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入基金」現金獎賞及禮品獎賞 

重要提示：  

•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產品價格可升亦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  

• 基金乃投資產品的一種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閣下不應投資

在投資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投資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驗及目

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 

•投資產品不等同定期存款，並非其替代品，亦不是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 

• 在閣下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事先徵詢閣下的獨立專業財務、稅務及法律顧問意見。 

• 某些基金產品可能只限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內提供及╱或有其限制。投資者如有疑問，應參考有關的

基金銷售文件及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 本資料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 本文件所載之資料僅作資料用途，並不構成任何要約，招攬，邀請或建議購買任何證券或投資產

品。 

 

「轉入基金」現金獎賞及禮品獎賞之條款及細則（本「優惠」）  

 

1. 本優惠之推廣期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  

2. 本優惠只適用於在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或「我們」 )持有一個或

多個基金投資戶口的客戶（「基金投資戶口」），而不適用於商業銀行客戶、公司客戶及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客戶(「合資格客戶」)。 若為聯名基金投資戶口，則只有主戶口持有

人符合資格享有本優惠。 本行保留決定客戶是否符合享有優惠資格的決定權。 

3. 本優惠只適用於可在本行分銷的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之基金

(「合資格基金」)的基金轉讓(「基金單位」)。本行可不時對基金可否轉入本行及受限於第

4 點, 可否享有本優惠(「合資格轉入」)擁有最終決定權。查詢有關合資格基金的詳情，請

與本行客戶經理聯絡。 

4. 合資格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内成功完成由其他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轉入合資格基金至其在本

行的基金投資戶口名下並且累積金額達港幣 100,000 (或同等價值) 或以上, 則可享現金獎賞。

合資格客戶每累積轉入合資格基金達港幣 100,000 (或同等價值)，可享港幣 500 之現金獎

賞(「現金獎賞」)  。每位合資格客戶的現金獎賞上限為港幣 10,000。 

5. 除現金獎賞外，如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内轉入之合資格基金(或至少一隻)為本行指定獲證

監會認可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及累積轉入合資格基金合共達港幣 800,000 (或同等價

值)，該合資格客戶可額外獲 Kindle 電子書壹本(「禮品獎賞」)  。每位合資格客戶只可獲

禮品獎賞一次。禮品獎賞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6. 如本行不再分銷合資格基金，合資格客戶往後將不可再透過本行繼續認購合資格基金。  

7. 本行只接受客戶將其於其他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以同名持有的基金轉入。轉自其他銀行或

其他金融機構的基金單位的戶口持有人名稱，必須與本行記錄的合資格客戶名稱相同。 

8. 獲證監會認可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是指根據證監會 於 2021 年 6 月 29 日向認可單位

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發出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基金的通函，所有將環境、

社會和管治作為其主要投資重點並反映在其投資目標或策略的證監會認可基金。證監會並



 
沒有核實該等產品所採用的投資策略、投資選擇過程、投資組合及管理或準則的成效，以

達致這些產品所指定的綠色或 ESG 投資重點。綠色基金和 ESG 基金列表並不表示該等產品

獲得官方推介，亦不構成其綠色或 ESG 特性及表現的保證。此外，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該

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該基金適合

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9. 指定 SFC ESG 基金的適用性按本行記錄. 批核及最終決定為準, 本行可作不時更改而不需作

另行通知。客戶可參閱現時本行指定 SFC ESG 基金名單, 見附件一。 

10. 本行將以完成合資格轉入當時本行所獲相應合資格基金的最新單位價格計算符合現金獎賞

的累積轉入金額。如基金單位以非港幣計價，本行將會按由本行全權不時釐定之匯率兌換

轉入金額至等值之港幣。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有關轉入基金單位金額計算方法的最終

決定權。 

11. 本行將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港幣將現金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的相關多種貨幣儲

蓄戶口 (同時為相關基金投資戶口的結算戶口) (「結算戶口」)。 

12. 禮品獎賞將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送達本行其中一間指定分行，合資格客戶需親臨指

定分行領取並親自簽收禮品獎賞。 

13. 若合資格客戶在現金獎賞存入日期及禮品獎賞收取日期或之前： 

a. 將合資格基金部分或全部由基金投資戶口轉出；或 

b. 關閉任何基金投資戶口或結算戶口; 

本行保留取消或追討任何部分或全部現金或禮品獎賞之權利。 

14. 現金獎賞不可轉讓，亦不可與本行其他推廣同時使用。 

15. 現金獎賞亦受本行投資服務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16. 本行保留不時更改、暫停或終止本優惠，及修訂或更改任何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

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決定將是最終及有約束力。 

17.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風險聲明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產品的價格波動不定，有時波動幅度非常大，甚至可能變得一文不值。投資

者不應只根據本文檔便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事先徵詢獨立財務顧問

意見及細閱有關產品的銷售文件以獲取進一步資料包括風險因素，確保本身瞭解有關 產品之風險

性質。  

基金投資  

基金的過去表現，並不一定反映或保證其將來的表現。客戶有可能損失部份或全部投資本金。本

行或任何其附屬機構並不承擔或擔保該投 資所構成的任何責任。於適當範圍內本行可從基金經理

獲取佣金或回扣。 

聲明  

本推廣資料並不構成買賣任何投資產品的建議或要約。本推廣資料由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為一間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之持牌銀行、及證

券及期貨條例下的註冊機構(中央編號：AAC155)，從事第一類(證券交易)及第四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的受規管活動。本推廣資料並未經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附件一：本行指定 SFC ESG 基金名單 

