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順2024到期精選新興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台幣計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基金投資標的

績效走勢圖

本基金主要以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為主要投
資標的，債券範疇涵蓋主權債、類主權債與企業
債，投資策略結合總體經濟面分析與債券發行人
基本面分析的雙元投資策略進行投資組合配置，
藉由多元且分散的債券投資與投資風險的主動管
理，以達致本基金在設定到期年限間提供持有本
基金至到期之投資人穩定收益來源。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基金經理

基金累積績效(%)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前五大持債

馬澤亞
•於2000年加入本公司
•於1994年進入投資界，曾任職於建弘證券
•畢業於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自2018年9月17日起管理本基金

基金基本資料
基金型態：
國際開放式債券型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7日
保管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費：
1.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日起屆滿一年
之日(含)：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3%；
2.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之次日
起：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0.6%。
保管費：
0.12%
最低申購金額：
請詳見基金公開說明書
收益分配：
無

基金淨值
基金淨值：
近12個月高點：
近12個月低點：
基金規模：

NT$9.8556
NT$10.0597(2018.10.11)
NT$9.8095(2018.11.27)
NT$5,796(百萬元)

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且願意承擔資本風險、
能承受波動程度較成熟市場債券為高的固定收益投
資的投資者。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
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
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
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
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
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
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
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
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
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
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
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
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
在風險。本基金運用或計價所衍生之外匯兌換損益，
若為可歸屬各計價類別者，將由各計價類別自行承
擔；反之，則由本基金所有計價類別按其佔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比例分攤。
本基金或有可能投資於債券年限長於基金合約存續期
間的債券，若債券發行人未在基金合約存續期間內買
回或贖回該債券，則本基金須於契約終止前主動處分
該債券以支付贖回款項，因債券未到期前之帳面價值
仍有可能受到市場利率的影響而產生損失或利得，故
投資於該類債券可能影響基金淨值之漲跌。

債券名稱
SBERRU 6 1/8 02/07/22
FUNOTR 5 1/4 12/15/24
ORIEAS 5 09/03/24
ABQKQD 3 1/2 02/22/22
SINOCE 6 07/30/24

國家分佈
中國
墨西哥
巴西
俄羅斯
阿根廷

比重(%)
2.18
2.04
1.96
1.89
1.88
比重(%)

15.61
10.26
9.58
7.80
6.39

土耳其
美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祕魯
其他

6.17
5.18
3.75
3.65
31.36

B
其他

18.09
2.24

*國家別係指country of risk
^現金部位包含在台灣內

信用評等分佈
A
BBB
BB

比重(%)

11.30
51.08
17.21

*其他包含短期票券、應收資產等
^基金平均信評之計算參考國際慣例以加權平均方式計算而得

平均存續期間

4.11年

基金經理人報告
儘管市場持續動盪，但因為新興市場債券具吸引力的評價緩解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所以12月
新興市場債市表現相當強勁。12月本基金以美元計價收益率上漲，但落後新興市場主權債指數
的上漲1.3％；其中差異主要是因為指數中較長天期的債券表現強勁，但此類債券並非符合本
基金投資策略的標的。如同大盤表現，本基金在大多數地區收益率為正，表現最強的地區是歐
洲和亞洲，但中東和美國表現相對較弱。按國家劃分，中國、墨西哥和土耳其本月都對總收益
有主要的正貢獻。另一方面，阿根廷和阿曼表現相對較差。
隨著2019年的到來，我們認為新興市場資產級別的回報應偏向正面，因為根據過去經驗新興
市場連續兩年的修正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也確實認為由於對主要總體經濟問題的擔憂尚未消
退，今年上半年市場的波動幅度可能仍會非常大。目前我們對本基金的持債部位皆感到滿意，
但是仍會持續密切注意投資組合中部份風險較高的部位。

景順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2 樓 客服專線：0800-045-066 網址：www.inves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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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2024到期精選新興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計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基金投資標的

