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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資產淨值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
流動資產
投資

55,407,158,866 56,671,611,547

應收股息
發行基金單位的應收賬項
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銀行結存

7(d)

總資產

715,720,146

2,395,336

3,422,742

1,214,487

373,579

165,713

430,957,829

169,263,539

56,557,633,162 56,844,650,62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經理人費
應付信託人費
應付指數特許權費
應付過戶處費用

7(b)
7(c)
8(c)
8(a)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5,383,443

5,398,017

5,383,443

5,398,017

2,127,228

2,082,402

169,804

167,691

2,000,642

1,591,259

15,064,560

14,637,386

負債（不包括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淨資產）
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5

因估值方法差異而作出之調整

5

56,542,568,602 56,830,013,236
–

68,889,571

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按最後成交價計算）

5

第5至14頁之附註為簡明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1

56,542,568,602 56,898,90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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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股息
交易費
其他收入
投資淨（虧損）╱ 收益

4(a)
4(b)
3

淨（虧損）╱ 收入總額

1,419,213,922 1,263,990,504
870,000
641,475
2,043,496
2,086,909
(4,455,956,188) 2,962,462,109
(3,033,828,770) 4,229,180,997

支出
經理人費
信託人費
指數特許權費
投資交易成本
過戶處費用
出版及印刷費用
兌換代理人費
核數費
法律及其他專業費用
銀行手續費
其他經營支出

7(b)
7(c)
8(c)
8(a)
8(b)

總經營支出
經營（虧損）╱ 利潤

10,841,676
10,841,676
4,273,035
3,887,495
979,797
541,458
803,996
192,940
4,367
282,803
443,664

10,058,820
10,058,820
3,807,991
3,570,083
804,378
738,702
608,655
183,269
103,836
242,027
538,598

33,092,907

30,715,179

(3,066,921,677) 4,198,465,818

融資成本
分派予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的金額

12

分派後的除稅前（虧損）╱ 利潤
預扣所得稅

(340,758,950)

(3,449,420,552) 3,857,706,868
6

分派後的除稅後（虧損）╱ 利潤
因估值方法差異而作出之調整的變動

(382,498,875)

(87,574,952)

(72,057,950)

(3,536,995,504) 3,785,648,918
5

由經營而來的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淨資產（減少）╱ 增加

(68,889,571)

(7,048,439)

(3,605,885,075) 3,778,600,479

第5至14頁之附註為簡明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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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期初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按最後成交價計算）

56,898,902,807 48,362,762,116

基金單位發行
－ 以實物支付
－ 現金款項

9
9

20,387,265,632

8,327,713,118

179,018,072

43,933,594

20,566,283,704

8,371,646,712

基金單位贖回
－ 以實物支付
－ 現金款項

9
9

(17,195,698,669) (9,724,537,864)
(121,034,165)

(47,185,260)

(17,316,732,834) (9,771,723,124)
基金單位發行 ╱（贖回）淨額

3,249,550,870

(1,400,076,412)

(3,605,885,075)

3,778,600,479

由經營而來的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淨資產（減少）╱ 增加
期末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按最後成交價計算）

第5至14頁之附註為簡明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3

56,542,568,602 50,741,28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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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附註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
出售投資收入
購入投資支出
已收股息
已收交易費
已付經理人費
已付信託人費
已付指數特許權費
已付過戶處費用
已付出版及印刷費用
已付投資交易成本
已付兌換代理人費
已付銀行手續費
已付法律及其他專業費用
已付其他經營支出

9
9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791,289,023 1,585,298,953
(1,791,225,567) (1,577,207,671)
618,314,160
711,813,200
885,000
765,000
(10,856,250)
(9,960,599)
(10,856,250)
(9,960,599)
(4,228,209)
(3,792,286)
(977,684)
(681,444)
(622,218)
(248,248)
(3,887,495)
(3,570,083)
(684,000)
(696,000)
(252,170)
(183,558)
–
(388,024)
(524,323)
(1,070,135)
586,374,017

