採取可持續發展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關

鍵績效指標（定義見下文「投資限制」）。 
 

投資限制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指標：美國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歐元高收益

BB-B級限制指數。自由度：顯著。預期重

疊程度：重大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7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

如現金及存款）。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乃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應

比同期本附屬基金的指標最少低 20%（即本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

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優於其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指標：美國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歐元高收益 BB-B 級限制指數（美國洲際交易所

指數將交易成本納入計算）。自由度：顯著。預期重疊程度：重大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主要變動概覽  
 

 我們對本公司的基金系列進行定期審閱，以確保隨著投資市場變化，該等基金仍然符合投資者需要。在作

出定期審閱後，我們將會對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限制作出以下變動，作為相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重新定位及修訂工作的一部份。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將進行重新定位，以成為符合 ESG 通函所載規定的 ESG 基金。 
 

 在重新定位後，除了透過投資於相關市場（如適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的現有投資目標外，相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亦將採取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尋

求各自投資組合的被投資公司的加權平均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強度（以年度銷售額計）比各自指標最少低

20%（「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從而取得優於各自指標的表現。  
 

 採取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後，投資組合的最低比例（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為 70%，其餘相對

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為 8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進行評估。投資組合不

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溫室氣體強度即發行機構的年度溫室氣體

排放量。銷售額即發行機構的年度銷售額。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為發行機構的年度溫

室氣體排放量（以每百萬年度銷售額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計）。按銷售額正常化的溫室氣體比率

有助比較不同規模的發行機構。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是構成投資組合的證券發行機構按

其在投資組合中的相對權重調整後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這意味證券發行機構的溫室

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為投資程序的一項主要考慮。在建構投資組合時，投資經理將更有可能挑選更具

高效溫室氣體的發行機構（以發行機構銷售額計），從而使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能夠達致上文所述

各自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第三方數據將用於釐定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在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後，將不再應用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

（包括排除準則）。 
 



 

 

 除上述變動外，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其他現有投資政策及限制將繼續適用。 
 

 適用於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

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

券；  
(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 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 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 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 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

券。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改變，相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i)至(v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相

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對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適用的特點及主要風險之影響 

作出上述變動後，預期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將大致保持不變，而以下額外主要風險因素

將適用於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投資風險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採用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分析、外部 ESG 研究及最低排除準

則，或會對其投資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為執行相關策略可能導致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在有利條件

下放棄買入若干證券的機會，及╱或在不利條件下出售證券。  
 在評估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是否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時，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倚賴

來自第三方研究數據供應商及內部分析的資料及數據，其可能帶有主觀成份、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

因此存在不正確或主觀評估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相關投資的風險，故面對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

金未能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之風險。 
 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專注於建基於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與基

礎廣泛的基金相比，這或會減低風險分散程度。因此，相比投資策略較多元化的基金，相對關鍵績效指標

附屬基金可能更為波動。此外，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可能特別專注於被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效率，

而非其財務表現。這可能對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而對投資者於相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構成不利影響。 
 在進行投資後，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所持有的證券可能出現風格改變，因而不再符合相對關鍵績效

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準則。投資經理可能需要在不利條件下出售有關證券，這可導致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

屬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 
 

3.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SRI 附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的變動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本附屬基金旨在透過環球範疇的浮息票據賺取收

益。本附屬基金尋求長遠資本增值潛力。 
本附屬基金旨在透過環球範疇的浮息票據賺取收益，並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

（SRI 策略），尋求長遠資本增值潛力。 
投資限制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50%的資產投資於高收

益投資類別1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SRI策略（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80%須以SRI評級方式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

不包括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根據SRI評級，SRI評級評分為0至1（評級範圍介乎0至4；4為最高評分）的發行

機構被視為不可投資（即會被排除在外）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30%的資產投資於高收益投資類別1 
  

 
SRI 附屬基金的主要變動概覽  

 
 為了在投資程序進一步融入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的考慮，SRI 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

限制將實施以下變動。 
 
 在重新定位後，除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外，SRI 附屬基金

最少將 80%的資產根據 SRI 策略進行投資。有關 SRI 策略的詳細描述，請參閱本通告附錄一。  
 



 

 

 在 SRI 評級下，發行機構將接受以 SRI 研究為基礎的內部評級評估，以及根據基於以下準則進行的分析獲

授予 0 至 4 的評分（4 為最高評分）：考慮發行機構的人權、社會、環境、商業行為和管治等領域。SRI 評

級為 0 及 1 的發行機構將會被排除在 SRI 附屬基金投資範疇以外。 
 

 適用於 SRI 策略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 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 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 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 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

券；及 
(vii)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除非 SRI 附屬基金的個別投資限制另有說明）。

自由之家指數是由美國研究機構自由之家編製，有關指數量度不同國家的政治權利及公民自由，並根

據有關民主表現及政府運作的一系列準則對國家進行評估。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

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改變，SRI 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

反上述第(ii)至(vi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SRI 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SRI 附屬基金在採用 SRI 策略後，將不再應用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則）。 
 

 在重新定位後，SRI 附屬基金於高收益投資類別 1 的最高限制將由 SRI 附屬基金資產的 50%降至 30%。  
 

 除上述變動外，SRI 附屬基金的其他現有投資限制將繼續適用。 
 

 為免產生疑問，在重新定位後，SRI 附屬基金將不會成為符合 ESG 通函所載規定的 ESG 基金。 
 
對 SRI 附屬基金適用的特點及主要風險之影響 

作出上述變動後，預期 SRI 附屬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將會下降，原因是 SRI 附屬基金於高收益投資類別 1 的

投資減少。以下額外主要風險因素將適用於 SRI 附屬基金：  

SRI 策略投資風險 

 SRI 附屬基金採用若干（內部╱外部）ESG 評級評估及╱或最低排除準則，或會對 SRI 附屬基金的投資表

現構成不利影響，因為執行 SRI 策略可能導致 SRI 附屬基金在有利條件下放棄買入若干證券的機會，及╱

或在不利條件下出售證券。 
 在根據 ESG 研究評估一家發行機構的資格時，SRI 附屬基金倚賴來自第三方 ESG 研究數據供應商及內部

分析的資料及數據，其可能帶有主觀成份、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不準確或主觀地評估證

券或發行機構的風險，或面對 SRI 附屬基金可能投資於不符合相關準則的發行機構之風險。此外，SRI 缺

乏標準化的分類。 
 SRI 附屬基金將重點放在 SRI，或會降低風險分散程度，故 SRI 附屬基金可能特別受此等投資的發展影響。

因此，相比投資策略較多元化的基金，SRI 附屬基金可能更為波動。SRI 附屬基金的價值可能因此等投資的

不利狀況影響而更為波動。這可能對 SRI 附屬基金的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而對投資者於 SRI 附屬基金的

投資構成不利影響。 
 在 SRI 附屬基金進行投資後，SRI 附屬基金所持有的證券可能出現風格改變，因而不再符合 SRI 附屬基金

的投資準則。投資經理可能需要在不利條件下出售有關證券，這可導致 SRI 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 
 
4.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的變動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投資於美國債券市場的短存續期高收益評級企業

債券，以達致長期收益及降低波幅。 
投資於美國債券市場的短存續期高收益評級企業債券，以達致長期收益及降低波幅，

同時採取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

對）」），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定義見下文「投資限制」）。  
 

投資限制 •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7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

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

現金及存款）。  



 

 

•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乃自參考日期（即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的首

日）開始的改善路徑上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按年減少最少

5%。自參考日期至策略採用的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

的按比例臨時比率適用。  
 

 
主要變動概覽 

 
 我們對本公司的基金系列進行定期審閱，以確保隨著投資市場變化，該等基金仍然符合投資者需要。在作

出定期審閱後，我們將會對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限制作出以下變動，以作為絕對關鍵

績效指標附屬基金重新定位及修訂工作的一部份。 
 

 在重新定位後，除了投資於美國債券市場的短存續期高收益評級企業債券，以達致長期收益及降低波幅的

現有投資目標外，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亦將採取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關鍵績

效指標策略（絕對）」），尋求投資組合的被投資公司在改善路徑上的加權平均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強度

（以年度銷售額計）按年減少最少 5%（「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 
 

 採取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後，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7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

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進行評估。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

存款）。溫室氣體強度即發行機構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銷售額即發行機構的年度銷售額。發行機構的

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為發行機構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每百萬年度銷售額的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tCO2e)計）。按銷售額正常化的溫室氣體比率有助比較不同規模的發行機構。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

（以銷售額計）是構成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證券發行機構按其在投資組合中的相對權重

調整後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在建構投資組合時，投資經理將更有可能挑選更具高效

溫室氣體的發行機構（以發行機構銷售額計），從而使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能夠達致上文所述的可

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第三方數據將用於釐定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投資經理將進

行年度檢查，以確保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的實際降幅將最

少達到按時間序列計算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時間序列將在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的首日

（「參考日期」）確立。截至時間序列的各財政年度結束時，量度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自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以來的降幅，以確定是否已達致可持續發展

關鍵績效指標。自參考日期至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採用的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可持續發展關鍵

績效指標的按比例臨時比率適用。 
 

 適用於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

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

券；  
(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 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 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 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 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

券。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改變，絕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i)至(v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絕

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在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後，將不再應用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

（包括排除準則）。  
 

 除上述變動外，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其他現有投資限制將繼續適用。 
 

 為免產生疑問，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將不會成為符合 ESG 通函所載規定的 ESG 基金。  
 

對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適用的特點及主要風險之影響  
 
作出上述變動後，預期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將大致保持不變，而以下額外主要風險因素將適

用於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投資風險 
 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採用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分析、外部 ESG 研究及最低排除準

則，或會對其投資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為執行相關策略可能導致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在有利條件

下放棄買入若干證券的機會，及╱或在不利條件下出售證券。在評估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是否達致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時，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倚賴來自第三方研究數據供應商及內部分析的資

料及數據，其可能帶有主觀成份、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不正確或主觀評估絕對關鍵績效

指標附屬基金相關投資的風險，故面對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未能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之風

險。 
 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專注於建基於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與基

礎廣泛的基金相比，這或會減低風險分散程度。因此，相比投資策略較多元化的基金，絕對關鍵績效指標

附屬基金可能更為波動。此外，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可能特別專注於被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效率，

而非其財務表現。這可能對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而對投資者於絕對關鍵績

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構成不利影響。在進行投資後，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所持有的證券可能出現

風格改變，因而不再符合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投資準則。投資經理可能需要在不利條件下出售有

關證券，這可導致絕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 
  
5. 若干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安排變動 

(a) 現時由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管理公司）透過英國分行管理的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安排變動 

 
現時，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AllianzGI －德國」）（管理公司）與其英國分行共同管理數項附

屬基金，而若干附屬基金由英國分行單獨管理。 
 
鑑於英國脫離歐盟，因此有必要調整管理公司在英國業務的法律架構。為了在英國脫歐後繼續提供投資管理

服務，必須將管理公司的英國分行（「AllianzGI －英國分行」）轉移至一個獲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及

受其監管的新英國法律實體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UK Limited（「AllianzGI UK」）。因此，下表所列附

屬基金的投資轉授將作出以下變動。 
 
值得注意的是，代理投資團隊完全有能力管理各自的投資策略，不論是透過該等投資團隊現有投資組合經理

的專業知識，抑或是透過將 AllianzGI - 英國分行現時僱用的代理投資組合經理調遷至 AllianzGI UK。主要投

資團隊從 AllianzGI - 英國分行轉至 AllianzGI UK 後，可確保各受影響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得以持續實施。此

外，相關附屬基金仍受管理公司的法律、合規及風險監控所規管。向附屬基金收取的費用及開支將保持不變，

不受委任 AllianzGI UK 作為投資經理所影響。 
 
管理公司、AllianzGI – 德國、AllianzGI UK 及相關附屬基金的所有現有投資經理均為安聯集團旗下的公司。 
 

附屬基金名稱 現時 新訂 
1) 進行投資管理職能的管理公司

分行及╱或 
2) 投資經理（或副投資經理，如

有指定） 

1) 進行投資管理職能的管理公司

分行及╱或 
2) 投資經理（或副投資經理，如

有指定）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AP 

安聯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UK及AllianzGI AP 

安聯新興市場 SRI 債券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UK 

安聯新興市場 SRI 企業債券基

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UK及AllianzGI AP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UK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UK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UK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1) AllianzGI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UK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

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AllianzGI Japan
及AllianzGI Singapore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UK、AllianzGI AP、

AllianzGI Japan及AllianzGI 
Singapore 

安聯環球機遇債券基金 1) AllianzGI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UK 
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AP及AllianzGI 
Japan，各以副投資經理身份行事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UK（以投資經理身份

行事）、AllianzGI AP（以副投

資經理身份行事）及AllianzGI 
Japan（以副投資經理身份行

事）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1) AllianzGI －德國 
2) AllianzGI UK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1) AllianzGI – 法國分行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法國分行 

2) AllianzGI UK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1) AllianzGI －德國及AllianzGI －
英國分行 

  

2) AllianzGI UK 

列表說明： 

若管理公司內部進行其投資管理職能（即在此情況下並無投資經理），則管理公司相應分行的名稱將於上表
1) 進行投資管理職能的管理公司分行中披露。 
 
若管理公司將投資管理職能轉授一名或多名投資經理，及（如適用）相應投資經理將其部份職能再轉授一名
或多名副投資經理，則相應投資經理及╱或副投資經理的名稱將於上表 2) 投資經理（或副投資經理，如有
指定）中披露。 
 
若管理公司將其部份投資管理職能轉授一名或多名投資經理，則管理公司相應分行的名稱將於上表 1) 進行
投資管理職能的管理公司分行中披露，而投資經理將於上表2) 投資經理（或副投資經理，如有指定）中披露。 
 
下文概述上表所列相關附屬基金的投資轉授安排變動： 

 
 AllianzGI – 英國分行不再管理安聯潔淨地球基金，但管理公司將繼續與現有投資經理共同管理此附屬基

金。 

 

 就安聯歐洲成長基金、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

金、安聯環球機遇債券基金、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及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而言，AllianzGI – 英國分

行將不再管理該等附屬基金，而 AllianzGI UK 將獲委任以投資經理的身份（如適用）與現時管理該等附

屬基金的 AllianzGI －德國及／或其他投資經理／副投資經理（視情況而定）共同管理該等附屬基金。 

 



 

 

 就安聯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安聯新興市場 SRI 債券基金、安聯新興市場 SRI 企業債券基金、安聯糧

食安全基金及安聯變革世界基金而言，AllianzGI UK 將獲委任以投資經理的身份管理該等附屬基金。此

外，AllianzGI －德國及 AllianzGI －英國分行將不再履行有關該等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職能。安聯新興

市場 SRI 債券基金的現有投資經理 AllianzGI AP 將不再管理安聯新興市場 SRI 債券基金，但將繼續以投

資經理的身份管理安聯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及安聯新興市場 SRI 企業債券基金。 

 

 就安聯綠色債券基金而言，AllianzGI UK 將與現時管理此附屬基金的 AllianzGI – 法國分行共同獲委任為

此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AllianzGI －德國亦將同時開始進行此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職能。 

 
(b) 安聯人民幣債券基金增設投資經理 

 
鑑於安聯集團進行內部資源重組，AllianzGI AP 將獲委任為安聯人民幣債券基金的新投資經理。AllianzGI 

AP 將與現有投資經理 AllianzGI Singapore 共同管理此附屬基金。管理公司、AllianzGI AP 及 AllianzGI 

Singapore 均為安聯集團旗下的公司。 

 
6. 若干附屬基金的其他雜項變動 

附屬基金名稱 
理由／動機 

其他資料 

投資目標或限制的變動 
（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一乙部） 

現時 新訂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澄清與新興市場投資有關的投資限制，以妥

善反映適用的投資策略。 
- 本附屬基金可將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 -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投資於新

興市場 
安聯新興亞洲股票基金 修訂投資目標及限制，以澄清投資範疇。 投資於發展中亞洲股票市場（日本、香

港及新加坡除外），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值。 

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日本、香港及新加坡

除外）及／或 MSCI 新興亞洲新領域市場指

數成份國家的股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 本附屬基金可將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 - 本附屬基金可將資產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

或 MSCI 新興亞洲新領域市場指數的成份

國家 
 

安聯環球金屬及礦業基金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由於附屬基金擬在台灣分銷，因此增加台灣

限制。 
該限制此前不適用。 

- 台灣限制適用 

安聯環球機遇債券基金 澄清與高收益投資類別 1 有關的投資限制，

以妥善反映適用的投資策略。 
-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40%的資產投資

於高收益投資類別 1 
-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投資於高

收益投資類別 1 

 

為免產生疑問，上表列示的相關雜項變動僅為澄清修訂，相關附屬基金現時實際採用的投資目標或限制並無任何實

際或重大變動。 

 