績效走勢圖

本基金主要以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為主要投
資標的，債券範疇涵蓋主權債、類主權債與企業
債，投資策略結合總體經濟面分析與債券發行人
基本面分析的雙元投資策略進行投資組合配置，
藉由多元且分散的債券投資與投資風險的主動管
理，以達致本基金在設定到期年限間提供持有本
基金至到期之投資人穩定收益來源。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基金經理

基金累積績效(%)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前五大持債

馬澤亞
•於2000年加入本公司
•於1994年進入投資界，曾任職於建弘證券
•畢業於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自2018年9月17日起管理本基金

基金基本資料
基金型態：
國際開放式債券型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7日
保管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費：
1.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日起屆滿一年
之日(含)：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3%；
2.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之次日
起：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0.6%。
保管費：
0.12%
最低申購金額：
請詳見基金公開說明書
收益分配：
無

基金淨值
基金淨值：
近12個月高點：
近12個月低點：
基金規模：

USD$9.8788
USD$10.0152(2018.9.27)
USD$9.7795(2018.11.27)
NT$5,796(百萬元)

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且願意承擔資本風險、
能承受波動程度較成熟市場債券為高的固定收益投
資的投資者。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
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
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
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
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
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
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
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
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
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
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
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
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
在風險。本基金運用或計價所衍生之外匯兌換損益，
若為可歸屬各計價類別者，將由各計價類別自行承
擔；反之，則由本基金所有計價類別按其佔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比例分攤。
本基金或有可能投資於債券年限長於基金合約存續期
間的債券，若債券發行人未在基金合約存續期間內買
回或贖回該債券，則本基金須於契約終止前主動處分
該債券以支付贖回款項，因債券未到期前之帳面價值
仍有可能受到市場利率的影響而產生損失或利得，故
投資於該類債券可能影響基金淨值之漲跌。

債券名稱
SBERRU 6 1/8 02/07/22
FUNOTR 5 1/4 12/15/24
ORIEAS 5 09/03/24
ABQKQD 3 1/2 02/22/22
SINOCE 6 07/30/24

國家分佈
中國
墨西哥
巴西
俄羅斯
阿根廷

比重(%)
2.18
2.04
1.96
1.89
1.88
比重(%)

15.61
10.26
9.58
7.80
6.39

土耳其
美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祕魯
其他

6.17
5.18
3.75
3.65
31.36

B
其他

18.09
2.24

*國家別係指country of risk
^現金部位包含在台灣內

信用評等分佈
A
BBB
BB

比重(%)

11.30
51.08
17.21

*其他包含短期票券、應收資產等
^基金平均信評之計算參考國際慣例以加權平均方式計算而得

平均存續期間

4.11年

基金經理人報告
儘管市場持續動盪，但因為新興市場債券具吸引力的評價緩解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所以12月
新興市場債市表現相當強勁。12月本基金以美元計價收益率上漲，但落後新興市場主權債指數
的上漲1.3％；其中差異主要是因為指數中較長天期的債券表現強勁，但此類債券並非符合本
基金投資策略的標的。如同大盤表現，本基金在大多數地區收益率為正，表現最強的地區是歐
洲和亞洲，但中東和美國表現相對較弱。按國家劃分，中國、墨西哥和土耳其本月都對總收益
有主要的正貢獻。另一方面，阿根廷和阿曼表現相對較差。
隨著2019年的到來，我們認為新興市場資產級別的回報應偏向正面，因為根據過去經驗新興
市場連續兩年的修正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也確實認為由於對主要總體經濟問題的擔憂尚未消
退，今年上半年市場的波動幅度可能仍會非常大。目前我們對本基金的持債部位皆感到滿意，
但是仍會持續密切注意投資組合中部份風險較高的部位。

景順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2 樓 客服專線：0800-045-066 網址：www.invesco.com.tw

Inv19-0018

26

景順2024到期精選新興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計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基金投資標的