690,118,506

176,809,817
(121,034,165)
(380,455,379)

43,933,594
(48,131,114)
(338,672,041)

融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淨額

(324,679,727)

(342,869,56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淨額

261,694,290

347,248,945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9,263,539

83,388,658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30,957,829

430,637,603

430,957,829

430,637,603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
已收基金單位發行之現金款項
已付基金單位贖回之現金款項
已付中期分派

9
9
4(b),1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

7(d)

請見附註9有關主要非現金交易之詳情。
第5至14頁之附註為簡明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4

盈富基金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盈富基金（以下簡稱「基金」）為一項受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訂立之信託契
據（以下簡稱「信託契據」）所規管之單位信託基金。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104(1)條，基金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基金現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上巿。
基金之經理人及信託人分別為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
理人」）及美國道富銀行（以下簡稱「信託人」）。
基金之目標為提供緊貼恒生指數（以下簡稱「指數」）表現之投資成績。

2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表」的規定而編制。此未經審核簡明中
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起閱讀，該財
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
除以下所述之外，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均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基金已採用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此準則透過為公平值提供一個清晰定義和為各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提供有關公平值計量和披露規定的單一來源，改善公平值的
貫徹性和減低其複雜性。此等規定並無擴闊公平值會計法的使用，但提供指引
說明當其使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其他準則已有規定或容許時應如何應用。
如某項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有買入價或賣出價時，此準則規定須按買賣
差價作為估值價，即最能代表公平值的價格，並容許使用市場中間價或市場參
與者使用的其他定價傳統，作為買賣差價的公平值計量的實際估值。在採納此
項準則後，基金將其對上市金融資產和負債的估值輸入更改為最後成交價，以
便與基金在發售文件中就認購和贖回時每基金單位交易價值的計算所規定的輸
入一致。使用最後成交價被視為是業內的標準定價慣例。去年，基金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採用買入價作為金融資產的估值。因估值方法差異而作出之調
整，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作為估計之變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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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投資淨（虧損）╱ 收益
（未經審核）

未變現投資收益 ╱ 虧損之變動
出售投資之已變現（虧損）╱ 收益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3,992,722,096) 1,153,419,600
(463,234,092) 1,809,042,509
(4,455,956,188) 2,962,462,109

4

收入
(a) 交易費
申請新增或贖回單位只可透過已經與經理人、信託人、香港證券兌換代
理服務有限公司（「兌換代理人」）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
簽訂參與協議之經紀或交易商（作為當事人或代表客戶行事）
（「參與交
易商」）進行。基金有權向每個參與交易商按每日總新增及贖回申請收取
15,000港元之交易費。

(b)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指於有關分派之每個記錄日期向基金單位持有人（香港結算代理
人除外）就以其名義登記持有的基金單位收取之過戶費。目前該等收費為
每位基金單位持有人每年80港元或相等於該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實際應得分
派金額（以金額較少者作為最終收費）。該等收費每半年從應付予有關基
金單位持有人之半年分派中扣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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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已發行基金單位數目及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基金的資本乃以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代表。基金單位透過設立一
籃子指數股份連現金餘額之方式發行，並以實物方式連現金餘額贖回。期內基
金單位之認購及贖回呈列於簡明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變動表。根
據目標及風險管理政策，基金致力投資於合適的投資項目而同時間維持足夠的
流動性以配合基金贖回，有需要時會透過出售上市證券以維持基金的流動性。
根據基金之信託契據規定，為新增和贖回及多項其他收費而釐定每單位資產淨
值時，上市投資乃按估值日的最後成交價入賬。
基金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並轉用最後成交價
作為上市投資的估值。這符合基金信託契據所載的條款。去年，為符合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及相關之呈報，投資乃按結算日之相關買入價估值在資產淨值報
表呈列。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該變動已消除基金信託契據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因估值方法而出現的差異。然而，該差異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68,889,571港元。
按最後成交價計算之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在簡明資產淨值報表中
列作負債，其應付贖回金額指於結算日倘若基金單位持有人行使贖回基金單位
之權利而應付之金額。因此，上述的差異將進一步調整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淨資產。累計差異已包含在簡明資產淨值報表中的「因估值方法差異而作
出之調整」內，而調整的變動金額〔68,889,571〕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7,048,439〕港元）已記入簡明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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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已發行基金單位數目及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續）
（未經審核）
基金單位數目