7. 若干附屬基金符合分類的投資最低百分比更新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2020 年 6 月 18 日就成立促進可持續投資的框架而發出的規例(EU) 2020/852（「分類規例」）第

8 條要求披露資料，說明其活動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與符合分類規例規定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相關。 

董事會謹此通知，已核查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七所披露的附屬基金最低符合分類的投資，並將在適當情況下作出調整以

反映當前環境。因此，以下附屬基金概述的百分比已設定為 0.01%： 

 安聯新興市場 SRI 債券基金 

 安聯新興市場 SRI 企業債券基金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 

除本通告另有披露外，本通告中詳述的變動將不會 (i) 對附屬基金適用的特點及風險構成重大轉變；(ii)導致附屬基

金的營運及／或管理方式出現其他轉變；或(iii)對現有股東的權利或利益造成重大損害。落實本通告所載變動後，

附屬基金的費用結構、費用及開支，以及管理附屬基金的成本亦不會出現任何轉變。本通告中詳述的變動所招致

的成本及／或開支將由管理公司承擔。  

若股東並不同意上述變動，可於 2023 年 5 月 29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或之前向香港代表提出要求，按照香

港基金章程所述程序贖回或轉換其股份，贖回或轉換費用全免。請注意，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可能就收

取交易要求而設定不同截止日期。此外，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或會向 閣下收取交易費用。閣下如有任

何疑問，請聯絡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  

香港銷售文件（包括香港基金章程及受影響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將作出更新，以在適當時候反映上述變動、

其 他 雜 項 及 澄 清 修 訂 。 已 更 新 的 香 港 銷 售 文 件 將 在 適 當 時 候 由 香 港 代 表 提 供 免 費 索 閱 及 上 載 於 網 站

（hk.allianzgi.com）。請注意，香港基金章程將不再附有詳細說明 SFDR 規定的披露內容的合約前範本（「合約

前範本」），以配合網站提供相關披露的安排。合約前範本可於網站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查閱。請注

意，上述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及可能含有未經證監會認可的附屬基金資料。 

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或 閣下的投資有任何疑問，請徵詢 閣下的理財顧問意見或 閣下可聯絡香港代表（地址

為香港金鐘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座32樓，電話：+852 2238 8000及傳真：+852 2877 2566）。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附錄一 — SRI策略的說明  
 
SRI策略考慮以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因素，並符合「可持續及責任投資」原則。關於責任的部份包

括互動協作及代理投票。關於可持續的部份包括以下各方面： 
 
(i) 環境特點－根據發行機構的環境管理評估證券。 
(ii) 社會特點－根據發行機構的社會責任評估證券。 
(iii) 人權特點－根據發行機構在商業行為上對人權的尊重評估證券。 
(iv) 管治特點－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評估證券。 
(v) 商業行為－根據發行機構的業務交易關係及其產品安全性評估證券（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證券）。 
 
投資經理會對上述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為領域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及長

期議題。  
 
此外，上述領域（包括任何子類別）是由投資經理設定，並界定SRI附屬基金的投資範圍，以符合實施SRI策略的框架。

SRI策略將透過排除SRI評級低於或納入SRI評級高於管理公司不時釐定的指定水平之發行機構，根據SRI評級對SRI附
屬基金的投資範疇進行負面或正面的篩選。SRI評級是一項以SRI研究為基礎的內部評級評估機制，並在考慮發行機構

的人權、社會、環境、商業行為和管治等領域的準則後，授予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 
 
SRI附屬基金的大部份資產將以SRI評級方式進行評估。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SRI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

括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 
 
適用於SRI策略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

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發行機構所

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 
(vii)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除非SRI附屬基金的個別投資限制另有說明）。自由之家指

數是由美國研究機構自由之家編製，有關指數量度不同國家的政治權利及公民自由，並根據有關民主表現及政府

運作的一系列準則對國家進行評估。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

改變，SRI附屬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i)至(vi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SRI附屬基

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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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註冊辦事處：6 A,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R.C.S. Luxembourg B 71.182 

股東通知 

日期：2023 年 3 月 31 日 

重要提示：本通告乃重要函件，務須  閣下即時垂注。 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本

公司董事會願就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所信，本通告截至刊發

日期並無遺漏足以令任何陳述具誤導成分的其他事實。除非本通告另有定義，本通告所載詞彙應與本公司日期為 2023
年 2 月的香港基金章程（「香港基金章程」）所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敬啟者：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本公司」）董事會謹此發出通告，就最初隨附於日期為 2023 年 1 月的香港基金章程

內有關安聯潔淨地球基金、安聯歐洲成長基金、安聯歐洲股息基金及安聯綠色債券基金的合約前範本（詳載根據 

SFDR 所要求的披露）（「合約前範本」）作出更新。 

應注意，有關修改並不改變上文段落所列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或投資策略。 

由本通告的日期起或前後，可在網站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查閱經更新的合約前範本，而合約前範本僅提供

英文版。請注意，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可能載有未經證監會認可的基金之資料。 

若股東並不同意上述變動，可於 2023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或之前向香港代表提出要求，按照香港基

金章程所述程序贖回或轉換其股份，贖回費及轉換費全免。請注意，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可能就收取交易要求

而設定不同截止日期。此外，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或會向 閣下收取交易費用。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閣下的分銷商或同類代理人。 
 
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或  閣下的投資有任何疑問，請徵詢  閣下的理財顧問意見或  閣下可聯絡香港代表（地址為香港金

鐘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32 樓，電話：+852 2238 8000 及傳真：+852 2877 2566）。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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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4日 

重要提示：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請 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

業意見。

本公司董事會願就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責任。除非本通告另有定義，本通告所載詞彙應與本公司日期

為 2023年2月的香港基金章程（「香港基金章程」）所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附屬基金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合併至附屬基金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

票基金（「合併」）

敬啟者：

閣下在證券帳戶中持有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的股份。 

為何進行合併？

安聯投資不斷檢討為投資者提供的投資機會，以確保產品滿足客戶的需要及目標。作為本次檢討的一部份，

安聯投資認為將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被合併附屬基金」）合併至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接收附屬基金」），可精簡產品範圍，並透過匯集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

附屬基金的資產而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為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東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投資選擇。

因此，經過審慎考慮後，並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第 24 條，安聯環球投資基金（「本公司」）董事會作出結

論，認為於 2023 年 4 月 19 日（「合併日期」）把被合併附屬基金合併至接收附屬基金將符合股東的最佳

利益，詳情載列於下表。合併毋須獲得股東批准。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ISIN  股份類別 ISIN  

A（美元） LU0348756692  A（美元） LU0348814723  
合併日期 2023 年 4 月 19 日 

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被合併附屬基金的基金規模約為 2,090 萬美元，而接收附屬基金的基金規模約為

4.078 億美元。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

以下是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主要方面的概括比較。有關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詳細

比較，請參閱附錄一。閣下亦可參閱最新香港基金章程，以及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

概要。

1. 被合併附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韓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而接收附屬基金則透過主要

投資於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

資本增值及收益。儘管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均為股票基金，接收附屬基金專注於更廣泛的地

區，而且不僅旨在達致長期資本增值，亦追求收益。



2. 整體而言，儘管有下文第 3 段所述的不同風險承擔限額（及所致的風險承擔），接收附屬基金的風險取

向一般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因為接收附屬基金可透過投資於更廣泛的地區，更靈活地分散其風險。

3.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須遵守下文概述的不同投資風險承擔限額（及因而不同的風險承擔）。

(a) 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透過滬／深港通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而被合併附屬基金則

不得進行此類投資。因此，「人民幣風險」、「投資於中國 A 股的風險」、「有關滬／深港通的

風險」及「中國內地的稅務風險」的主要風險因素與接收附屬基金有關，而非被合併附屬基金。

(b) 被合併附屬基金最多只可將 3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而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100%的資產

投資於新興市場。故此，與被合併附屬基金比較，接收附屬基金可能須承擔更大程度的「新興市

場風險」主要風險因素。

(c) 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持作定期存款及／或（最多 20%的資產）即期存款及直接投資

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有關百分比高於被合併附屬基

金持有該等工具的總上限（最多 25%的資產）。因此，儘管「利率風險」及「信貸能力風險／信

貸評級風險／評級下調風險」的風險因素適用於被合併附屬基金，但該等風險更大程度適用於接

收附屬基金，是接收附屬基金涉及的主要風險因素。

有關該等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4.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均可將 10%的資產投資於具有吸收虧損特性的工具（即應急可轉

債）。

5.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均為最多佔 50%的資產淨值。

6. 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最高及現時單一行政管理費水平為資產淨值的 2.25%（年率）。接收附屬基金的最高

及現時單一行政管理費水平為資產淨值的 2.05%（年率），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

7. 根據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每年持續收費比率為資

產淨值的 2.30%。根據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接收附屬基金的每年持

續收費比率為資產淨值的 2.08%，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

8.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基本貨幣均為美元。

9.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均由相同投資經理管理。

10.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交易頻率均為每日。被合併附屬基金在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

所以及韓國主要證券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接受交易要求，而接收附屬基金則於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

行及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接受交易要求。因此，接收附屬基金在一年內的交易日數多於被合併附屬

基金。合併後，交易安排不會出現任何轉變。

11. 相同派息政策適用於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合併後，派息政策不會出現任何轉變。

在合併前出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揭示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一乙部所述投資目標、原則及限制的若干差

異。因此，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即合併前 10 個營業日）或前後，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所有資產將被悉數出

售，而出售所得款項將轉移至接收附屬基金。預期接收附屬基金的表現不會因接收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

而蒙受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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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費用（估計約為被合併附屬基金資產總值的 29 點子）將由被合併附屬基金承擔。由於出售費用將由被

合併附屬基金承擔，在出售期間仍然持有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東將承擔出售費用。另請注意，被合併附屬

基金在有關出售期間出售其資產，因此可能無法遵守其投資目標、原則及限制。 

購買被合併附屬基金的額外股份

自本通告日期起，被合併附屬基金不得再向香港公眾發售，亦不得接受新投資者認購。

自 2023 年 4 月 11 日營業時間結束起，被合併附屬基金將停止發行新股份。因此，香港代表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即合併日期前 6 個營業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收到現有投資者認購被合併附屬基金額外

股份的申請，將按 2023 年 4 月 11 日當日的股價作最後一次執行。於此交易截止日期後，被合併附屬基金

的現有投資者將無法購買被合併附屬基金的額外股份。請注意，銷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中介機構可能就收

取認購、贖回或轉換指示而設定不同截止日期或收費。投資者應留意有關中介機構的安排。

贖回或轉換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份

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份可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即合併日期前 6 個營業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

根據香港基金章程所載程序贖回，或轉換至本公司其他獲證監會認可附屬基金1的股份，費用全免。香港代

表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收到的贖回及轉換申請，將按 2023 年 4 月 11 日當日

的價格作最後一次結算。請注意，銷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中介機構可能就收取認購、贖回或轉換指示而設

定不同截止日期或收費。投資者應留意有關中介機構的安排。

合併程序

於合併日期，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及負債將轉移至接收附屬基金。被合併附屬基金將在不進行清盤的情

況下解散，並將於合併日期不再繼續存在。若 閣下並無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或

之前贖回或轉換 閣下的被合併附屬基金股份， 閣下將於合併日期成為接收附屬基金的股東，而 閣下

的證券帳戶將在毋須支付任何銷售費或其他費用的情況下，自動存入某個數目以接收附屬基金相關貨幣計

價的接收附屬基金相關股份類別股份，其價值相當於 閣下過往投資於被合併附屬基金以相同貨幣計價的

相同股份類別的價值。閣下一般在合併日期後兩個營業日內收到有關存入 閣下證券帳戶的接收附屬基金

實際股份數目的合併確認書。閣下亦可在合併後參閱 閣下的證券帳戶月結單，以了解存入 閣下證券帳

戶的接收附屬基金實際股份數目。

將向 閣下分配的接收附屬基金各個相關股份類別的股份數目，將以 閣下持有的被合併附屬基金各個相

關股份類別的股份數目乘以相關換股比率來釐定。各個相關股份類別的換股比率是以在合併日期被合併附

屬基金該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除以接收附屬基金相應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計算。存入 閣下證券

帳戶的接收附屬基金股份總值將相等於 閣下在合併日期所持有的被合併附屬基金股份總值。

於最後分派日（即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合併日期期間，被合併附屬基金將不會就收息股份類別分派任何

收入，有關收入（如有）將被納入計算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以釐定於合併日期的換股比率。

有關合併的費用及開支將由管理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承擔。被合併附屬基金並無未攤銷的

初期費用。於合併前管理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決策相關費用，包括出售費用（估計約為被合併附屬

基金資產總值的 29 點子），將由被合併附屬基金承擔。由於韓國當地的法律及監管規定，被合併附屬基金

所持有的韓國證券不可轉讓並必須在合併前出售，因此產生上述出售費用。為免產生疑問，被合併附屬基

金不會因合併而被收取額外費用。

1 證監會認可並不表示證監會就基金作出推介或保證，亦不就基金的商業優點或表現作出擔保。認可既不表示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亦

非保證其適合任何特定投資者或某類投資者。 



Page 4 of 6 

於合併日期後出售接收附屬基金的股份

因合併而收到的接收附屬基金股份，在存入 閣下的證券帳戶後可在每一個交易日出售。在合併日期後， 

閣下因合併而收到接收附屬基金股份的首個交易日是 2023 年 4 月 20 日。 

香港稅務

在香港，合併對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並無構成任何稅務影響。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及慣例，只要本公司、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仍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

而獲證監會認可，本公司、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就所收取股息、任何來源的利息及出售證券所

獲溢利均獲豁免香港利得稅或其他預扣稅。此外，屬香港居民的股東一般毋須就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

股份或源自該等股份的收入而繳納香港稅項。若股份交易構成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的一部份，則

可能須就所得增值繳納香港利得稅。股東毋須就其股份繳納香港印花稅。

各股東應就其特定稅務狀況諮詢其專業顧問。

備查文件

香港銷售文件（包括香港基金章程，以及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副本可向香港

代表免費索取，或於網站（hk.allianzgi.com）下載。請注意，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以下文件亦可在正常營業時間內在香港代表辦事處免費索閱：(i)組織章程及 (ii)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的最新經審核年度報告（僅限英文版）。

合併將由核數師進行審查。我們樂意應要求免費為 閣下提供經核准的合併報告。香港代表將於合併日期

後約四個月提供報告（僅限英文版）。

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或 閣下的投資有任何疑問，請徵詢 閣下的理財顧問意見或 閣下可聯絡香港代表

（地址為香港金鐘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32 樓，電話：+852 2238 8000 及傳真：+852 2877 2566）。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董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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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投資於韓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值。

投資於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

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

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及收益。

核准資產類別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

市場
本附屬基金可將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25%的資產持作存款及

／或直接投資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最多

10%的附屬基金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持作存

款及／或直接投資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

（最多 10%的附屬基金資產）投資於貨幣

市場基金

香港限制適用

台灣限制適用

VAG 投資限制適用 
股票附屬基金的 GITA 限制適用 

指標
指標：南韓綜合指數。自由度：顯著。預期

重疊程度：重大

指標：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總回

報（淨額）指數。自由度：顯著。預期重

疊程度：重大

投資重點 大韓民國股票市場

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票市

場

可持續發展相關披露

（SFDR）準則 
附屬基金只符合可持續發展相關披露規例第 6 條規定的透明度要求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

額
本附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最高可達本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 50%。 

槓桿水平 - 

風險管理方針 承擔法

地區定位 大韓民國
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

新興市場 核准

外幣 核准

於其他基金的投資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及／或 UCI。 

主要風險因素

 投資風險／一般市場風險

 國家及區域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公司特定風險

 貨幣風險

 衍生工具風險

 與從資本分派及實際上從資本分派相關

的風險

 投資風險／一般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信貸能力風險／信貸評級風險／評級

下調風險

 國家及區域風險

 貨幣風險

 人民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中國 A 股的風險

 公司特定風險

 衍生工具風險

 與從資本分派及實際上從資本分派相

關的風險

 有關滬／深港通的風險

 中國內地的稅務風險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管理費 

（單一行政管理費）

年率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美元） 2.25%／2.25% A（美元） 2.05%／2.05% 

認購費／轉換費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美元） 5.00%／5.00% A（美元） 5.00%／5.00% 

贖回費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美元） 無 A（美元） 無

Taxe d’Abonnement 
年率

股份類別 百分比 股份類別 百分比

A（美元） 0.05% A（美元） 0.05% 

每年持續收費比率2 
股份類別 百分比 股份類別 百分比

A（美元） 2.30% A（美元） 2.08%  

最低首次投資額
股份類別 金額 股份類別 金額

A（美元） 5,000 美元 A（美元） 5,000 美元 

最低其後投資額
股份類別 金額 股份類別 金額

A（美元） 1,000 美元 A（美元） 1,000 美元 

派息政策

股份類別 政策 股份類別 政策

A（美元） 每年於 12 月 15 日分派

（由本公司酌情決定）

A（美元） 每年於 12 月 15 日分派

（由本公司酌情決定）

法律形式 該法例第一部所指的可變資本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管理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投資經理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基本貨幣 美元