績效走勢圖

本基金主要以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為主要投
資標的，債券範疇涵蓋主權債、類主權債與企業
債，投資策略結合總體經濟面分析與債券發行人
基本面分析的雙元投資策略進行投資組合配置，
藉由多元且分散的債券投資與投資風險的主動管
理，以達致本基金在設定到期年限間提供持有本
基金至到期之投資人穩定收益來源。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基金經理

基金累積績效(%)
本基金需成立滿6個月，方得列示績效
前五大持債

馬澤亞
•於2000年加入本公司
•於1994年進入投資界，曾任職於建弘證券
•畢業於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自2018年9月17日起管理本基金

基金基本資料
基金型態：
國際開放式債券型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17日
保管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費：
1.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日起屆滿一年
之日(含)：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3%；
2.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之次日
起：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0.6%。
保管費：
0.12%
最低申購金額：
請詳見基金公開說明書
收益分配：
無

基金淨值
基金淨值：
近12個月高點：
近12個月低點：
基金規模：

RMB$9.9228
RMB$10.0102(2018.9.21)
RMB$9.7929(2018.11.28)
NT$5,796(百萬元)

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且願意承擔資本風險、
能承受波動程度較成熟市場債券為高的固定收益投
資的投資者。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
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
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
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
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
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
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
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
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
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
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
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
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
在風險。本基金運用或計價所衍生之外匯兌換損益，
若為可歸屬各計價類別者，將由各計價類別自行承
擔；反之，則由本基金所有計價類別按其佔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比例分攤。
本基金或有可能投資於債券年限長於基金合約存續期
間的債券，若債券發行人未在基金合約存續期間內買
回或贖回該債券，則本基金須於契約終止前主動處分
該債券以支付贖回款項，因債券未到期前之帳面價值
仍有可能受到市場利率的影響而產生損失或利得，故
投資於該類債券可能影響基金淨值之漲跌。

債券名稱
SBERRU 6 1/8 02/07/22
FUNOTR 5 1/4 12/15/24
ORIEAS 5 09/03/24
ABQKQD 3 1/2 02/22/22
SINOCE 6 07/30/24

國家分佈
中國
墨西哥
巴西
俄羅斯
阿根廷

比重(%)
2.18
2.04
1.96
1.89
1.88
比重(%)

15.61
10.26
9.58
7.80
6.39

土耳其
美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祕魯
其他

6.17
5.18
3.75
3.65
31.36

B
其他

18.09
2.24

*國家別係指country of risk
^現金部位包含在台灣內

信用評等分佈
A
BBB
BB

比重(%)

11.30
51.08
17.21

*其他包含短期票券、應收資產等
^基金平均信評之計算參考國際慣例以加權平均方式計算而得

平均存續期間

4.11年

基金經理人報告
儘管市場持續動盪，但因為新興市場債券具吸引力的評價緩解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所以12月
新興市場債市表現相當強勁。12月本基金以美元計價收益率上漲，但落後新興市場主權債指數
的上漲1.3％；其中差異主要是因為指數中較長天期的債券表現強勁，但此類債券並非符合本
基金投資策略的標的。如同大盤表現，本基金在大多數地區收益率為正，表現最強的地區是歐
洲和亞洲，但中東和美國表現相對較弱。按國家劃分，中國、墨西哥和土耳其本月都對總收益
有主要的正貢獻。另一方面，阿根廷和阿曼表現相對較差。
隨著2019年的到來，我們認為新興市場資產級別的回報應偏向正面，因為根據過去經驗新興
市場連續兩年的修正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也確實認為由於對主要總體經濟問題的擔憂尚未消
退，今年上半年市場的波動幅度可能仍會非常大。目前我們對本基金的持債部位皆感到滿意，
但是仍會持續密切注意投資組合中部份風險較高的部位。

景順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2 樓 客服專線：0800-045-066 網址：www.inves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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