期初已發行之基金單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七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2,602,992,500

2,489,992,500

2,543,992,500

新增之基金單位

925,000,000

422,000,000

423,000,000

贖回之基金單位

(767,000,000)

(476,000,000)

(482,000,000)

2,647,992,500

2,489,992,500

2,543,992,500

港元

港元

港元

期末已發行之基金單位

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56,542,568,602 56,898,902,807 50,741,286,183

可贖回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每基金單位）

21.35

22.85

19.95

21,352,994

22,851,034

19,945,533

每新增基金單位資產淨值
（1個新增基金單位相等
於1,000,000個基金單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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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6

稅項
由於本基金已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被認可為集體投資計劃，因
此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26A(1A)條獲豁免繳納利得稅，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撥備。
基金投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公司股
份（以下簡稱H股）。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基金可能需就H股買賣繳付中國
資本利得稅。然而，本財務報表並無就此利得稅務責任作出撥備，因為經理人
相信基金就現行稅法可以繼續保持無需申報稅務狀況，及不大可能需要繳付中
國資本利得稅。
期內所得的H股股息已繳付股息預扣稅。

7

與關聯方 ╱ 經理人及其關連人士之交易
關聯方是指其中一方有能力控制另一方或可對另一方的財務及經營決策發揮重
大影響力。基金之經理人及其關連人士均屬基金之關聯方。經理人之關連人士
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制定之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以下簡稱
「證監會守則」）中所界定之關連人士。期內基金與其關聯方，包括經理人及其
關連人士訂立之所有交易均在日常業務範圍內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就經理人
所知，除下文所披露者外，基金並無與關聯方，包括經理人及其關連人士進行
任何其他交易。

(a) 經理人所持有之基金單位
經理人之董事及高級人員可以以主事人身份買賣基金單位。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經理人之董事及高級人員合共持有基金的25,980個基金單位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980個單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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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7

與關聯方 ╱ 經理人及其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b) 經理人費
應付經理人之費用按基金於有關季度最後一個交易日之資產淨值以年率計
算如下：
資產淨值首150億港元

0.050%

資產淨值接續之150億港元

0.045%

資產淨值接續之150億港元

0.030%

資產淨值超過450億港元之任何數額

0.025%

經理人費按日累計，並須於每季期末繳付。

(c)

信託人費
應付信託人之費用按基金於有關季度最後一個交易日之資產淨值以年率計
算如下：
資產淨值首150億港元

0.050%

資產淨值接續之150億港元

0.045%

資產淨值接續之150億港元

0.030%

資產淨值超過450億港元之任何數額

0.025%

信託人費按日累計，並須於每季期末繳付。

(d) 銀行結存
銀行結存由信託人保管。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信託人所持有之銀行
結餘為430,957,829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263,539港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上述銀行結
餘沒有賺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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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8

其他費用
(a) 過戶處費用
應付「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過戶處）之費用按有關月份之首個營
業日在登記冊上之基金單位持有人數目，依照以下收費表計算，惟每月過
戶處費用總額最高為1,000,000港元。