交易日／估值日
每日；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所以及

韓國主要證券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

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所開門營業

的每一日

交易截止時間 任何交易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 
公平價值定價模式 適用

波幅定價機制 可能適用

存管處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盧森堡分行 

過戶處兼轉讓代理人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盧森堡分行 

財政年度終結日 9 月 30 日 

2 持續收費比率的計算辦法，乃按附屬基金於12個月期間所承擔成本除以同期平均淨資產（ 根 據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最新 

經審核財務報表內資料），乃就附屬基金每類可供認購股份而提供。此數據按年而異，包括單一行政管理費及盧森堡稅（Taxe 

d’Abonnement），交易成本並不包括在內。基於以四捨五入進位，可能出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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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金鐘道 88 號 
太古廣場二座 32 樓 
電話：+852 2238 8000 
傳真：+852 2877 2566 
hk.allianzgi.com 

 

2023 年 2 月 24 日 

重要提示：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請 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

業意見。

本公司董事會願就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責任。除非本通告另有定義，本通告所載詞彙應與本公司日期

為 2023 年 2 月的香港基金章程（「香港基金章程」）所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附屬基金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合併至附屬基金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

票基金（「合併」）

敬啟者：

閣下在證券帳戶中持有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的股份。 

為何進行合併？

安聯投資不斷檢討為投資者提供的投資機會，以確保產品滿足客戶的需要及目標。作為本次檢討的一部份，

安聯投資認為將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被合併附屬基金」）合併至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接收附屬基金」），可精簡產品範圍，並透過匯集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

附屬基金的資產而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為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東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投資選擇。

因此，經過審慎考慮後，並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第 24 條，安聯環球投資基金（「本公司」）董事會作出結

論，認為於 2023 年 4 月 19 日（「合併日期」）把被合併附屬基金合併至接收附屬基金將符合股東的最佳

利益，詳情載列於下表。合併毋須獲得股東批准。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ISIN  股份類別 ISIN  

A（歐元） LU0348798009  A（歐元） LU0348814566  

A（美元） LU0348798264  A（美元） LU0348814723  
合併日期 2023 年 4 月 19 日 

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被合併附屬基金的基金規模約為 6,550 萬美元，而接收附屬基金的基金規模約為

4.078 億美元。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

以下是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主要方面的概括比較。有關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詳細

比較，請參閱附錄一。閣下亦可參閱最新香港基金章程，以及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

概要。

1. 被合併附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泰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而接收附屬基金則透過主要

投資於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

資本增值及收益。儘管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均為股票基金，接收附屬基金專注於更廣泛的地

區，而且不僅旨在達致長期資本增值，亦追求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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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而言，儘管有下文第 3 段所述的不同風險承擔限額（及所致的風險承擔），接收附屬基金的風險取

向一般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因為接收附屬基金可透過投資於更廣泛的地區，更靈活地分散其風險。

3.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須遵守下文概述的不同投資風險承擔限額（及因而不同的風險承擔）。

(a) 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透過滬／深港通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而被合併附屬基金則不

得進行此類投資。因此，「人民幣風險」、「投資於中國 A 股的風險」、「有關滬／深港通的風險」

及「中國內地的稅務風險」的主要風險因素與接收附屬基金有關，而非被合併附屬基金。

(b) 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持作定期存款及／或（最多 20%的資產）即期存款及直接投資

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有關百分比高於被合併附屬基金

持有該等工具的總上限（最多 25%的資產）。因此，儘管「利率風險」及「信貸能力風險／信貸評

級風險／評級下調風險」的風險因素適用於被合併附屬基金，但該等風險更大程度適用於接收附屬

基金，是接收附屬基金涉及的主要風險因素。

有關該等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4.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均可將 10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

5.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最多均可將 10%的資產投資於具有吸收虧損特性的工具（即應急可轉

債）。

6.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均為最多佔 50%的資產淨值。

7. 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最高及現時單一行政管理費水平為資產淨值的 2.25%（年率）。接收附屬基金的最高

及現時單一行政管理費水平為資產淨值的 2.05%（年率），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

8. 根據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每年持續收費比率為資

產淨值的 2.30%。根據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接收附屬基金的每年持

續收費比率為資產淨值的 2.08%，低於被合併附屬基金。

9.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基本貨幣均為美元。

10.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均由相同投資經理管理。

11. 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的交易頻率均為每日。被合併附屬基金在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

所以及泰國主要證券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接受交易要求，而接收附屬基金則於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

行及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接受交易要求。因此，接收附屬基金在一年內的交易日數多於被合併附屬

基金。合併後，交易安排不會出現任何轉變。

12. 相同派息政策適用於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合併後，派息政策不會出現任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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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併前重新配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揭示香港基金章程附錄一乙部所述投資目標、原則及限制的若干差

異。因此，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即合併前 10 個營業日）或前後，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將重新配置，以

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保持一致。預期接收附屬基金的表現不會因接收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而蒙受

不利影響。

預期重新配置涉及的費用（如有）並不重大，並將由被合併附屬基金承擔。由於重新配置費用將由被合併

附屬基金承擔，在重新配置期間仍然持有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東將承擔重新配置費用。另請注意，被合併

附屬基金在有關重新配置期間出售其資產，因此可能無法遵守其投資目標、原則及限制。

購買被合併附屬基金的額外股份

自本通告日期起，被合併附屬基金不得再向香港公眾發售，亦不得接受新投資者認購。

自 2023 年 4 月 11 日營業時間結束起，被合併附屬基金將停止發行新股份。因此，香港代表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即合併日期前 6 個營業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收到現有投資者認購被合併附屬基金額外

股份的申請，將按 2023 年 4 月 11 日當日的股價作最後一次執行。於此交易截止日期後，被合併附屬基金

的現有投資者將無法購買被合併附屬基金的額外股份。請注意，銷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中介機構可能就收

取認購、贖回或轉換指示而設定不同截止日期或收費。投資者應留意有關中介機構的安排。

贖回或轉換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份

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股份可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即合併日期前 6 個營業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

根據香港基金章程所載程序贖回，或轉換至本公司其他獲證監會認可附屬基金1的股份，費用全免。香港代

表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之前收到的贖回及轉換申請，將按 2023 年 4 月 11 日當日

的價格作最後一次結算。請注意，銷售被合併附屬基金的中介機構可能就收取認購、贖回或轉換指示而設

定不同截止日期或收費。投資者應留意有關中介機構的安排。

合併程序

於合併日期，被合併附屬基金的資產及負債將轉移至接收附屬基金。被合併附屬基金將在不進行清盤的情

況下解散，並將於合併日期不再繼續存在。若 閣下並無於 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或

之前贖回或轉換 閣下的被合併附屬基金股份， 閣下將於合併日期成為接收附屬基金的股東，而 閣下

的證券帳戶將在毋須支付任何銷售費或其他費用的情況下，自動存入某個數目以接收附屬基金相關貨幣計

價的接收附屬基金相關股份類別股份，其價值相當於 閣下過往投資於被合併附屬基金以相同貨幣計價的

相同股份類別的價值。閣下一般在合併日期後兩個營業日內收到有關存入 閣下證券帳戶的接收附屬基金

實際股份數目的合併確認書。閣下亦可在合併後參閱 閣下的證券帳戶每月報表，以了解存入 閣下證券

帳戶的接收附屬基金實際股份數目。

將向 閣下分配的接收附屬基金各個相關股份類別的股份數目，將以 閣下持有的被合併附屬基金各個相

關股份類別的股份數目乘以相關換股比率來釐定。各個相關股份類別的換股比率是以在合併日期被合併附

屬基金該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除以接收附屬基金相應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計算。存入 閣下證券

帳戶的接收附屬基金股份總值將相等於 閣下在合併日期所持有的被合併附屬基金股份總值。

於最後分派日（即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合併日期期間，被合併附屬基金將不會就收息股份類別分派任何

收入，有關收入（如有）將被納入計算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以釐定於合併日期的換股比率。

1 證監會認可並不表示證監會就基金作出推介或保證，亦不就基金的商業優點或表現作出擔保。認可既不表示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

亦非保證其適合任何特定投資者或某類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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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合併的費用及開支將由管理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承擔。被合併附屬基金並無未攤銷的

初期費用。於合併前管理被合併附屬基金的投資管理決策相關費用，包括重新配置費用（預期並不重大

（如有）），將由被合併附屬基金承擔。為免產生疑問，被合併附屬基金不會因合併而被收取額外費用。

於合併日期後出售接收附屬基金的股份

因合併而收到的接收附屬基金股份，在存入 閣下的證券帳戶後可在每一個交易日出售。在合併日期後， 

閣下因合併而收到接收附屬基金股份的首個交易日是 2023 年 4 月 20 日。 

香港稅務

在香港，合併對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並無構成任何稅務影響。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及慣例，只要本公司、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仍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

而獲證監會認可，本公司、被合併附屬基金及接收附屬基金就所收取股息、任何來源的利息及出售證券所

獲溢利均獲豁免香港利得稅或其他預扣稅。此外，屬香港居民的股東一般毋須就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

股份或源自該等股份的收入而繳納香港稅項。若股份交易構成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的一部份，則

可能須就所得增值繳納香港利得稅。股東毋須就其股份繳納香港印花稅。

各股東應就其特定稅務狀況諮詢其專業顧問。

備查文件

香港銷售文件（包括香港基金章程，以及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副本可向香港

代表免費索取，或於網站（hk.allianzgi.com）下載。請注意，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以下文件亦可在正常營業時間內在香港代表辦事處免費索閱：(i)組織章程及 (ii)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的最新經審核年度報告（僅限英文版）。

合併將由核數師進行審查。我們樂意應要求免費為 閣下提供經核准的合併報告。香港代表將於合併日期

後約四個月提供報告（僅限英文版）。

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或 閣下的投資有任何疑問，請徵詢 閣下的理財顧問意見或 閣下可聯絡香港代表

（地址為香港金鐘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32 樓，電話：+852 2238 8000 及傳真：+852 2877 2566）。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董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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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被合併附屬基金與接收附屬基金的比較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投資於泰國股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值。

投資於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

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

票市場，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及收益。

核准資產類別

本附屬基金可將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市場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25%的資產持作存款及

／或直接投資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最多

10%的附屬基金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30%的資產持作存款

及／或直接投資於貨幣市場票據及／或

（最多 10%的附屬基金資產）投資於貨幣

市場基金

香港限制適用

台灣限制適用

VAG 投資限制適用 
股票附屬基金的 GITA 限制適用 

指標
指標：泰國證交所指數。自由度：顯著。預

期重疊程度：輕微

指標：MSCI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總回

報（淨額）指數自由度：顯著。預期重疊

程度：重大

投資重點 泰國股票市場

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股票市

場

可持續發展相關披露

（SFDR）準則 
附屬基金只符合可持續發展相關披露規例第 6 條規定的透明度要求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

額
本附屬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最高可達本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 50%。 

槓桿水平 - 

風險管理方針 承擔法

地區定位 泰國
大韓民國、台灣、泰國、香港、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

新興市場 核准

外幣 核准

於其他基金的投資 本附屬基金最多可將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及／或 UCI。 

主要風險因素

 投資風險／一般市場風險

 國家及區域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公司特定風險

 貨幣風險

 衍生工具風險

 與從資本分派及實際上從資本分派相關

的風險

 投資風險／一般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信貸能力風險／信貸評級風險／評級

下調風險

 國家及區域風險

 貨幣風險

 人民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投資於中國 A 股的風險

 公司特定風險

 衍生工具風險

 與從資本分派及實際上從資本分派相

關的風險

 有關滬／深港通的風險

 中國內地的稅務風險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管理費 

（單一行政管理費）

年率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歐元） 2.25%／2.25% A（歐元） 2.05%／2.05% 
A（美元） 2.25%／2.25% A（美元） 2.05%／2.05% 

認購費／轉換費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歐元） 5.00%／5.00% A（歐元） 5.00%／5.00% 
A（美元） 5.00%／5.00% A（美元） 5.00%／5.00% 

贖回費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股份類別 （實際／最高）

A（歐元） 
無

A（歐元） 
無

A（美元） A（美元） 

Taxe d’Abonnement 
年率 

股份類別 百分比 股份類別 百分比

A（歐元） 0.05% A（歐元） 0.05% 
A（美元） 0.05% A（美元） 0.05% 

每年持續收費比率2 
股份類別 百分比 股份類別 百分比

A（歐元） 2.30% A（歐元） 2.08%  
A（美元） A（美元） 

最低首次投資額

股份類別 金額 股份類別 金額

A（歐元） 5,000 歐元 A（歐元） 5,000 歐元 
A（美元） 5,000 美元 A（美元） 5,000 美元 

最低其後投資額

股份類別 金額 股份類別 金額

A（歐元） 1,000 歐元 A（歐元） 1,000 歐元 
A（美元） 1,000 美元 A（美元） 1,000 美元 

派息政策

股份類別 政策 股份類別 政策

A（歐元） 每年於 12 月 15 日分派

（由本公司酌情決定）

A（歐元） 每年於 12 月 15 日分派

（由本公司酌情決定）A（美元） A（美元） 
法律形式 該法例第一部所指的可變資本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管理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投資經理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基本貨幣 美元

交易日／估值日
每日；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所以及

泰國主要證券交易所開門營業的每一日

香港及盧森堡兩地銀行及交易所開門營業

的每一日

交易截止時間 任何交易日下午 5 時正（香港時間） 
公平價值定價模式 適用

波幅定價機制 可能適用

存管處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盧森堡分行 

過戶處兼轉讓代理人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盧森堡分行 

財政年度終結日 9 月 30 日 

2 持續收費比率的計算辦法，乃按附屬基金於12個月期間所承擔成本除以同期平均淨資產（ 根 據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最新經 

審核財務報表內資料），乃就附屬基金每類可供認購股份而提供。此數據按年而異，包括單一行政管理費及盧森堡稅（Taxe 

d’Abonnement），交易成本並不包括在內。基於以四捨五入進位，可能出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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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二座32樓 
電話：+852 2238 8000 
傳真：+852 2877 2566 
hk.allianzgi.com 

 

 
2023 年 2 月 24 日 

 
重要提示：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請 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

業意見。 

本公司董事會願就本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責任。除非本通告另有定義，本通告所載詞彙應與本公司日期

為 2023 年 2 月的香港基金章程（「香港基金章程」）所述者具有相同涵義。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及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合併至安聯環球投資基

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合併」） 

 
敬啟者： 
 
閣下在證券帳戶中持有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的股份。 
 
為何進行合併？ 
 
安聯投資不斷檢討為投資者提供的投資機會，以確保產品滿足客戶的需要及目標。作為本次檢討的一部份，

安聯投資認為將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及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統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合併至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接收附屬基金」），可進

一步精簡產品範圍，擴大附屬基金規模，從而可更有效地利用附屬基金的管理資源。 
 
因此，經過審慎考慮後，安聯環球投資基金（「本公司」）董事會作出結論，認為如下表所示把被合併附

屬基金合併至接收附屬基金將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ISIN 股份類別 ISIN  

A（美元） LU0348756692 A（美元） LU0348814723 
合併日期 2023 年 4 月 19 日 

基金名稱 

被合併附屬基金 接收附屬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 安聯總回報亞洲股票基金 

股份類別 

股份類別 ISIN 股份類別 ISIN 

A（歐元） LU0348798009 A（歐元） LU0348814566 
A（美元） LU0348798264 A（美元） LU0348814723 

合併日期 2023 年 4 月 19 日 

 
對接收附屬基金的影響 
 
合併不會對接收附屬基金的股東構成任何重大的經濟變動。請注意，在合併前，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

韓國股票基金的所有資產將被悉數出售，而接收附屬基金將吸收出售所得款項；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

泰國股票基金的資產則會重新配置，以配合接收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上述出售及重新配置的操作將不會

為接收附屬基金股東帶來任何額外成本。因此，預期接收附屬基金表現不會攤薄。  
 
接收附屬基金的風險取向及投資目標維持不變。閣下將不會就合併而被收取任何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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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程序 
 
於合併日期，接收附屬基金的股份將會存入被合併附屬基金股東的帳戶，而接收附屬基金則會接收被合併

附屬基金的資產及負債。因此，接收附屬基金的投資架構不會出現變動。 
 
備查文件 
 
香港銷售文件（包括香港基金章程，以及被合併附屬基金和接收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副本可向香港

代表免費索取，或於網站（hk.allianzgi.com）下載。請注意，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以下文件亦可在正常營業時間內在香港代表辦事處免費索閱：(i)組織章程及 (ii)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的最新經審核年度報告（僅限英文版）。 
 