Fund 

Code 
基金名稱 

AC07 AB SICAV I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美元)A 

AC48 AB SICAV I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美元)B 

AC81 AB SICAV I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歐元)A 

AC83 AB FCP I – 美國可持續趨勢基金(美元)A 

AC86 AB FCP I – 美國可持續趨勢基金(歐元)A 

AC97 AB FCP I – 美國可持續趨勢基金(美元)B 

ACG2 AB SICAV I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美元) AX   

AX05 安盛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A 類累積 (美元) 

AX06 安盛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A 類每月分派(港元對沖)現金派息 

AX07 安盛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A 類每月分派(澳元對沖)現金派息 

AX08 安盛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A 類每季分派(美元)現金派息 

BP18 法巴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經典分派 澳元回報對沖 (每月現金派息) 

BP19 法巴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經典資本 美元 

BP20 法巴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經典分派 美元 (每月現金派息) 

BT07 信安歐洲可持續股票基金-累積 

BT09 信安環球責任股票基金-累積 

BT41 信安可持續亞洲配置基金添利零售美元 (每月現金派息) 

BT42 信安可持續亞洲配置基金添利零售港元 (每月現金派息) 

BT43 信安可持續亞洲配置基金添利零售人民幣對沖 (每月現金派息) 

CG27 盈信世界領先可持續發展基金 類別 I 累積 美元 

CG42 盈信全球新興市場領先基金 I 

DR61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歐元)A 

DR62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美元)A 

DRA5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港元）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A6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美元）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A8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H2-澳洲元對沖）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A9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H2-加元對沖）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C5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H2-人民幣對沖）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J4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 AM 類（H2-英鎊對沖）收息股份 現金派息 

DRK3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AMg 類（美元）每月現金派息 

DRL0 安聯糧食安全基金 AT 類別(美元) - 累積股 

DRM7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歐元)A 現金派息 

DRM8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美元)A 現金派息 

DRM9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AMg 類（H2 人民幣對沖）每月現金派息 



 

FI19 富達基金 – 歐元藍籌基金 A-歐元 

FI31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日本股票基金 A -日圓 

FI45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A-美元 

FI50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歐元 (收益再投資) 

FI55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消費品牌基金 A-歐元 

FI56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環球健康護理基金 A-歐元 

FI68 富達基金 – 多元收益基金 A-美元 

FI91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美國基金 A-美元 

FI92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A-累積-歐元 

FIC6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歐元 (現金派息) 

FIE4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環球健康護理基金 A-累積-美元 

FIF7 富達基金 – 歐元藍籌基金 A-累積-美元對沖 

FIK3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美元(對沖) 

FIK4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港元(對沖) 

FIK5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澳元(對沖) 

FIK6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 -H 每月派息(G)-人民幣( 對沖) 

GU74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環境基金 A (美元) - 收益 

IN57 景順能源轉型基金 A 

IN61 景順永續性歐洲量化基金 A 

IN67 景順美國藍籌指標增值基金 A 

IN90 景順永續性環球量化基金 A 

INE0 景順永續性歐洲量化基金 A 美元對沖 (累積) 

INE8 景順永續性環球量化基金 A (美元) 每月現金派息 - 1 

INF0 景順永續性歐洲量化基金 A (美元對沖) 每月現金派息 - 1 

INJ5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派息 1 澳元對沖 現金 

INJ6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派息  歐元對沖 現金 

INJ7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累積 歐元對沖  

INJ8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派息 港元 現金 

INJ9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派息 港元 收益再投資 

INK0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半年派息 美元 收益再投資 

INK1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固定派息 美元 現金 

INK2 景順永續性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每月固定派息 美元 收益再投資 

INN8 景順日本股票探索價值社會責任基金 A 累積 美元對沖 

JF47 摩根可持續基建 (美元) (每季派息) (收益再投資) 

JF48 摩根可持續基建 (美元) (每季派息) (現金派息) 

JFG7 摩根可持續基建 (港元) (每月派息) (現金派息) 

JFG8 摩根可持續基建 (美元) (每月派息) (現金派息) 



 

ME73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美元 

ME74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歐元 

ME78 貝萊德全球基金 - ESG 多元資產基金歐元 A2 

MEB6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系統分析環球小型企業基金 A2 美元 

MEE9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債券基金 A2 

MEH8 貝萊德全球基金 - ESG 多元資產基金美元對沖 A2 

MEQ5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澳元對沖  

MEQ6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加拿大元對沖 

MEQ7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英鎊對沖 

MEQ8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港元對沖 

MEQ9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新西蘭元對沖 

MER1 貝萊德全球基金 -可持續能源基金 A2 人民幣對沖 

PT01 百達–環保能源–P 美元 

PT03 百達–林木資源–P 美元 

PT12 百達智能城市 P 美元 

PT13 百達智能城市 P DM 美元 (每年現金派息) 

PT14 百達智能城市 HP DM 澳元對沖(每年現金派息) 

PT15 百達智能城市 HP DM 港元對沖(每年現金派息) 

PT16 百達智能城市 P DM 英鎊 (每年現金派息) 

PT17 百達全球趨勢精選 P 美元 (收益再投資) 

PT18 百達智能城市 HP DM 美元對沖(每年現金派息) 

PT19 百達全球趨勢精選 HP 澳元 (收益再投資) 

PT20 百達全球趨勢精選 P 港元 (收益再投資) 

PT29 百達全球環保機遇 P 歐元 累積 

PT30 百達全球環保機遇 P  美元 累積 

SC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影響力基金 A 累積 

SCB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基金 A 累積 美元 

SCB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基金 A 累積 歐元 

TE25 鄧普頓環球氣候變化基金 A (每年派息)   

SCG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醫療創新股票 A 累積 (美元) 

SCG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醫療創新股票 A 累積 (歐元對沖) 

DRN4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 AM 類（H2 美金) 每月現金派息 

FIK8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港元  

FIK9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美元 

FIL0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環球股息優勢基金 A-美元 (收益再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