港元
（每月）
首2,000名基金單位持有人

10,000

其後每1,000名基金單位持有人，至100,000名基金單位
持有人為限

2,200

其後每1,000名基金單位持有人，至200,000名基金單位
持有人為限

1,800

其後每1,000名基金單位持有人，至300,000名基金單位
持有人為限

1,500

超過300,000名基金單位持有人，其後每1,000名基金單位
持有人

1,200

此外，過戶處可獲付還為履行其服務而實際支付之所有費用。
過戶處費用按日累計，並須於每月預先繳付。

(b) 兌換代理人費
兌換代理人收取每月保管費16,000港元，另加每名參與交易商每日總新增
及贖回申請之交易費12,000港元。
兌換代理人費按日累計，並須於每月期末繳付。

(c)

指數特許權費
指數特許權費按基金每日平均資產淨值以年率0.015%計算，惟每年最低
付款額為10,000美元。
指數特許權費按日累計，並須於每季期末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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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9

主要非現金交易
按照基金之信託契據，基金單位只可透過設立一籃子指數股份連現金餘額
之方式發行。基金可按每個新增基金單位（即1,000,000個基金單位），收取
由經理人每日釐定之成份股所組成之一籃子指數股份。期內，基金已發行
925,000,000個基金單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423,000,000
個基金單位）合共20,566,283,704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8,371,646,712港元），以換取投資組合（由經理人估值）合共20,387,265,632
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327,713,118港元）之一籃子指
數股份與現金餘額179,018,072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43,933,594港元）。
按照基金之信託契據，基金單位以實物方式連現金餘額贖回。期內，基金已贖
回767,000,000個基金單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482,000,000
個基金單位）合共17,316,732,834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9,771,723,124港元），以換取投資組合（由經理人估值）合共17,195,698,669
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9,724,537,864港元）之一籃子指
數股份與現金餘額121,034,165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47,185,260港元）。

10 非金錢利益安排
經理人可經由或透過其他人士之代理人代表基金進行交易，惟任何交易均須符
合「最佳執行」之標準，而根據經理人或其任何關連人士作出的安排，所提供
的商品、服務或其他利益（例如研究及諮詢服務、電腦硬件連特設軟件或研究
服務及衡量表現服務），其性質均預期可使基金整體獲益，並可為改善基金之
表現作出貢獻。為釋疑問，該等商品及服務並不包括旅遊、住宿、娛樂、一般
行政商品或服務、一般辦公室設備或寫字樓、會籍費用、僱員薪金或直接金錢
款項。
自基金成立以來，經理人並無就基金任何交易參與任何非金錢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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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證監會守則之投資限制及禁制條款
證監會守則容許基金將其10%以上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由同一名發行人發行的恒
生指數成份股。惟此條款僅適用於佔恒生指數的比重超過10%之成份股，而基
金於任何個別成份股之投資比重不得超逾該成份股於恒生指數之比重（然而，
如果超逾比重的情況是由於指數組合出現變化所引致，及只屬過渡性和暫時性
的，則不在此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佔基金資產淨值比重超過10%之成份股如下：
所佔恒生指數之百分比

所佔資產淨值之百分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15.0

14.9

14.7

14.8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期 內， 恒 生 指 數 下 跌8.18%（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期 間： 上 升
5.46%)，而同期基金之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下跌6.56%（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上升7.37%)。
12 分派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

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

340,758,950

382,498,875

–

中期分派
－ 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就2,433,992,500個基金單位
每單位支付0.14港元
－ 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就2,549,992,500個基金單位
每單位支付0.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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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分部資料
經理人代表基金進行策略性資源分配，並根據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報告來釐
定營運分部。
經理人負責基金的整體投資組合，並認為基金只有一個營運分部。經理人根據
單一及統一的投資策略，作出資源分配決定，而基金表現則根據全面的基礎來
評價。
基金投資於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旨在提供緊貼恒生指數表現之投資成績。
提供予經理人有關基金資產、負債及表現的內部報告的編制準則，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計量和確認原則符合一致。
期內可報告分部並無變更。
基金於香港運作。基金的所有投資收入皆來自香港的上市機構。
基金沒有資產被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基金擁有一個高度分散的投資組合。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共有六項投資佔基金淨（虧損）╱ 收入超過
10%（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三項）。至於佔基金淨資產超過
10%的投資持倉，請見附註11。
基金亦擁有一個高度分散的基金單位持有人組合。然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和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一家代理人公司持有佔基金10%以上的
淨資產。該代理人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持有83.78%及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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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持股量