合併將由核數師進行審查。我們樂意應要求免費為 閣下提供經核准的合併報告。香港代表將於合併日期

後約四個月提供報告（僅限英文版）。 
 
閣下如對本通告內容或 閣下的投資有任何疑問，請徵詢 閣下的理財顧問意見或 閣下可聯絡香港代表

（地址為香港金鐘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二座 32 樓，電話：+852 2238 8000 及傳真：+852 2877 2566）。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董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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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ine Marcel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GmbH
Munich, Germany

David Newma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London, GB

Alexandra Auer
Ludovic Lombard
Ingo Mainert
Thomas Schindler
Petra Trautschold
Birte Trenkner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42 - 44
60323 Frankfurt/Main
Germany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Succursale Française *
3, Boulevard des Italiens
75002 Paris, France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
199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TY
United Kingdom

*

88
32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Japa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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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 Ark Hills South Tower
1-4-5 Roppongi, Minato-ku
Tokyo 106-0032 Japa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Singapore Limited*
79 Robinson Road,
#09-03
Singapore 068897

Voy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LC
23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169
USA

*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88
32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2, rue Gerhard Mercator
L-1014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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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
ABS

AllianzGI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AllianzGI AP

AllianzGI Japa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Japan Co., Ltd

AllianzGI Singapore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Singapore Limited

Allianz SE

1999 8 9

2016 6 8
2008/48/EC 2014/17/EU (EU) 596/2014 (EU) 2016/1011

20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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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iFiD (ii)
(iii) (iv)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A

(CNY)

B

H

CIBM
2016

CIBM CIBM CIBM

CSSF

CSSF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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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1

ABS

ABS MBS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EEA

REIT REIT

(i) MiFiD (ii)
(iii) (iv)

GITA 2 8 (1)
(2) (i) EEA (ii) 15%

(3) GITA 2 8
GITA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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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

2003/48/EC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QFII RQFII

FII
QFII

RQFII

GITA

GITA

GITA 2 8 70%

GITA

GITA 2 8 25% 51%

2008
2008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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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i) (ii) (iii)
(iv)

1
BB+ Ba1

1

1 CC
C D C RD D Ca C

2
BB+ B- Ba1 B3

2
2

(1) 50% (2)
10%

(3)
30%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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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174 175 176

BBB- Baa3

1
2

(i) (ii)

2010 12 17

(i) 
(ii) 

10%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MBS

MBS

MiFiD
2014 5 15 2002/92/EC 2011/61/EU

2014/65/EU

VI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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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Nominee Services Limited

PAI
PAI

PAI

(PEA,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

75%
EEA

V2

FII

FII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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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

REIT REIT
REIT REIT

CNH CNY

SDG
(SDG) SD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SDG A
SDG SDG

A

2015 11 25 (EU) 648/2012
(EU) 2015/2365

SFDR
2019 11 27 (EU) 2019/2088

SFDR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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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i)

(ii)

https://www.hkex.com.hk/Mutual-Market/Stock-Connect/Reference-
Materials/Trading-Hour,-Trading-and-Settlement-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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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

(2)
(a) 1 2 20%

20%
60% 1 2

40% 40%

(b) 10%

(3)
(a) 1 2 30%

30%

(b) 90% 10%

(4) A 20%

(5) 50%

UCITS UCI

2020 6 18 (EU) 2020/852

UCI
UCITS UCITS

UCITS
UCITS

UCITS
2009 7 13

2009/65/EC

UCITS
2009/65/EC 2015 12 17 (EU)201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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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S 902

VAG

(1) ABS/MBS BBB- Baa3

EEA ABS/MBS (2)
ABS/MBS B- B3

VAG

BaFin 11/2017(VA)
(1) 3%

3% 3% 3% VAG
VAG

Voya IM
Voy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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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

10 1 9 30

hk.allianzgi.com

2.

2.1

CSSF

Caisse de Consignation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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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3)
Caisse de Consignation Caisse de Consignation

(4)

(5)
CSSF

(1)

(i)

(ii)

(iii) UCITS

(iv) UCITS

30

(2) (1)
(1)

(2) (3) UCITS (4) UCITS

(1) 30

3.

(i) (ii) FA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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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4 27
2016/679 (GDPR)

EEA

(i) (ii)

CRS
FATCA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gdpr

5.

6.

(i)

(ii)

(iii)

(iv)

(v)

(vi)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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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SMA

IV

1.

1955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2021 12 31

49,900,900.00

(i)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ii)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2.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1970 1 19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Brienner Str. 59, 80333 
Munich 2021 12 31 1.09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HRB 42872
(BaFin)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2009 10 1 (CSSF)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State Street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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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TS UCITS 18

UCITS

UCITS

One Lincoln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UCITS 22(5)(a)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State Street Global Custody Network
http://www.statestreet.com/about/office-locations/luxembourg/subcustodians.html1

(i)

(ii)

(i)

(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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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v)

(v)

(i) (a)
(b)

(ii)

(iii)

(i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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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ya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C Voya IM
Voya IM 1940

4.

2008 12 19 CSSF 08/387
II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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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

2 99

VI

2.

I IT W WT I IT W WT

(i)
(ii)

3.

3.1

3.2

A
A

H
A H 

H2
A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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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H 

H2
A H2 

H3
A H3 

4.

1 1 2

A AT AM
AMg AMf AQ

3 5,000 1,000 3,000

5,000 1,000 3,000

50,000 10,000 30,000

50,000 10,000 10,000

P P8 PT
PT8

3 3,000,000 500,000 500,000

3,000,000 500,000 500,000

30,000,000 5,000,000 5,000,000

30,000,000 5,000,000 5,000,000

I IT 3 4,000,000 500,000 1,000,000

4,000,000 500,000 1,000,000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0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0

W WT 3 10,000,000 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 1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 100,000,000

1

2

3

5.

5.1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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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SRI SRI

5
SRI

SRI 11

5.1.3

5.1.4
VII2

5.1.5

5.1.6 (i) (ii)

5.2

5.2.1

VII

5.2.2

hk.allianzgi.com

5.3

5.3.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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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Nominee Services Limited
V5.5

(d)

(e)

(f)

(g)

5.4

5.4.1

V

5.4.2

(a)

(b) 500

5.5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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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a)

(b)

(c)

(d) (i) (ii)

(e)

6.2

(i) (ii) (iii)

30

(a) (i) (ii) (iii)

(b)

(c)
(i) (ii)

(d)

(e)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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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b)

(c)

(d)

9.

V4

10.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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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1.

(1)
(2) (3) (4) 31

(1)
31 (2) (3)
(4) 31

g

AMg2 AM/AMg

f

AMf 7%

AMf 5%

AMf 6%

AMf 5%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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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0

A P I W

“M” 15 *

“Q” 3 15 6 15 9 15 12 15 *

*

12 15

12 (i) (ii)
31

hk.allianzgi.com

2.

T
9 30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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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1.

(a)

(b)

(c)

(d)

(e)

(f)

(g)

(h)

(i) UCITS UCI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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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gulatory. 
allianzgi.com

3%

(i) (i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1)

(2)

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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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hk.allianz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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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1.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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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30%

2.4

Taxe d’Abonnement

20% UCITS UCI

2.5

(i)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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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6

2.7

2.8

2.9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2.50%

UCITS UC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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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llianzG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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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1.

2.

104

2016 3 2016 6 30
AEOI AEOI

CAA

AEOI

AEOI

3.

3.1

Taxe d’Abonnement

0.05%

0.01%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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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90

(iv)

3.2

(1) (2)
(3)

2003 6 3

2005 6 21 2005 2014 11 25
2015 1 1

LTA

LTA

2003 6 3 2003/48/EC
2014/48/EU 2015/2060 2015

2015 12 18 CRS

CRS 2014 7
AEOI

CRS
CRS

90 CRS 40
CRS 2016 1 1

2015 12 31 2017 9 2015 12
31 2017 9 2018 9

LTA CRS

LTA 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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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A

CRS

4. FATCA

FATCA

FATCA 2014 6 30
2018

12 31
2018 12 31

2019 1 1 30%

IGA
FATCA IGA FATCA

FATCA

FATCA

FATCA

5.

25%

25%

2008 1 1
10%

(i)

10%

2018 11 7
108 20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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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 11 6

(ii)

10%

(iii)

10%

A
2014 10 31 [2014] 79 79 QFII RQFII

79 QFII RQFII
2014 11 17

A QFII RQFII 2014 11
17

[2014] 81 [2016] 127
A

FII

FII CIBM

10% A

A C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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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 1

[2016] 36 36 2016 5 1 6%

36 [2016] 70 A

108 2018 11 7 2021 11 6

1% 7% 3%
2%

0.1%

FII CIBM

6.

2013 11 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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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

(1)
(2) (1) (2)

(3)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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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ABS 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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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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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8



49

15

FATCA
20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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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TCA

FA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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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

REIT REIT

REIT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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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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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ibor Euribor

A

A A

CIBM

CIBM CIBM

FII CIBM CIBM

(i) 2016 2 17 2016 3

(ii) 2016 5 27

(iii) 2016 5 27

(iv)

CIBM CIBM

CIBM

10%

CIB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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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IBM

2017 7

(i) 2017 6 21
2017 1

(ii) 2017 6 22

(iii)

CIBM

CIBM

CIBM
CIBM

CIBM
CIBM

CIBM C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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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 CIBM

108 2018 11 7 2021 11 6

FII CIBM

10% A

A C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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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380 H
A

60 H
A

ETF
ETF

ETF

ETF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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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http://www.hkex.com.hk/eng/market/sec_tradinfra/chinaconnect/chinaconnect.htm

UCITS CSSF

ETF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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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ETF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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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GFVs
LGFVs LGF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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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M

C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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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SDG A

ESG ESG
SDG A PAI

SDG

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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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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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Risk Management Policy Statement)
https://www.allianzgi.com/en/our-firm/esg

8 9

9 5
9(1) (2) (3)

8 6

8(1)

9 8

PAI
www.allianzglobalinves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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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
GICS® (ii)

(iii)
iv)

(i) (iii)

(iii) (iv) (iii)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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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ABS MBS ABS MBS

(i)

(ii)

1 2
1 2

A
A

B

CIBM FII CIBM
CIBM

1.

a)

44 2008 9

b) UCITS 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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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 UCI CSSF

UCI UCITS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10%

10%

c) 12
CSSF

d) a)

a) b)

Baa3 BBB- CSSF

e)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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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SSF

CSSF
10,000,000

78/660/EEC

2.

10% 1

10%

10%

3.

a)

10% 20%
1.c 10%

5%
5%
40%

20%
20%

20%

b)
3.a

10% 35%

c)
3.a 10% 25%

40% 80%

d) 3.a 40% 3.b 3.c
3.a 3.c

35%
3.a 3.d 83/349/EE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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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3.a 3.d 100%

CSSF
CSSF

30%

g) 1.b UCITS UCI
10%

1.b UCITS UCI
20% UCITS UCI

181
UCITS

UCI 30%

UCITS
85%

15%

41 2
41 1 g) 42 2 3

UCITS UCI 3.a 3.d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2.50%

h) 3.i CSSF
3.a 3.d

20%

20% 35% 3.a

i)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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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1b) UCITS UCI

(iv)

1:1

(v)

(vi)

(vii)

(viii)

(ix)

(x)

i) (v) (ix) 1:1
i) (x) i) (v) (viii)

i) (vi) (viii)
i) (x)

i) (vi) (viii)

j)
10%

UCITS UCI 25%

2 3

4.

a)
1 2 3

1 2 3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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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a) 2.
10%

b)

c)

d)
REIT

e)

f)
1d

g)

h)
10%

6.

7.

3

(i) (ii)

(1) (2)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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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b)

8.

9.

10. (TRS)

TRS

3

CFD CFDs
CFD

CFDs



77

11.

10. (TR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Baa3 BBB-

TRS CFDs 2007/16/EC 9(1)

VII1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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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RS CFDs

14.

2014 9 30 14/592

3.a 3.d

a)
3.i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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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30%

g)

h)

i)

1.c

30%

a)

b)

c)

d)

0.5% 2%
2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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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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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SCI

0-2

0-2 MSCI

0-2 MSCI

A 0-2 MSCI A

0-2 MSCI 10/40

A 0-2 MSCI A

0-2

0-2

0-0.5 MSCI

0-5

0-5

SRI 0-2 ESG

SRI 0-2 ESG

0-2 MSCI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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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0-0.5

0-0.5

0-0.5

0-2

0-0.5 MSCI

0-0.5 MSCI

SRI 0-2

0-0.5 MSCI

0-0.5 MSCI

0-2
(50%)

(25%)
(25%)

0-0.5 MSCI

0-2

0-2

0-0.5 MSCI
30% 10/40

0-2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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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MSCI

0-0.5

0-2

0-2 MSCI

0-2

0-2

0-0.5

0-2

0-0.5 5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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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16.

17. 1933 144A

1933 1933 1933 144A
144A 1.a

10% 1.a 144A
1 10%

18.

MICEX-RTS
41 1

19.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Policy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Policy

2022 6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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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UCITS UCI

22.

(EU) 583/2010 7 1(d)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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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TS UCI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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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AX
MSCI 3,000



88

(i) (ii)
(iii)

1. SRI
2. CEWO 
3. SDG A
4.
5. MAS
6.
7.

SFDR SFDR 8 9

7

PAI

PAI

PAI
PAI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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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RI

SRI
SRI SRI

(i)
(ii)
(iii)
(iv)
(v)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SRI

(i) (ii)
(iii)

10% (iv) 10%
(v) 20% (vi)
(vii) 5% (viii)

(i)
(ii) (vii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SRI-exclusions

7

SRI

2.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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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10% (iv) 10%
(v) 20% (vi)
(vii) 5% (viii)

(i)
(ii) (vii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Specific_Sustainable

SRI

SRI

7

3. SDG A

SDG A
SDG SDG A

SDG A SDG

SDG A SDG

17 SDG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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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SDG

SDG

50%
SDG 80%

20% SFDR
20% 5%

SFDR

SDG A PAI

1.

2. PAI

3.

4.

5.

ESG

SDG

(i)
(ii)

(iii) 10%
(iv) 10% (v) 20%

(vi) (vi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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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i)

(ii) (vii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Specific_Sustainable

7

SDG A

4.

(i) (ii)
10%

(iii)
(iv) 5% (v) 30%

(vi) 30% vii)

(i)
(ii) (vii)

75%

25%

(CBI) CBI

SRI



93

5.

MAS (i) 

(ii) 

MAS (i)
(ii)

(iii) 10%
(iv) 10% (v) 20%

(vi) (vii) 5%
(viii)

(i)

(ii) (viii)

MAS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Specific_
Sustainab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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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v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Specific_Sustainable

7.