公平價值
港元

佔資產
淨值之
百分比

香港
上巿投資(97.99%)
股份(97.99%)
地產(10.39%)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新世界酒店投資與新世界酒店
投資有限公司聯合發行的股份
合訂單位 － 認購股權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金融(45.82%)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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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1,371 1,226,776,229
34,290,444
697,810,535
17,224,790
365,165,548
18,787,478
508,201,280
8,858,311
410,139,799

2.17
1.23
0.65
0.90
0.73

369,271
–
31,216,146
335,261,408
25,085,885
273,937,864
12,263,095 1,227,535,810
12,710,483
828,723,492

–
0.59
0.48
2.17
1.47

5,873,551,965

10.39

3,320,083,307
2,126,568,706
740,603,437
369,624,985
315,254,003
3,876,585,882
1,148,951,752
736,067,522
1,073,368,578
8,284,903,494
3,027,338,232
891,122,486

5.87
3.76
1.31
0.65
0.56
6.86
2.03
1.30
1.90
14.65
5.35
1.58

25,910,472,384

45.82

101,067,985
666,635,958
31,052,555
73,924,997
11,279,213
706,117,647
62,443,030
6,417,328
9,166,256
101,968,043
619,087,573
17,07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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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佔資產
淨值之
百分比

持股量

公平價值
港元

16,079,688
15,900,927
48,132,777
11,641,341

297,152,634
997,783,169
912,597,452
778,805,713

0.53
1.76
1.61
1.38

2,986,338,968

5.28

38,926,604
414,957,599
9,967,410
135,158,080
32,949,782
133,776,115
10,518,027
254,010,352
50,602,499 4,098,802,419
214,097,144 1,168,970,406
10,140,332
247,424,101
28,519,429
564,684,694

0.73
0.24
0.24
0.45
7.25
2.07
0.44
1.00

39,804,489
13,765,551
149,860,765
14,030,792
19,265,299
6,703,941
17,888,173
27,025,775
56,961,674
49,110,780
12,229,819
177,053,545
20,279,878
5,699,665
9,336,563
16,533,278
61,050,343

409,986,237
114,529,384
1,972,167,667
141,430,383
732,081,362
566,483,014
1,458,780,508
371,874,664
400,440,568
523,520,915
349,772,823
1,460,691,746
741,229,541
535,198,544
2,840,182,465
333,972,216
666,669,746

0.72
0.20
3.49
0.25
1.29
1.00
2.58
0.66
0.71
0.93
0.62
2.58
1.31
0.95
5.02
0.59
1.18

20,636,795,549

36.50

上巿投資總額

55,407,158,866

97.99

投資總額，按成本計算

55,553,850,382

公用事業(5.28%)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工商業(36.50%)
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恒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利豐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A’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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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持股量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增持

11,169,198
32,789,623
16,525,103
18,138,359
7,676,062

4,107,258
12,076,600
6,027,798
6,613,159
3,729,345

(3,615,085)
(10,575,779)
(5,328,111)
(5,964,040)
(2,547,096)

11,661,371
34,290,444
17,224,790
18,787,478
8,858,311

–
29,785,753
24,007,110
11,562,572
12,151,758

369,271
10,966,402
8,767,197
4,345,637
4,476,306

–
(9,536,009)
(7,688,422)
(3,645,114)
(3,917,581)