(i)
(ii) (vi)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ESG/Exclusion_Specific_Sustainable

https://www.allianzgi.com/en/our-
firm/esg/documents#keypolicydocumentsand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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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0%

30%

15% 10%

25% 20%
10%

10% UCITS 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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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

69% FII

VAG
GITA

MSCI

30%

VAG
GITA

MSCI

5%

VAG
GITA

MSCI

A
300

69% FII

20% A

B
10%

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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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A
VAG

MSCI A

A
69% FII

20% A
B

H
10%

10%

VAG
GITA

MSCI A

50% A

VAG
GITA

MSCI 10/40

3

100%
A

A

3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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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FII

VAG
GITA

MSCI

(i) 

(ii) 
(iii) 

(iv) 

100%
A

A
69% FII

VAG
GITA

MSCI

90%

10%

(i) 
(ii) (iii) 

24 3 6 7 9 11 12 13 14
15 SDG

10%

10%

50%

10% A

SDG A

GITA

4

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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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20% A

GITA

MSCI

30% A

VAG
GITA

MSCI

100%
A

69% FII

VAG
GITA

MSCI

(PEA)
25%

20%
II

10%

GITA
V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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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VAG
GITA

50

20%

GITA

20%

20%

10%

80%

VAG
GITA

MSCI

SD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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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12 13 14 15 SDG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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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28% 0.05%

I/IT 2.00% 2.00% 1.28% 0.01%

W/WT 1.00% 0.01%

A/AM/AMg/AMf
/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0.75% 0.05%

I/IT 2.00% 2.00% 0.75% 0.01%

W/WT 0.60%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1.15% 0.05%

P8/PT8 2.00% 2.00% 0.95% 0.05%

I/IT 2.00% 2.00% 0.89% 0.01%

W/WT 1.15% 0.01%

A/AM/AMg/AT 5.00% 5.00% 1.30% 0.05%

P/PT 2.00% 2.00% 1.08% 0.05%

I/IT 2.00% 2.00% 0.70% 0.01%

W/WT 1.08% 0.01%

A/AM/AMg/AT 5.00% 5.00% 1.30% 0.05%

P/PT 2.00% 2.00% 1.20% 0.05%

I/IT 2.00% 2.00% 1.20% 0.01%

W/WT 0.50%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85% 0.05%

I/IT 2.00% 2.00% 1.40%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85% 0.05%

I/IT 2.00% 2.00% 1.40% 0.01%

W/WT 1.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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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AT 5.00% 5.00% 1.85% 0.05%

P/PT 1.28% 0.05%

P2/PT2 0.93% 0.05%

I/IT 1.28% 0.01%

W/WT 0.93%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85% 0.05%

I/IT 2.00% 2.00% 1.40%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85% 0.05%

I/IT 2.00% 2.00% 1.40%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65% 0.05%

P8/PT8 2.00% 2.00% 1.26%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I 2.00% 2.00% 1.08% 0.01%

W/WT 1.65% 0.01%

A/AM/AMg/AT 3.00% 3.00% 0.65% 0.05%

P/PT 0.51% 0.05%

I/IT 0.51% 0.01%

W/WT 0.54%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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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P/PT 2.00% 2.00% 0.82% 0.05%

P8/PT8 2.00% 2.00% 0.95% 0.05%

I/IT 2.00% 2.00% 0.82% 0.01%

W/WT 0.57%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1.85% 0.05%

I/IT 1.28%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00% 0.05%

P/PT 1.45% 0.05%

I/IT 1.45% 0.01%

W/WT 1.45% 0.01%

A/AM/AMg/AT 5.00% 5.00% 0.99% 0.05%

P/PT 0.55% 0.05%

I/IT 0.55% 0.01%

W/WT 1.45% 0.01%

SRI
A/AM/AMg/AT 5.00% 5.00% 1.70% 0.05%

P/PT 2.00% 2.00% 1.07% 0.05%

I/IT 2.00% 2.00% 1.07% 0.01%

W/WT 0.82% 0.01%

SRI
A/AM/AMg/AT 5.00% 5.00% 1.75% 0.05%

P/PT 2.00% 2.00% 1.07% 0.05%

I/IT 2.00% 2.00% 1.07% 0.01%

W/WT 0.82%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1.85% 0.05%

I/IT 1.85%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3.00% 3.00% 1.35% 0.05%

P/PT 0.79% 0.05%

I/IT 0.79% 0.01%

W/WT 0.49%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1.3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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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0.95% 0.05%

P8/PT8 2.00% 2.00% 1.10%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0.95% 0.05%

P8/PT8 2.00% 2.00% 1.10%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0.84% 0.05%

I/IT 2.00% 2.00% 0.84% 0.01%

W/WT 1.15%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0.95% 0.05%

P8/PT8 2.00% 2.00% 1.10%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0.82% 0.05%

P8/PT8 2.00% 2.00% 0.95% 0.05%

I/IT 2.00% 2.00% 0.82% 0.01%

W/WT 1.15%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2.00% 2.00% 1.85% 0.05%

I/IT 2.00% 2.00% 1.28% 0.01%

W/WT 1.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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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2.00% 2.00% 1.50% 0.05%

I/IT 2.00% 2.00% 1.50% 0.01%

W/WT 1.50% 0.01%

A/AM/AMg/AT 3.00% 3.00% 1.15% 0.05%

P/PT 0.75% 0.05%

I/IT 2.00% 2.00% 0.75% 0.01%

W/WT 0.75% 0.01%

A/AM/AMg/AMf
/AT

5.00% 5.00% 1.80% 0.05%

P/PT 0.95%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2.00% 2.00% 1.50% 0.05%

I/IT 2.00% 2.00% 1.50% 0.01%

W/WT 0.73% 0.01%

A/AM/AMg/AQ/
AT

5.00% 5.00% 0.90% 0.05%

P/PT 2.00% 2.00% 0.60% 0.05%

I/IT 2.00% 2.00% 0.60% 0.01%

W/WT 0.50%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1.53% 0.05%

I/IT 1.53% 0.01%

W/WT 1.53% 0.01%

A/AM/AMg/AT 3.00% 3.00% 1.45% 0.05%

P/PT 1.10% 0.05%

I/IT 2.00% 2.00% 1.10% 0.01%

W/WT 1.10% 0.01%

A/AM/AMg/AT 5.00% 5.00% 1.90% 0.05%

P/PT 2.00% 2.00% 1.14% 0.05%

I/IT 2.00% 2.00% 1.14% 0.01%

W/WT 0.8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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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A/AM/AMg/AT 5.00% 5.00% 1.90% 0.05%

P/PT 1.14% 0.05%

I/IT 2.00% 2.00% 1.14% 0.01%

W/WT 0.86%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1.38% 0.05%

I/IT 2.00% 2.00% 0.95% 0.01%

W/WT 1.38% 0.01%

A/AM/AMg/AT 3.00% 3.00% 1.30% 0.05%

I/IT 2.00% 2.00% 0.90% 0.01%

W/WT 0.90% 0.01%

A/AM/AMg/AT 5.00% 5.00% – 1.65% 0.05%

P/PT 2.00% 2.00% – 0.89% 0.05%

I/IT 2.00% 2.00% – 0.89% 0.01%

W/WT – – – 0.61% 0.01%

A/AM/AMg/AMf
/AT

3.00% 3.00% 1.14% 0.05%

P/PT 0.63% 0.05%

I/IT 0.63% 0.01%

W/WT 0.44%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2.00% 2.00% 1.08% 0.05%

I/IT 2.00% 2.00% 1.08% 0.01%

W/WT 1.50%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38%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Mf
/AT

5.00% 5.00% 1.0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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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P/PT 2.00% 2.00% 0.60% 0.05%

I/IT 2.00% 2.00% 0.60% 0.01%

W/WT 0.42%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1.50% 0.05%

I/IT 0.90% 0.01%

W/WT 0.70% 0.01%

A/AM/AMg/AT 5.00% 5.00% 1.00% 0.05%

P/PT 0.85% 0.05%

P8/PT8 2.00% 2.00% 0.65% 0.05%

I/IT 2.00% 2.00% 0.57% 0.01%

W/WT 0.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AT 5.00% 5.00% 1.80% 0.05%

P/PT 1.53% 0.05%

I/IT 1.08% 0.01%

W/WT 1.53%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0.84% 0.05%

P8/PT8 2.00% 2.00% 0.97% 0.05%

I/IT 2.00% 2.00% 0.84% 0.01%

W/WT 1.15% 0.01%

A/AM/AMg/AT 5.00% 5.00% 2.50% 0.05%

P/PT 2.00% 0.05%

I/IT 1.28% 0.01%

W/WT 2.00%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1.85% 0.05%

I/IT 1.85%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1.38% 0.05%

I/IT 0.9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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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1.85% 0.05%

I/IT 1.85% 0.01%

W/WT 1.85% 0.01%

A /AT 5.00% 5.00% 3.25% 0.05%

P/PT 2.00% 0.05%

I/IT 2.00% 0.01%

W/WT 2.00%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0.95% 0.05%

I/IT 0.95% 0.01%

W/WT 1.38%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3.00% 3.00% 0.99% 0.05%

P/PT 0.55% 0.05%

I/IT 0.55% 0.01%

W/WT 0.78% 0.01%

A/AM/AMg/AT 5.00% 5.00% 1.50% 0.05%

P/PT 2.00% 2.00% 0.84% 0.05%

I/IT 2.00% 2.00% 0.84% 0.01%

W/WT 1.15% 0.01%

A/AM/AMg/AT 3.00% 3.00% 1.45% 0.05%

P/PT 1.10% 0.05%

I/IT 2.00% 2.00% 1.10% 0.01%

W/WT 1.10% 0.01%



135

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A/AM/AMg/AT 5.00% 5.00% 2.35% 0.05%

P/PT 1.38%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1.03% 0.01%

A/AM/AMg/AT 5.00% 5.00% 2.25% 0.05%

P/PT 1.85% 0.05%

I/IT 1.28% 0.01%

W/WT 1.85%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2.00% 2.00% 1.50% 0.05%

I/IT 2.00% 2.00% 1.50% 0.01%

W/WT 1.50% 0.01%

A/AM/AMg/AT 5.00% 5.00% 2.05% 0.05%

P/PT 1.08% 0.05%

P8/PT8 2.00% 2.00% 1.26% 0.05%

I/IT 1.53% 0.01%

W/WT 1.53%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0.95% 0.05%

P2/PT2 0.65% 0.05%

I/IT 2.00% 2.00% 1.38% 0.01%

W/WT 0.65% 0.01%

A/AM/AMg/AT 5.00% 5.00% 1.80% 0.05%

P/PT 2.00% 2.00% 1.50% 0.05%

I/IT 2.00% 2.00% 1.50% 0.01%

W/WT 1.50% 0.01%

A/AM/AMg/AT 5.00% 5.00% 1.39% 0.05%

P/PT 2.00% 2.00% 0.75% 0.05%

P8/PT8 2.00% 2.00% 0.87% 0.05%

I/IT 2.00% 2.00% 0.75% 0.01%

W/WT 0.55% 0.01%

A/AM/AMg/AT 5.00% 5.00% 1.29% 0.05%

P/PT 2.00% 2.00% 1.45% 0.05%

I/IT 2.00% 2.00% 0.7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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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4

Taxe 
d’Abonnement

W/WT 1.45% 0.0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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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b)
2) 

c)
1) 

2) 

d)
3) 

e) 1) 
2) 

1)
2)
3)

2) AllianzGI AP

2) Voya IM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Singapore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 2) AllianzGI AP

A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AllianzGI Singapore

2) AllianzGI AP AllianzGI Singapore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2) Voya IM

2) AllianzGI Singapore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Allianz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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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SR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SR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Singapore

1) AllianzGI AllianzGI 

1) AllianzGI 

2) Voya IM

SRI 1) AllianzGI AllianzGI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Voya IM

1) AllianzGI 

2) Voya IM

2) Voya IM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AllianzGI Japan AllianzGI Singapore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AllianzGI Japan

1) AllianzGI Allianz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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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Voya IM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Japan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AllianzGI 

2) AllianzGI Singapore

2) Voya IM

1) AllianzGI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2) AllianzGI AP

1) AllianzGI 

2) AllianzGI AP

2) Voya IM

2) Voya IM

2) Voya IM

2) Voya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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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TRS CFDs

(%)

50/120 TRS

TRS



141

www.esma.europa.eu

BLOOMBERG INDEX SERVICES LIMITED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EXANE DERIVATIVES SNC

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MSCI LIMITED

NASDAQ COPENHAGEN A/S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

IHS MARKIT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

S&P DOW JONES INDICES LLC

STOXX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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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6 SFDR 8(1) SFDR 9(1)

- - 5.00 %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5.00 % 0.00 %

A
- - 5.00 % 0.00 %

- - 2.00 %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0.00 %

- - 2.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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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6 SFDR 8(1) SFDR 9(1)

- - - - -

- - - - -

- - - - -

- - - - -

SRI - - 5.00 % 0.10 %

SRI - - 5.00 % 0.10 %

- - - - -

- - 5.00 % 0.1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 - -

- - 10.00 % 0.10 %

- - 2.50 % 0.10 %

- - > 5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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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6 SFDR 8(1) SFDR 9(1)

- - - - -

- - - - -

SRI
- - 10.00 % 0.5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5.00 % 0.50 %

- - 5.00 % 0.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 % 0.1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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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6 SFDR 8(1) SFDR 9(1)

- - 20.00 % 1.00 %

- - > 50 % 0.00 %

- - 80 % 0.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1.0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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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6 SFDR 8(1) SFDR 9(1)

- - 5.00 % 0.50 %

- - > 50 % 0.00 %

- - - - -

- - 10.00 %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 % 0.00 %

(i) (ii) 
TSC

TSC
TSC

SFDR 8 9 PAI
SFDR 8 9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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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
2.
3.
4.
5.
6. A
7. A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SRI
20. SRI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SRI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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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6D.2 7.9

761G

Allianz Advanced Fixed Income Global^ Allianz Advanced Fixed Income 
Global Aggregate^ Allianz Advanced Fixed Income Short Duration^

Allianz Asian Small Cap Equity^ Allianz Best Styles Europe Equity^
Allianz Best Styles US Equity^ A

A Allianz 
Convertible Bond^ Allianz Credit Opportunities^ Allianz Credit Opportunities Plus^
Allianz Dynamic Multi Asset Strategy SRI 15^ Allianz Dynamic Multi Asset Strategy SRI 
50^ Allianz Dynamic Multi Asset Strategy SRI 75^ Allianz 
Emerging Europe Equity^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Opportunities^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Sovereign Bond^ Allianz Enhanced Short Term Euro^
Allianz Euro Bond^ Allianz Euro Credit SRI^ Allianz Euro 
High Yield Defensive^ Allianz Euro Inflation-linked Bond^

Allianz Europe Equity SRI^ Allianz Europe Equity 
Value^ Allianz Europe Small Cap Equity^
Allianz Floating Rate Notes Plus^
Allianz German Equity^ SRI Allianz 
Global Dividend^ Allianz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Dividend^ Allianz Global 
Equity Insights^

Allianz 
Japan Smaller Companies Equity^ Allianz Multi Asset Long/Short^
Allianz Multi Asset Opportunities^

Allianz SDG Euro Credit^
Allianz Strategic Bond^ Allianz Sustainable Health Evolution^

Allianz Treasury Short Term Plus Euro^
Allianz Unconstrained Multi Asset Strategy^

(InvFG) 140
(Finanzmarktaufsicht) Erste Bank der 

oesterreichischen Sparkassen AG 2019/1160 1 2009/65 EG 92

Oesterreichische Kontrollbank AG

Autoriti Monetary Brunei 
Darussalam



149

2013 (Securities Market 
Order) 20

2011 12 2

UCITS
(Danish Capital Gain Tax Act) 19

2011 47.5% 2012
45.5% 2013 43.5% 2014 4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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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ension 
Savings Tax Regime) 15%

(Danish Act on Taxation 
of Pension Yield)

25%

25%

(durable medium)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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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erman Equity^ Allianz German Small and Micro 
Cap^ (PEA,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

Allianz Europe Small and Micro Cap Equity^
(PEA-PME,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 destiné au 

financement des PME-ETI)

(German Investment Code KAGB) 310 Allianz ActiveInvest 
Balanced^ Allianz ActiveInvest Defensive^ Allianz ActiveInvest Dynamic^ Allianz Best 
Ideas 2025^ Allianz Best of Managers^ Allianz Blockchain Opportunities^

Allianz Coupon Select Plus V^ Allianz Coupon Select Plus VI^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Multi Asset Income^ Allianz Euro Balanced^ Allianz Euro 
Government Bond^ Allianz Europe Small and Micro Cap Equity^ Allianz Global Capital 
Plus^ Allianz Green Future^ Allianz Green Transition Bond^ Allianz Metaverse^

Allianz Selection Fixed Income^ Allianz Selection Alternative^
Allianz Selection Small and Mid Cap Equity^ Allianz SGD Income^ Allianz Strategy 
Select 30^ Allianz Strategy 4Life 30^ Allianz Strategy 4Life 50^ Allianz Strategy 4Life 
75^ Allianz Strategy 4Life Europe 40^ Allianz Sustainable Multi Asset 75^ Alli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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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and Brands^ Allianz UK Government Bond^

https://de.allianzgi.com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https://lu.allianzgi.com

Börsen-Zeitung Frankfurt/Main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298 2 167

2009/65/EC 43

2009/65/EC 64

https://de.allianzgi.com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https://lu.allianzgi.com

2016 7 26 (The Investment Tax Reform Ac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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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ster/Rürup)

AllianzGI AP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2013 2013 18

2019
(Banning of Unregulated Deposits Schemes Act)

1999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

Carne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2nd Floor, Block E, Iveagh Court, Harcourt Road, Dublin 2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1997 (Taxes Consolidation Act)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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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s Plans)
(Italian Subscription Form)

SICAV
1997 12 4 (Italian Legislative Decree) 460

(organizzazione non lucrativa di utilita’ sociale)

1.
LGT Bank AG Herrengasse 12, FL-9490 Vaduz

2.

3.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4.

2013 (Financial Markets Conduct Act, FMCA)

FMCA
FMCA 2013

(Financial Markets Conduct Regulations)

(Securities Regulation Code, SRC) 10.1

(1) SRC 10.1
(2)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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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6 1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pl-PL/B2C/Poland-PL/Zawiadomienia-dla-Inwestor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S.A. (IFDS)
DMC & Wire Room
Att.: AGI/AZZ Dealing Desk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InvestorServicesAllianzGI@StateStreet.com

289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FA)

AllianzGI Singapore

1.
BNP Paribas, Paris Selnaustrasse 16, CH-8002 Zurich

2.

3.
www.fundinfo.com

www.fundinfo.co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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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SA

5.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AllianzGI Taiwan

AllianzGI Taiwan

(i)
(ii)

(iii)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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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2016 Directors’ Chairman Decision No. 9/R.M.
2017 SCA Resolution No. 3 R.M.

(1)
(a)
(b) (c)

(d) SCA
(e)

(i) 7,500 (ii)
1.5 (iii) 700 (2) SCA

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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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 RDR)
2012 12 31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EEA) FCA
RDR

RDR (i) (ii)
2012 12 31

RDR

P

RDR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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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Marketing Permissions Regime)
Allianz Advanced Fixed Income Short Duration^

Allianz Asian Small Cap Equity^
Allianz Best Styles US Equity^ A

Allianz Climate 
Transition^ Allianz Convertible Bond^ Allianz Credit Opportunities^

Allianz Dynamic Commodities^ Allianz Emerging 
Europe Equity^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Opportunities^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SRI^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Local Currency Bond^

Allianz Emerging Markets Sovereign 
Bond^ SRI SRI Allianz Euro Bond^
Allianz Euro Credit SRI^

Allianz Europe Equity SRI^ Allianz Europe Mid Cap 
Equity^ Allianz Europe Small Cap Equity^ Allianz Fixed Income 
Macro^
Allianz German Equity^ SRI Allianz 
Global Equity Insights^

Allianz Global Multi-
Asset Credit SRI^

Allianz Japan Smaller Companies Equity^ Allianz 
Multi Asset Long/Short^ Allianz Multi Asset Opportunities^ Allianz Multi Asset Risk 
Premia^

Allianz Short Duration Global Bond SRI^ Allianz Strategic Bond^
Allianz Treasury Short 

Term Plus Euro^ Allianz Unconstrained Multi Asset Strategy^
Allianz Volatility Strategy Fund^

EEA UCITS UCITS
FCA 2000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F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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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rivate Placement Regime)
A

Allianz Green Transition Bond^ Allianz 
Sustainable Health Evolution^ Allianz UK Government Bond^

(1)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 
AIFMD) 2011/61/EU

2018
(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3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Regulations)

2005 FSMA 29(3) FSM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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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全全方方位位中中國國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RSE3ISUYS6ZL79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162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

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  

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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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

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  

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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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境內和離岸中國、香港及澳門股票市場。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

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

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

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

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

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

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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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境內和離岸中國、香港及澳門股票市場。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

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

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

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

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

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

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安聯全方位中國股票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全

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干情

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改進，

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除非投

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管

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策略

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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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行

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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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行

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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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168



安聯中國A股機遇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中中國國A股股機機遇遇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SR5WUFEB6J764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中國A股機遇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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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中中國國A股股機機遇遇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SR5WUFEB6J764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中國A股機遇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中國A股機遇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

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是

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目標

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

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

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

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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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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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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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中國A股機遇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中國A股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大型公司。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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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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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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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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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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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神州A股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神神州州A股股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CTGGXS3O08YO0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

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神州A股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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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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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神州A股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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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神州A股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中國的中國A股市場。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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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神州A股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神州A股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中國的中國A股市場。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安聯神州A股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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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神州A股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

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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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

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神州A股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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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中中國國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HFT1TW3OAGQ113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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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中中國國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HFT1TW3OAGQ113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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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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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中國、香港及澳門股票市場。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

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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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

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

資產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

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

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

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187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

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

資產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

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

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

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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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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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潔潔淨淨地地球球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3YJB0A9U4O4D87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

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

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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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

，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

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

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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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

，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

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

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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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

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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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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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從事潔淨環境的公

司。 

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不同主題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的股票。從事潔淨環境的公司，即提供對改善與潔淨環

境三個關鍵方面有關的挑戰作出主動正面貢獻的產品或解決方案的公司，其中包括核心主題(i) 清潔土地、

(ii) 能源轉型，以及(iii) 清潔飲水（以第2、3、6、7、9、11、12、13、14及15項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評

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源

，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作及

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自有

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20%持

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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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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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潔淨地球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潔淨地球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入

部份的營營業業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投

資（例如過渡至

綠色經濟）的資資

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活

動的營營運運開開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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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障措

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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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障措

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網網絡絡安安全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I11GBTWP04NS8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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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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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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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業務將受惠於網絡安全或現時與網絡安全有

關的公司。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

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

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

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

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

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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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業務將受惠於網絡安全或現時與網絡安全有

關的公司。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

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

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

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

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

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02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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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網絡安全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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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新新興興市市場場SRI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V4JP0EVDIGZD9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境、社

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組

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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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新新興興市市場場SRI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V4JP0EVDIGZD9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境、社

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組

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照

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有

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現

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

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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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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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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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SRI策略）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的主權和

類主權債務證券。作為SRI同類最佳策略的一部份，附屬基金將如下所述考慮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

為因素： 

- 投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及長期議

題。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和潛在機遇之整個程

序。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   

- 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業或主權

發行機構。 

此內部SRI評級用於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對證券進行排名、選擇或加權。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9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

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

將獲得相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

但不限於現金、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就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而言，採用衡量各種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的內部評分模型，其中自由之家指

數被視為其他準則中的準則之一。倘若相關發行機構的國家不符合上述內部評分模型的要求，則不得購入

非主權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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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

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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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

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210



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摩根大通ESG新興市場債券環球多元化總回報指數作為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附屬基金使用的 ESG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並非完全一致。該指標採用的ESG評分和篩

選方法偏好ESG準則排名較高的發行機構及綠色債券，並減持和排除排名較低的發行機構。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使用ESG準則及排除準則以建構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

https://www.jpmorgan.com/content/dam/jpm/cib/complex/content/markets/composition-docs/pdf-30.pdf
或www.jpmorgan.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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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市場SRI債券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摩根大通ESG新興市場債券環球多元化總回報指數作為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附屬基金使用的 ESG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並非完全一致。該指標採用的ESG評分和篩

選方法偏好ESG準則排名較高的發行機構及綠色債券，並減持和排除排名較低的發行機構。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使用ESG準則及排除準則以建構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

https://www.jpmorgan.com/content/dam/jpm/cib/complex/content/markets/composition-docs/pdf-30.pdf
或www.jpmorgan.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新新興興市市場場SRI企企業業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G3RBZLNLUYXA43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

境、社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

構投資組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

（例如現金及存款））資產投資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即最低SRI評級為2的發行機構，評級範圍介

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的實際百分比與同類最佳發行機構的指標的實際百分比進行

比較。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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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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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SRI策略）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的企

業債務證券。作為SRI同類最佳策略的一部份，附屬基金將如下所述考慮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為因

素：  

- 投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及長期議

題。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和潛在機遇之整個程

序。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   

- 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業或主權

發行機構。  

此內部SRI評級用於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對證券進行排名、選擇或加權。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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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9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

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將獲得相

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

、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獲評級工具遵循最低評級為 1.50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就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而言，採用衡量各種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的內部評分模型，其中自由之家

指數被視為其他準則中的準則之一。倘若相關發行機構的國家不符合上述內部評分模型的要求，則不得

購入非主權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

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15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9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

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將獲得相

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

、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獲評級工具遵循最低評級為 1.50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就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而言，採用衡量各種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的內部評分模型，其中自由之家

指數被視為其他準則中的準則之一。倘若相關發行機構的國家不符合上述內部評分模型的要求，則不得

購入非主權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務證券。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

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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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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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新興市場SRI企業債券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

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摩根大通ESG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廣泛多元化總回報指數作為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附屬基金使用的 ESG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並非完全一致。該指標採用的ESG評分和

篩選方法偏好ESG準則排名較高的發行機構及綠色債券，並減持和排除排名較低的發行機構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使用ESG準則及排除準則以建構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jpmorgan.com/insights/research/index-research/composition-
docs或www.jpmorgan.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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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元元高高收收益益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IS7IKH6HMU9CTMM3VM48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

機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219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元元高高收收益益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IS7IKH6HMU9CTMM3VM48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

機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

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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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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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以歐元計價的高收益評級債務證券。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

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

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

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

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

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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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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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224



安聯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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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陸陸成成長長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P15C6H38NBO527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

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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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陸成長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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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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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歐元區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

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

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

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

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

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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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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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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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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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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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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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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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洲洲成成長長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N3S28ICP3HG051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

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

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

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

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

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

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

作作出出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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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洲洲成成長長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N3S28ICP3HG051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

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

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

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

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

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

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

作作出出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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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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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投資目標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附屬基金的個別投

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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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投資目標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附屬基金的個別投

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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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

現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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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

現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238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洲洲增增長長精精選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UEVM0IKP1RGZ2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239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洲洲增增長長精精選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UEVM0IKP1RGZ2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的，投資於不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

目目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

重重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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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大市值公司增長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

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

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

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

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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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大市值公司增長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

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

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

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

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

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

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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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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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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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安聯歐洲增長精選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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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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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歐歐洲洲股股息息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XUMQIJXEX2O502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11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附屬基金」）是根據為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 
（「KPI 策略（絕對）」）進行管理。「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計算

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  

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方法是確保附屬基金在未來財政年度結束時，投資組合層面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按年

改善。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實際KPI 覆蓋百分比（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

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按年改善的情況。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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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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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考慮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的溫室氣體相關PAI指標。考慮的PAI指標如

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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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KPI 策略 
（絕對）」）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內預期可達致持續股息回報的公司。 

附屬基金的策略是實現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可持續發展 KPI至少按年改善。「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

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計算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為實現這個目

標，投資經理將進行年度檢查，比較附屬基金的可持續發展KPI 與可持續發展KPI的每年改善進度（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將於應用可持續發展 KPI的首日（參考日期）開始，按附屬基金在未來財政年度結束時的目標年

度改善率釐定。在時間序列的每個財政年度結束時，採用年度改善率以評估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的目標。在

參考點至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將採用按比例計算的年率。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售

代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指標允許比

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發行機構的銷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

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範疇比重）重訂基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

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

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

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

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8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

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由參考日期2022年12月29日開始，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最少按年改善5%。在參

考點至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將採用按比例計算的年率。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

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

核武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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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絕對）（「KPI 策略 
（絕對）」）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內預期可達致持續股息回報的公司。 

附屬基金的策略是實現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可持續發展 KPI至少按年改善。「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

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計算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為實現這個目

標，投資經理將進行年度檢查，比較附屬基金的可持續發展KPI 與可持續發展KPI的每年改善進度（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將於應用可持續發展 KPI的首日（參考日期）開始，按附屬基金在未來財政年度結束時的目標年

度改善率釐定。在時間序列的每個財政年度結束時，採用年度改善率以評估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的目標。在

參考點至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將採用按比例計算的年率。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售

代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指標允許比

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發行機構的銷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

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範疇比重）重訂基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

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

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

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

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8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

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由參考日期2022年12月29日開始，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最少按年改善5%。在參

考點至首個財政年度結束期間，將採用按比例計算的年率。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

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

核武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歐洲股息基金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

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

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1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

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

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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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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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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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

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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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亞亞洲洲靈靈活活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C83822MBOOH659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

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5500%%比例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

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

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附屬基金」）是根據為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

（「KPI 策略（相對）」）進行管理。「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計算

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  

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方法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實際KPI 覆蓋百分比（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

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實際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投資組合對比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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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亞亞洲洲靈靈活活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C83822MBOOH659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

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

展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5500%%比例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

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

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

任任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附屬基金」）是根據為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

（「KPI 策略（相對）」）進行管理。「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計算

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  

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方法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實際KPI 覆蓋百分比（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

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實際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投資組合對比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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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考慮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的溫室氣體相關PAI指標。考慮的PAI指標如

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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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考慮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的溫室氣體相關PAI指標。考慮的PAI指標如

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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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KPI 
策略（相對）」）投資於以歐元、美元、英鎊、日圓、澳元、紐西蘭元或任何亞洲貨幣計價的亞洲債券市場

債務證券。附屬基金的策略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其指標。表現領先是按附屬基金的加權

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表現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的差距計算。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售

代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比率以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該指標允許比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發行機

構的銷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範疇比 
重）重訂基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行機構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體強度數 
據。投資經理分析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

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8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

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最少20%。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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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

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

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

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

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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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

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

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

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

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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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歐盟分

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有

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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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

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摩根大通亞洲信貸綜合總回報指數作為指標。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附屬基金將透過按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以推廣環境及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在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是一項反映大市的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www.jpmorgan.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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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

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摩根大通亞洲信貸綜合總回報指數作為指標。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附屬基金將透過按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以推廣環境及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在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是一項反映大市的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www.jpmorgan.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糧糧食食安安全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1E4VA6IBICG293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投

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發展

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何何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

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

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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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

，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

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

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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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

，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

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

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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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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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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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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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在糧食安全領域從事

業務的公司。 

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不同糧食安全主題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的股票。從事糧食安全核心主題的公司，即

提供可改善整個供應鏈糧食管理實務措施的產品或解決方案的公司，這些產品或解決方案旨在改善農業實

務措施的可持續發展、天然資源效率，以及糧食的可負擔程度和質素（以第2、3、6、12、13、14及15項
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評

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

源，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

作及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

自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

20%持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

工具。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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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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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行

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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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障措

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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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

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障措

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信信貸貸SRI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YBUQOG42TTJR8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11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境、社會、

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債券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的

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

如現金及存款））資產投資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即最低SRI評級為2的發行機構，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的實際百分比相對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的指標的實際百分比。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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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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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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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SRI策略）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作為SRI同類

最佳策略的一部份，附屬基金將如下所述考慮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為因素：  

- 投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

及長期議題。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

和潛在機遇之整個程序。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   

- 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

業或主權發行機構。  

此內部SRI評級用於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對證券進行排名、選擇或加權。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7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

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將獲得相

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

、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70%的獲評級工具遵循最低評級為 1.75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最

高20%遵循最低評級介乎1至1.75的要求。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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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SRI策略）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作為SRI同類

最佳策略的一部份，附屬基金將如下所述考慮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為因素：  

- 投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

及長期議題。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

和潛在機遇之整個程序。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   

- 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

業或主權發行機構。  

此內部SRI評級用於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對證券進行排名、選擇或加權。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7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

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將獲得相

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

、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70%的獲評級工具遵循最低評級為 1.75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最

高20%遵循最低評級介乎1至1.75的要求。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

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7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

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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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

用的等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

歐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

項目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

標，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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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

用的等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

歐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

項目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

標，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環球信貸SRI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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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成成長長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7LC5RZOIZQJK0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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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成成長長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7LC5RZOIZQJK0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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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

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

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

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

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

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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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

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

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

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

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

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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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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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環球成長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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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全全球球靈靈活活策策略略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MK0JF6PD64Q80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
行機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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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全全球球靈靈活活策策略略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MK0JF6PD64Q80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
行機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不適用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不適用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
一致？詳情： 

不適用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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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以建構一個專注於選股的集中型股票投資組合

。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

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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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全球靈活策略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以建構一個專注於選股的集中型股票投資組合

。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

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

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
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

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

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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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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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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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

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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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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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浮浮動動息息率率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QOOVX41NDJVJ51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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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浮浮動動息息率率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QOOVX41NDJVJ51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
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

質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

以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

響的活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

流程和合規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

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

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

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

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

核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

權指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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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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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環球範疇的浮息票據賺取收益。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

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

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

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

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

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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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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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

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

評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

府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292



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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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浮動息率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高高收收益益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Y1G08CCQCSWL61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附屬基金」）是根據為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
（「KPI 策略（相對）」）進行管理。「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售
計算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  

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方法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實際KPI 覆蓋百分比（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
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實際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投資組合對比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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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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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考慮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的溫室氣體相關PAI指標。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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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KPI 策略（相對）」）

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的高收益評級債務證券。附屬基金的策略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其

指標。表現領先是按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表現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的

差距計算。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

售代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比率以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該指標允許比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

發行機構的銷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

範疇比重）重訂基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

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

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

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8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

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最少20%。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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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KPI 策略（相對）」）

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的高收益評級債務證券。附屬基金的策略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其

指標。表現領先是按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表現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的

差距計算。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

售代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比率以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該指標允許比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

發行機構的銷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

範疇比重）重訂基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

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

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

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8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

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最少20%。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

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

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

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

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

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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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

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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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

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環球高收益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美國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環球高收益限制指數（對沖）作為指標。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

數。附屬基金將透過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以推廣環境及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在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是一項反映大市的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theice.com/market-data/indices/fixed-income-indices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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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可可持持續續多多元元資資產產均均衡衡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IVJKX5A2N0KP6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33..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附屬基金」）推廣一系列廣泛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最少70%
的資產將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管理公司的多種可持續發展策略）進行投資，及
／或投資於綠色債券及／或SFDR第8條和第9條目標基金（「SFDR目標基金」）。 

視乎投資經理選擇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而定，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可能包括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商
業行為因素或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作為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一部份，投資經理最少將70%的基金資產根據多種可持續發展策略進行分
配。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於綠色債券及／或SFDR目標基金及／或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投資於股票及╱或
債務證券的實際資產百分比。 

- 作為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一部份，若投資經理決定直接投資於債務證券或股票，將須公佈遵循
相應約束要素的情況。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現金、衍生工具、
外部目標基金和未有遵循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內部目標基金除外）。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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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可可持持續續多多元元資資產產均均衡衡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IVJKX5A2N0KP6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33..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附屬基金」）推廣一系列廣泛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最少70%
的資產將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管理公司的多種可持續發展策略）進行投資，及
／或投資於綠色債券及／或SFDR第8條和第9條目標基金（「SFDR目標基金」）。 