369,271
31,216,146
25,085,885
12,263,095
12,710,483

二零一三年
出售 六月三十日

香港
上巿投資
股份
地產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新世界酒店投資與新世界酒店
投資有限公司聯合發行的股份
合訂單位－認購股權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金融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業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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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09,189
638,970,019
30,006,399
70,558,492
11,909,514
677,254,837
59,810,728
6,135,525
8,325,320
104,028,502
593,654,869
16,337,739

15,398,540
14,492,597
41,864,895
11,131,932

42,827,163 (28,968,367) 101,067,985
234,782,716 (207,116,777) 666,635,958
10,936,503
(9,890,347) 31,052,555
25,868,886 (22,502,381) 73,924,997
4,059,126
(4,689,427) 11,279,213
248,687,862 (219,825,052) 706,117,647
21,991,828 (19,359,526) 62,443,030
2,260,225
(1,978,422)
6,417,328
3,519,044
(2,678,108)
9,166,256
37,189,933 (39,250,392) 101,968,043
218,036,632 (192,603,928) 619,087,573
6,012,545
(5,278,972) 17,071,312

5,628,822
6,071,158
20,154,008
4,099,858

(4,947,674)
(4,662,828)
(13,886,126)
(3,590,449)

16,079,688
15,900,927
48,132,777
11,6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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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持股量

工商業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恒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利豐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A’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增持

31,956,625
37,616,011
9,570,176
31,610,595
9,985,954
48,533,395
134,817,085
9,724,729
27,284,036

2,997,375
13,709,829
3,488,229
11,530,183
3,680,902
17,821,268
129,495,761
3,548,648
10,044,209

(34,954,000)
–
(12,399,236) 38,926,604
(3,090,995)
9,967,410
(10,190,996) 32,949,782
(3,148,829) 10,518,027
(15,752,164) 50,602,499
(50,215,702) 214,097,144
(3,133,045) 10,140,332
(8,808,816) 28,519,429

38,217,644
12,942,955
143,664,187
13,191,790
15,781,013
–
6,477,743
17,133,431
25,700,270
–
47,373,633
11,721,134
169,666,888
19,584,894
5,507,406
8,908,445
15,858,625
58,994,114

13,928,923
4,853,423
52,779,635
4,922,983
4,172,690
20,387,248
2,361,154
6,299,958
9,511,011
67,323,649
17,291,712
4,279,329
62,356,278
7,141,184
2,007,272
3,282,412
5,785,492
21,501,517

(12,342,078) 39,804,489
(4,030,827) 13,765,551
(46,583,057) 149,860,765
(4,083,981) 14,030,792
(19,953,703)
–
(1,121,949) 19,265,299
(2,134,956)
6,703,941
(5,545,216) 17,888,173
(8,185,506) 27,025,775
(10,361,975) 56,961,674
(15,554,565) 49,110,780
(3,770,644) 12,229,819
(54,969,621) 177,053,545
(6,446,200) 20,279,878
(1,815,013)
5,699,665
(2,854,294)
9,336,563
(5,110,839) 16,533,278
(19,445,288) 61,050,343

出售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18

盈富基金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業績紀錄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基金表現
期內，恒生指數下跌8.18%，而同期基金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下跌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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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富基金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行政及管理
經理人之董事

過戶處

韋博能先生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辭任）
Mr. Lochiel Cameron Crafter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獲委任）
Mr. James Keith MacNevin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M樓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獲委任）
李婷女士

經理人

劉芝敏女士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獲委任為李婷女士之暫代董事）

香港
中環

楊瑞珊女士

金融街8號

Mr. Matthew Montagu George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68樓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獲委任為楊瑞珊女士之

發起人

暫代董事）

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監督委員會委員

中環

陳秉强先生

金融街8號

方俠先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87樓

霍廣文先生
張建東先生

兌換代理人

羅承恩先生

香港證券兌換代理服務有限公司

陳玉樹教授

香港
中環

信託人及託管人

德輔道中199號

美國道富銀行

無限極廣場2樓

香港
中環

核數師

金融街8號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68樓

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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