視乎投資經理選擇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而定，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可能包括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商
業行為因素或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作為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一部份，投資經理最少將70%的基金資產根據多種可持續發展策略進行分
配。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於綠色債券及／或SFDR目標基金及／或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投資於股票及╱或
債務證券的實際資產百分比。 

- 作為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一部份，若投資經理決定直接投資於債務證券或股票，將須公佈遵循
相應約束要素的情況。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現金、衍生工具、
外部目標基金和未有遵循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內部目標基金除外）。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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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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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

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

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

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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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投資於廣泛資產類別，並專注

於環球股票、債券及貨幣市場，從而締造可比擬均衡投資組合（包括50%環球股票市場和50%環球債券市場）

的中期表現。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MAS策略」）管理的附屬基金投資於(i) 具有環境及／或社會

特點及／或進行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活動的公司之股票及／或債務證券；及／或投資於(ii) 綠色債券；

及／或 (iii)SFDR目標基金。  

遵循以下任何策略進行股票或債務證券投資： 

- SRI策略   

附屬基金或策略透過同類最佳的策略，將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整合至附屬基金的投資程

序，從而推廣環境和社會特點。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 符合SDG策略類別A 

附屬基金或策略的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股票及／或債務證券，

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

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 

- 綠色債券策略  

附屬基金或策略的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是推動資本市場演變，以配合過渡至低碳社會、自然資本保存和適應

氣候變化。附屬基金或策略主要投資於綠色債券，該類債券為緩解或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或其他可持續發展

的環境項目提供資金，特別是涉及以下範疇：能源效益、可再生能源、原材料、水資源和土地、廢物管理、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生物多樣性或循環經濟。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根據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MAS策略」）管理的附屬基金投資於(i) 具有環境及／或社會特點及／

或進行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活動的公司之股票及／或債務證券；及／或投資於(ii) 綠色債券；及

／或 (iii)SFDR目標基金。 

整體而言，投資經理需最少將70%的附屬基金資產投資於SFDR目標基金及／或根據多元資產可持

續發展策略投資於股票及╱或債務證券。視乎為直接證券選擇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而定，以下一項

或多項約束要素可能適用：：  

- SRI策略 

以下是若干約束要素：(1) 最低投資組合評級百分比；(2) 最低SRI評級水平；(3) 縮小投資範疇 

- 符合SDG策略類別A 

約束要素：(1) 發行機構最少50%的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對SDG作出貢獻；(2) 可持續發展投

資的比重超過 50%；(3) 在公司層面最少80%持股中，可持續發展投資佔20%，以及在公司層面剩

餘20%持股中，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不包括現金和衍生工具）  

- 綠色債券策略  

約束要素：(1) 附屬基金最少將85%的資產投資於綠色債券；(2)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比重超過50%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現金、衍生工具、外部目標基金和未有遵循可持

續發展策略的內部目標基金除外）：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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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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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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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7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

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

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或作為多元資產可持續發展策略一部份進行投資的指定額度以

外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3%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306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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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

估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

債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環球可持續多元資產均衡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

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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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全全球球永永續續發發展展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529900W68IN4IJ546R8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投

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00..0000%%比例的可持續發展

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何何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境、社
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
組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
例如現金及存款））投資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即最低SRI評級為2的發行機構，評級範圍介乎0-4）的
實際百分比相對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的指標的實際百分比。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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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全全球球永永續續發發展展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529900W68IN4IJ546R8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投

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2200..0000%%比例的可持續發展

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何何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附屬基金」）透過在附屬基金的投資程序中整合同類最佳策略，以推廣環境、社
會、人權、管治和商業行為因素（此領域不適用於由主權實體發行的主權債券）。這包括根據用以建構投資
組合的SRI評級對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進行評估。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
例如現金及存款））投資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即最低SRI評級為2的發行機構，評級範圍介乎0-4）的
實際百分比相對於同類最佳發行機構的指標的實際百分比。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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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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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除其他可持續發展因素外，PAI指標亦可用作衍生SRI評級。SRI評級用以建構投資組合。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可持續及責任投資策略（SRI策略），投資於環球已發展國家股票

市場。投資經理可進行外匯重置，因此須就經合組織成員國貨幣承擔額外外幣風險，即使本附屬基金並未包

括任何以此等貨幣計價的資產。 

作為SRI同類最佳策略的一部份，附屬基金將如下所述考慮環境、社會、人權、管治及商業行為因素：  

- 投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及長期

議題。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和潛在機遇之

整個程序。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   

- 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業或主

權發行機構。  

此內部SRI評級用於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對證券進行排名、選擇或加權。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最低評級覆蓋率：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90%須獲得SRI評級（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未獲

評級的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雖然附屬基金的大部份持倉

將獲得相應的SRI評級，但部份投資無法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

但不限於現金、存款，目標基金，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 75%的獲評級工具遵循最低評級為2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

25%遵循最低評級為1.25至2的要求。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以下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附屬基金不可將資產投資於超過5%的收益源自(i)酒類、(ii)武器、(iii)博彩及(iv)色情行業的公司的股票。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

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我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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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0%的資產

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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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不會獲評級的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

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

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20%的資產

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

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

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

券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

效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1.00% 

 

 

 

 

 

 

 

99.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1.00% 

 

 

 

 

 

 

 

99.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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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基金指定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總回報）作為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附屬基金使用的可持續發展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並非完全一致。該指標使用以ESG
準則為基礎的同類最佳策略。具體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使用以ESG準則為基礎的同類最佳策略以建構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spglobal.com/spdji/en/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dj-
sustainability-indices.pdf或www.spglobal.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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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基金指定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總回報）作為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附屬基金使用的可持續發展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並非完全一致。該指標使用以ESG
準則為基礎的同類最佳策略。具體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使用以ESG準則為基礎的同類最佳策略以建構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spglobal.com/spdji/en/documents/methodologies/methodology-dj-
sustainability-indices.pdf或www.spglobal.com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水水資資源源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NQRL4PJUZL0R8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投

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發展

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
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何何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
實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
度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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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

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

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

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

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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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

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

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

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

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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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

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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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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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從事水資源管

理的公司。 

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不同水資源管理主題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的股票。從事水資源管理的公司，即提供

就缺水和水質問題為環境及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並有助提升環球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產品或解決方案的公

司（以第6、9、11及12項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

評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

源，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

作及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

自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20%持

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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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環境 

其他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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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環境 

其他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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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

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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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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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水資源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9條第1至4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5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綠綠色色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JPE1XADGY8YM71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8800..0000%%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______%%比例的可持續發

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附屬基金」）遵循「綠色債券策略」。綠色債券策略的目標是推動資本市場演變，以配
合過渡至低碳社會、自然資本保存和適應氣候變化。綠色債券指指定債務證券，旨在鼓勵可持續發展及支持與
氣候相關或其他類型的特別環境項目。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綠色債券，該類債券為緩解或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
或其他可持續發展的環境項目提供資金，特別是涉及以下範疇：能源效益、可再生能源、原材料、水資源和土
地、廢物管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生物多樣性或循環經濟。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
展投資。 

此外，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實實現現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的的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可用作衡量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於綠色債券的實際資產百分比。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投資組合遵循持有最低SRI評級為 1的綠色債券（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評級）。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這項金融產

品如何實現可持

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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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如何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

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附屬基金特定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

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此外，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

很低，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

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

所發行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

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超過8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
估的一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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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如何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

化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

下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

動、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

機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

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

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

應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

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附屬基金特定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

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

內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

司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此外，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

很低，相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

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

所發行的證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

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超過8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
估的一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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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綠色債券策略，投資於以經合組織國家貨幣計價的環球債券市場投資級別

綠色債券。  
綠色債券策略旨在投資於綠色債券，綠色債券是一種特定資產類別，其債券集資款項專門用於為氣候及環境項

目提供資金。  
投資經理分析債券結構，以釐定其是否符合綠色債券原則。符合以下四個原則，是債券被視作綠色債券的先決

條件： 

- 在債券基金章程的募集資金用途一節作出正式聲明，表明募集資金將用於「綠色」╱氣候項目。 

- 發行機構的內部流程可根據合理方法和明確標準，以物色合資格項目。 

- 進行資金管理，以確保募集資金分配予已識別項目，而非分配予其他一般開支╱投資。 

- 至少每年報告一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項目狀況和實際環境影響。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分析由綠色債券集資款項提供資金的項目。要符合資格，這些項目必須名列於安聯

環球投資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的研究而內部制定的綠色項目清單，CBI是世界著名的組織，專就不同

類別項目在緩解氣候變化的影響方面提供科學化的評估。 

在挑選發行機構的過程中，投資經理亦會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因素，以完成有關分析。投

資經理透過SRI研究對上述可持續發展因素進行分析，以評估發行機構的策略如何考慮可持續發展及長期議題。

SRI研究指根據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識別投資一家發行機構的證券的潛在風險和潛在機遇之整個程序。

SRI研究數據結合外部研究數據（或會存在若干限制）與內部分析。根據外部及╱或內部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之

綜合結果，每月作出內部評級（SRI評級），然後授予企業或主權發行機構。若發行機構的平均SRI評級顯示其

可持續發展狀況較差，該發行機構所發行或提供的債券將不符合綠色債券策略的資格。 

最後，投資經理將集中分析個別發行機構為邁向低碳模式而採用的過渡策略的可信性。投資經理的目的是看好

由已制定穩健策略，以減低其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綠色債券。投資經理致力識別僅

利用綠色債券市場作宣傳╱市場推廣目的之發行機構，因此將不會投資於由該類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券。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 

- 附屬基金最少將85%的資產投資於綠色債券 

- 投資組合持有的綠色債券遵循最低SRI評級為 1的要求（評級範圍介乎0-4；0 為最差評級，4 為最佳

評級）  

- 承諾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80% 

- 以下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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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的證券；   

- 超過3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3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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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的證券；   

- 超過3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3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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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如如何何？？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為推動資本市場演變，以配合過渡至低碳社會、自然資本保存和適應氣候變化，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綠色債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8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以環境為目標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80%。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

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22  非非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包括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項目。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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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效

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附屬基金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包括歐盟

分類規例）的整體投資比重最少為80%。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符

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不考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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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1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

指標。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效

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10% 

 

 

 

 

 

 

 

99.9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附屬基金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包括歐盟

分類規例）的整體投資比重最少為80%。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符

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不考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22  非非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

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非可持續發展」項下的部份投資包括與不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相關商業活動。此外，投資

經理可能會投資於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以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

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符符合合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美國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綠色債券指數作為指標。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如如何何以以持持續續符符合合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的的方方式式考考慮慮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 

附屬基金使用的綠色債券指標與附屬基金所推廣的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並非完全一致。美國洲際交易所美

銀美林綠色債券指數追蹤符合「綠色」條件的證券的表現。合資格債券必須明確指定募集資金用途，僅用

於推廣氣候變化緩解或適應或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原則所述其他環境可持續發展目的的項目或活動

。具體篩選及排除準則可能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標的篩選及排除準則偏離附屬基金的投資策略，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追蹤符合「綠色」條件的證券的表現。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theice.com/publicdocs/Green_Bond_Index.pdf 及www.theice.com
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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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日日本本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D7K4CJB8ABAW87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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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日日本本股股票票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D7K4CJB8ABAW87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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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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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日本股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日本股票市場。  

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

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

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

圍2排放數據，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
旨在根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

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

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

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

）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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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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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

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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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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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變變革革世世界界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BL3ET622OAUC93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
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
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 

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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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

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

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

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

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

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

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

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

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

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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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

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

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

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

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

或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

制；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

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

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

商互動協作，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

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

心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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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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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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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變革世界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投資業務有助達成

聯合國的一個或多個SDG的公司，繼而為環境及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附屬基金投資於從事業務有助達成一個或多個SDG的公司的股票，即就可負擔醫療、教育、能源轉型、糧食

安全、普及金融服務、水資源及廢物管理的主題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以第1、2、3、4、5、6、7、
8、9、10、11、12、13、14、15、16及17項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評

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源

，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作及

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

自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20%
持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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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附屬基金投

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環境 

其他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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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健

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在若

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作獲得

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可供投資

，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業

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作的

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附屬基金投

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環境 

其他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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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1.0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指標

。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效

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1.00% 

 

 

 

 

 

 

 

99.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1.00% 

 

 

 

 

 

 

 

99.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不考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

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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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或或

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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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變革世界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或或

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球球精精選選高高收收益益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GJL672LFNCCQ34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
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續續
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附屬基金」）是根據為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
對）（「KPI 策略（相對）」）進行管理。「可持續發展 KPI」衡量溫室氣體強度，其定義為基於公司年度銷
售計算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溫室氣體強度」）。  

應對溫室氣體強度的方法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已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實際KPI 覆蓋百分比（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級
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實際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投資組合對比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 

- 遵循把投資範疇縮小20%。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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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347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考慮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的溫室氣體相關PAI指標。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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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附屬基金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

對）（「KPI 策略（相對）」）致力提供接近高收益的回報，預期波幅為投資級別與高收益之間的水平。附屬基

金的策略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其指標。表現領先是按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表

現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的差距計算。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售代

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比率以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該指標允許比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發行機構的銷

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範疇比重）重訂基

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

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部

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9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

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最少30%。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溫室氣體強度最高的發行機構 

- 表現優於指標，排除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的20%溫室氣體強度最高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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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債券市場。附屬基金根據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

對）（「KPI 策略（相對）」）致力提供接近高收益的回報，預期波幅為投資級別與高收益之間的水平。附屬基

金的策略是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其指標。表現領先是按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表

現優於附屬基金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的差距計算。  

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指附屬基金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銷售代

表公司的年度銷售。該溫室氣體比率按銷售歸一計算，有助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進行比較。該比率以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百萬銷售計算。該指標允許比較不同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識別出按發行機構的銷

售計算，由溫室氣體效率較佳的發行機構組成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比重（以及指標或投資範疇比重）重訂基

數，以便在計算中僅考慮具有可用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發行機構。溫室氣體代表各個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為釐定公司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將使用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溫室氣體強度數據。投資經理分析

溫室氣體強度，並在證券選擇過程中予以考慮，以實現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 

預期只有小部份資產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並無進行溫室氣體強度評估的工具例子包括現金及存款，部

份目標基金，以及溫室氣體強度視作不適用及／或未能提供數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KPI 覆蓋百分比最少90%（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

獲評級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最少30%。 

- 縮小投資範疇，排除最少20%溫室氣體強度最高的發行機構 

- 表現優於指標，排除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的20%溫室氣體強度最高的發行機構。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承諾縮小投資範疇最少20%。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環球精選高收益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不包括現金及衍生工具）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

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

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最少將5%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

展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

出最低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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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指標

。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效

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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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涉及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債務及／或股票。符合歐盟

分類規例的投資最低百分比為0.50%。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由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投資經理已評估

有關數據的質素。有關數據將不會獲核數師提供保證或經由第三方審查。有關數據將不反映政府債券

的任何數據。至今仍未有公認方法可用作釐定政府債券投資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比例。 

本文披露的符合分類規例活動是根據所佔營業額比重列示。合約前數據預設以營業額作為財務指標，

以符合監管規定，並且是由於較難取得完整、可驗證或最新的資本開支及／或營運開支作為財務指標

。 

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僅在極少數情況下由公司按照歐盟分類規例報告。數據供應商從其他可用的等效

公開數據中獲得符合分類規例的數據。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50% 

 

 

 

 

 

 

 

99.5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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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保

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有，附屬基金指定以美國洲際交易所美銀美林環球高收益BB-B 級指數（對沖）作為指標。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

數。附屬基金將透過按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計算表現優於指標，以推廣環境及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該指標是一項市場指數，在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由於指數建構中並無納入環境或社會特點，因此指標與投資策略並非持續保持一致。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該指標是一項反映大市的指數。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有關指標編製方法的詳情可於https://www.theice.com/market-data/indices/fixed-income-indices查閱。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352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保保能能源源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1HEJY28N2P7I2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
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
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353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環環保保能能源源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299001HEJY28N2P7I26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55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改善環境及社會解決方案的公司證券，並以其產品或服務對實
現一個或多個SDG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可能另行釐定且公司作出貢獻的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的貢獻程度
對有關公司進行評估。附屬基金將把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符合SDG）的活動所產生的投資程度。 

- 實際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符合SDG的投資程度按以下指標計算：   

- 證券發行機構從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目標的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
。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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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按以下方法計算：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

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

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

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

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金融產品擬將部份資產作可持續發展投資的目標是甚麼？如何透過可持續發展投資以助實現這些目

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法

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社會

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屬

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行資

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整體投

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核查。 

 如何確保金融產品擬作出的部份可持續發展投資將不會對任何環境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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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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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PAI指標亦被視為附屬基金將50%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要求的一部份。PAI指標用作DNSH評估的一

部份。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展投資。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 

- 每個對氣候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能源消耗強度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未經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強度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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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從事推動能源轉

型的公司。 

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不同推動能源轉型主題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的股票。從事推動能源轉型的公司，即

使用科技提供為遠離化石燃料、加強可持續能源基建的韌性、創造可再生發電來源、儲能系統、改善能源

效益及獲取使用能源帶來積極正面貢獻的產品或解決方案的公司（以第7、11、12及13項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

評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

源，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

作及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

自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

20%持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

工具。 

- 以下有關直接投資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以下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附屬基金不可將資產投資於超過30%收益來自上游石油或煤炭開採或利用這些燃料發電的公司。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

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357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根據符合SDG策略類別A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從事推動能源轉

型的公司。 

附屬基金投資於提供不同推動能源轉型主題產品及解決方案的公司的股票。從事推動能源轉型的公司，即

使用科技提供為遠離化石燃料、加強可持續能源基建的韌性、創造可再生發電來源、儲能系統、改善能源

效益及獲取使用能源帶來積極正面貢獻的產品或解決方案的公司（以第7、11、12及13項SDG為目標）。 

使用內部敏感度評分和收益歸因作為可持續發展指標，尤其是根據質化和量化分析，對特定SDG貢獻進行

評估。  

投資經理考慮環境、社會、管治、人權及商業行為等領域，並利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專有工具）及數據來

源，包括但不限於專有及外部基本因素研究及外部評級，以便在證券或發行機構的揀選過程中作出互動協

作及考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約束要素包括： 

- 附屬基金所投資的所有公司的最少50%加權平均收益及／或利潤（截至當日或短至中期而言）源

自有助實現一個或多個SDG的活動  

- 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最低比重為附屬基金的50%資產 

- 在附屬基金最少80%持股中，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20%，而在附屬基金剩餘

20%持股中，每家證券發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最少佔5%。有關限制水平不包括現金及衍生

工具。 

- 以下有關直接投資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以下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附屬基金不可將資產投資於超過30%收益來自上游石油或煤炭開採或利用這些燃料發電的公司。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及附屬基金的特定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

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附屬基金最少將9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

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

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資。附屬基金主要投資於提供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助實現SDG的公司的證券

。附屬基金最少將5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非可持續發展 

社會 投資項目 

#1 可持續發展 其他 

環境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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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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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

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安聯環保能源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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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多多元元主主題題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4ZRV2CSS15YF0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11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361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多多元元主主題題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4ZRV2CSS15YF05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1100..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
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過
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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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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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環球股票市場，並專注於主題及選股。此外，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

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票，以推廣環境

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過渡發展路

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按碳

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氣

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

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

行互動協作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

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

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

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

器）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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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1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

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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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10%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

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

比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進行

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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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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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多元主題基金 

 

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適用於規例(EU) 2019/2088第8條第1、2及2a段及規例(EU) 2020/852第6條第1段所述金融產品的合約前披露範本 

 

產產品品名名稱稱：： 

安安聯聯美美國國短短存存續續期期高高收收益益債債券券基基金金 
法法律律實實體體識識別別編編碼碼：： 549300AGX4LFUYBR5189 

  

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具具有有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 

  是是   否否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推廣廣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不具可持續發展

投資目標，但將會持有最少33..0000%%比例的可持續

發展投資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
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 



 具有環境目標，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
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具有社會目標 



 這項產品將作出最少______%%具具有有社社會會目目標標的的可可持持
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項產品推廣環境／社會特點，但將將不不會會作作出出任任

何何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推推廣廣哪哪些些環環境境及及／／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附屬基金」）採取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其中涉及推動前十大碳
排放發行機構過渡至低碳經濟。  

此外，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亦適用。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哪哪些些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會會用用作作衡衡量量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實實現現情情況況？？ 

以下可持續發展指標會用作衡量環境及／或社會特點的實現情況，並於財政年度結束時作出報告： 

- 與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互動協作的回應率。 

- 與基準年相比，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的碳足跡變化。 

- （如適用）確認所有主權國家均獲可持續及責任投資（SRI）評級。 

- 確認已應用排除準則，以考慮投資決策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PAI）。 

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是規

例(EU) 2020/852所
載的分類系統，設

有環環境境可可持持續續經經濟濟

活活動動清單。該規例

並無載列社會可持

續經濟活動清單。  
具有環境目標的可

持續發展投資可能

與分類規例一致或

不一致。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指

投資於有助實現環

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惟有關投

資不得對任何環境

或社會目標構成重

大損害，而且所投

資之公司須遵循良

好的管治操守。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指指標標

衡量金融產品推

廣的環境或社會

特點如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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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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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將將部部份份資資產產作作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目目標標是是甚甚麼麼？？如如何何透透過過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以以助助實實現現這這些些目目

標標？？ 

可持續發展投資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其中投資經理使用以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以及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 

1. 緩減氣候變化 

2. 適應氣候變化 

3. 可持續利用和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過渡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防控 

6. 保護與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根據一個結合量化元素與內部研究質化分析的專有框架，以評估對環境或社會目標帶來的正面貢獻。方

法是首先按照證券發行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量化劃分。該框架的質化元素是評估業務活動是否對環境或

社會目標帶來正面貢獻。 

在附屬基金層面計算正面貢獻時，會考慮每個發行機構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的業務活動的應歸

屬收益份額，前提是該發行機構須符合不造成重大損害（「DNSH」）和良好管治的原則，而第二步是進

行資產加權整合。此外，就用作為有助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某些類別證券而言，

整體投資將會被視作有助實現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但亦須就此對有關發行機構進行DNSH以及良好管治

核查。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擬擬作作出出的的部部份份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將將不不會會對對任任何何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目目標標造造成成重重

大大損損害害？？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利用PAI指標，並按

照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以識別造成重大損害的發行機構。未符合顯著性水平的發行機構可於指定時限內就

有關不利影響作出補救。否則，發行機構隨後如有兩次未能符合所界定的顯著性水平或在互動協作期間表

現不及格，則不會獲通過DNSH評估。投資於未獲通過DNSH評估的發行機構的證券將不會被視作可持續發

展投資。 

 如何考慮量度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指標？ 

PAI指標可作為排除準則應用的一部份，或透過行業或絕對界線水平進行考慮。顯著性水平是根據質化或

量化準則界定。  

鑑於某些PAI指標缺乏數據覆蓋，在進行DNSH評估（如相關）時將使用等效數據以評估PAI指標，以下

是適用於企業的指標：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和生產的佔比、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水域排放量、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以下是適用於主權國家的指標：溫室氣體強度，以及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如屬為有助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特定項目提供資金的證券，則可使用項目層面的等效數據，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投資

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及／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投資經理將透過與發行機構和數據供應商互動協作

，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

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可持續發展投資如何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
致？詳情： 

投資經理的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清單基於公司涉及違反國際規範的具爭議操守的程度而進行篩除。核心

規範框架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嚴重違反這些框架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將受到限制，不得納入投資範疇。 
 

歐盟分類規例設定「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據此，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應對歐盟分類規例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並附有具體的
歐盟準則。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只適用於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的金融產品相關投資。金融產品剩餘部份的相關投資並
不會考慮關於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歐盟準則。 

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投資亦不得對任何環境或社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是

指投資決策對與

環境、社會及僱

員事宜、尊重人

權、反貪腐和防

止賄賂事宜相關

的可持續發展因

素造成的最重大

負面影響。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有有沒沒有有考考慮慮對對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因因素素的的主主要要不不利利影影響響？？  

 有 

 沒有 

管理公司已加入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 Initiative），並透過包括互動協作在內

的盡責管理來考慮PAI指標，兩者均與減緩公司的潛在不利影響有關。 

基於對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的承諾，管理公司旨在與資產擁有人客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

減碳目標，這與到2050年或之前所有管理資產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一致。作為有關目標的一部份，管理公司

將為所管理資產按比例設定臨時目標，以符合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就企業發行機構考慮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廢物、社會和僱員事宜

的 PAI 指標，以及適用於主權發行機構投資的自由之家指數（如相關）。投資經理在投資程序中，透過附屬

基金的「約束要素」一節所述排除方式考慮PAI指標。  

PAI指標所需數據的覆蓋範圍涉及多種不同的數據。與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廢物相關的數據覆蓋率很低，相

關PAI指標是透過排除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

原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證

券來考慮。因此，投資經理將致力增加數據覆蓋率低的PAI指標的數據覆蓋。投資經理將定期評估是否已充份

提升數據的可用性，以在投資程序包括對該等數據的評估。 

此外，投資經理將識別投資組合內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作為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的一部份而與

其互動協作，以考慮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PAI指標。 

考慮的PAI指標如下：  

適用於企業發行機構 

- 溫室氣體排放量 

- 碳足跡 

- 所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強度 

-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 

-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 水域排放量 

- 有害廢料比率 

-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 缺乏監測遵守《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的流程和合規機制 

-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 投資於具爭議性武器 

適用於主權和跨國發行機構 

- 受社會違規事件影響的所投資國家 

附屬基金的年末報告將提供PAI指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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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美國債券市場的短存續期高收益評級企業債券。此外，

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

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

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

，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

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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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遵遵循循甚甚麼麼投投資資策策略略？？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投資於美國債券市場的短存續期高收益評級企業債券。此外，

附屬基金根據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進行管理，並透過在投資分析中納入氣候參與（成效為本）和代理投

票，以推廣環境因素。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與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以制定氣候

過渡發展路向的目標。投資組合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是根據投資組合內發行機構的範圍1及範圍2排放數據

，按碳排放量進行排名。範圍1旨在量度由公司活動或在其控制下直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範圍2旨在根據溫室

氣體協議定義量度公司購買及使用電力而間接造成的所有排放量。 

管治特點是根據指導及控制發行機構的規則、慣例和流程系統進行評估。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

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部份投資無法進行互動協作

或根據SRI評級方法進行評級。未獲SRI評級的工具例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存款，以及未獲評級的投資項目。 

附屬基金的一般投資方針（附屬基金適用的一般資產類別原則及其個別投資限制）載列於基金章程。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用用作作選選擇擇投投資資以以實實現現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的的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有有何何約約束束要要素素？？

投資策略遵循以下約束要素，以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 

- 每年識別附屬基金的前十大碳排放發行機構並進行互動協作。  

- （如適用）附屬基金不會就其資產中所包含的主權發行機構進行互動協作，但附屬基金擬購買的

主權發行證券則需要獲得SRI評級。 

- 以下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適用於直接投資：  

- 基於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和腐敗事宜等問題操守而嚴重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公司所發行的

證券；  

-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

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超過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 

自由之家指數評分不足的主權發行機構的直接投資將被排除。 

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基於外部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並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合規中編定。至少每半年

進行一次審查。 

 在在採採用用該該投投資資策策略略之之前前，，承承諾諾縮縮小小投投資資範範疇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率率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並無承諾按照某特定最低比率縮小投資範疇。 

 

投投資資策策略略根據投資

目標和風險承受能

力等因素指導投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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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何何政政策策用用作作評評估估所所投投資資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管管治治操操守守？？ 

在篩除相對國際規範涉及具爭議操守的公司時，會考慮良好管治原則，分別對應四個良好的管治操守：

健全的管理層結構、僱員關係、員工薪酬及稅務合規。不得投資於嚴重違反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公司。

在若干情況下，一些引起警惕的發行機構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當投資經理認為這些公司可透過互動協

作獲得改進，或評定有關公司已採取補救行動，這些公司將會被列入此觀察名單。觀察名單上的公司仍

可供投資，除非投資經理認為公司的互動協作或補救行動無法達致預期補救嚴重爭議的效果。   

此外，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致力在股東大會之前（定期為直接投資於股份）積極鼓勵與所投資公司就企

業管治、代理投票和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坦誠溝通。附屬基金的投資經理對代理投票和公司互動協

作的策略載列於管理公司的盡責管理聲明。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計計劃劃的的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是是甚甚麼麼？？  
 
除了現金、衍生工具，以及外部和非可持續發展安聯投資目標基金外，附屬基金將100%的資產用作實現附屬基

金所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因該等附屬基金受制於可持續發展最低排除準則（附屬基金最多可將10%的資產

投資於外部及安聯投資目標基金）。附屬基金的小部份資產可能包含不推廣環境或社會特點的資產。此類工具

的例子包括衍生工具、現金及存款，部份目標基金，以及暫時偏離或並不符合環境、社會或良好管治資格的投

資。附屬基金最少將3%的資產投資於可持續發展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

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

重的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包括用作實現這項金融產品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點的金融產品投資。 

##22  其其他他包括這項金融產品中既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也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其餘投資。 

##11  符符合合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類別包括： 

- ##11AA  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子類別涵蓋具有環境或社會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投資。 
- ##11BB  其其他他環環境境／／社社會會特特點點子類別涵蓋符合環境或社會特點但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投資條件的投資。 

 

 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如如何何透透過過使使用用衍衍生生工工具具以以實實現現推推廣廣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不適用 

 

良良好好管管治治操守包

括健全的管理層

結構、僱員關係

、員工薪酬及稅

務合規。 

資資產產配配置置描述特

定資產的投資比

重。 

#2 其他 

社會 #1B 其他環境／社會特點 
投資項目 

#1 符合環境／社會特點 

其他環境 #1A 可持續發展 

符合分類規例 

372



安聯美國短存續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

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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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具有環境目標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

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

的投資。  
以下兩幅圖的綠色部份代表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投資項目的最低百分比。由於並無合適方法用作釐定符合分類規例的主權債
券*，因此第一幅圖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所有投資（包括主權債券），而第二幅圖則僅顯示金融產品符合分類規例的
非主權債券投資。 

  
1.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2.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不包括主權債券）* 

  

0.00% 

 

 

 

 

 

 

 

100.00% 
 

符合分類規例 其他投資 

* 就上圖而言，「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持倉。 

 過過渡渡及及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的的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附屬基金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將符合分類規例的最低投資比重按過渡活動、賦能活動及本身的表現

進行拆分。  

 

 

 

 

 

 
 

不不符符合合歐歐盟盟分分類類規規例例的的具具有有環環境境目目標標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符合分類規例的投資被視為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一個子類別。若某個投資項目因其活動尚未被納入歐

盟分類規例，或其帶來的正面貢獻不足以符合分類技術篩選準則而不符合分類規例，則該投資項目

仍可被視作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惟須符合所有準則。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不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

環境可持續發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以環境為目標，對不

符合歐盟分類規例的環境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投資。 

賦賦能能活活動動直接使

其他活動能夠對

環境目標作出重

大貢獻。 

過過渡渡活活動動指未有

低碳替代選項的

活動，並且除其

他外，具有與最

佳環保表現相當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平。 

 
指具有環境目標，

但但不不考考慮慮歐盟分類

規例下的環境可持

續經濟活動準則的

可持續發展投資。 

符合分類規例的

活動按佔以下各

項的百分比形式

顯示：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綠色活動收

入部份的營營業業

額額  
- 反映所投資公

司作出的綠色

投資（例如過

渡至綠色經濟

）的資資本本開開支支 
- 反映所投資公

司的綠色營運

活動的營營運運開開

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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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會會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投投資資的的最最低低比比重重是是多多少少？？  

投資經理根據內部研究定義可持續發展投資，其中使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以及歐盟

分類規例的目標作為參考框架。基於SDG包含環境和社會目標，投資經理並無承諾對社會可持續發

展投資作出最低比重的投資。整體可持續發展投資比重亦可包括具有社會目標的投資。 

「「##22  其其他他」」項項下下包包括括哪哪些些投投資資，，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甚甚麼麼？？是是否否設設有有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的的環環境境或或

社社會會保保障障措措施施？？  

「#2 其他」項下可包括現金、目標基金或衍生工具的投資。衍生工具可用作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

（包括風險對沖）及╱或投資目的，而目標基金可受惠於特定策略。這些投資均不設環境或社會

保障措施。 

有有沒沒有有指指定定特特定定指指數數作作為為參參考考指指標標，，以以釐釐定定這這項項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是是否否符符合合其其推推廣廣的的環環境境及及／／

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  

附屬基金並無為實現所推廣的環境及╱或社會特點而指定參考指標。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參參考考指指標標與與金金融融產產品品所所推推廣廣的的每每個個環環境境或或社社會會特特點點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如如何何確確保保投投資資策策略略與與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持持續續保保持持一一致致？？ 

不適用 

 指指定定指指數數與與反反映映大大市市的的相相關關指指數數有有何何不不同同？？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用用作作計計算算指指定定指指數數的的編編製製方方法法？？ 

不適用 

哪哪裡裡可可以以獲獲得得更更多多有有關關特特定定產產品品的的網網上上資資訊訊？？  
  

參參考考指指標標指衡量

金融產品是否實

現其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點的指

數。 

有關特定產品的詳情，可於以下網站查閱：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SF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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