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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2 日 

親愛的股東：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下稱「本公司」） － 美國小型公司（下稱「本基金」） 

我們謹通知您，於 2022 年 8 月 16 日（下稱「生效日」），本基金將變更其策略專注於影響力投資。本

基金之名稱、目標及政策將修訂以反映此變更，且本基金將投資至少 75%之資產於永續性投資，此舉係

使本基金符合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所通過之第(EU)2019/2088 號有關金融服務業永

續相關資訊揭露規則(下稱「永續金融揭露規則（SFDR）」)第 9 條。 

背景與原因 

自生效日起，本基金將變更其策略，進行投資時會著重於投資經理人預期有助於促進與一項或多項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相關的環境與社會目標，並且提供股東長期回報者。本基金執行此投資策略為透過辨別其業

務直接或間接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力的公司，而此經由將公司的營收對準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來進行衡量。 

投資經理人認為，本基金變更為持有不超過50間公司是投資過程中重要的部分，使本基金得以專注於其

投資策略，因為較大的投資組合將使本基金與公司就其ESG策略的互動在運作上變得困難。 

本基金將進行以下變更以反映此修訂後的策略： 

名稱變更 

自生效日起，本基金之英文更名將變更為「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 US Smaller 

Companies Impact」。 

投資目標及政策變更 

自生效日起，本基金於本公司公開說明書中的基金詳細資料變更如下： 

- 投資目標及政策將有所變更，以反映影響力投資策略，這包括更新揭露內容，反映本基金接下

來預期持有不超過 50 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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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性標準」的部分將於公開說明書之本基金特色一節予以修改，以解釋本基金的新方法；

及 

- 永續性風險揭露內容將進行修改，反映本基金將具有如永續金融揭露規則第 9 條定義之永續投

資目標。 

關於變更的詳細資訊，請參見附件一。 

這些變更對於本基金風險／報酬概況不會構成重大的變化。 

本基金的其他所有主要特色，包括綜合風險與報酬指標（SRRI）及費用，仍維持不變。 

 

贖回或將您的股份轉換為其他施羅德基金 

我們希望在此等更改後，閣下仍將選擇投資於本基金，但如閣下有意在更改生效前將閣下在本基金的持股

贖回或轉換至本公司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之基金商品，則閣下可於2022年8月15日（包括該日在內）

下午5時正（香港時間）交易截止時間前任何時間進行有關贖回或轉換。請確保閣下的贖回或轉換指示於

此截止時間前送抵香港代表人。我們將根據公開說明書條款免費執行閣下的贖回或轉換指示，惟在某些國

家，當地付款代理人、往來銀行或類似代理人可收取交易費用。當地代理人亦可實施一個較上述時間為早

的當地交易截止時間，故請與該等代理人確定，以確保閣下的指示可於2022年8月15日下午5時正（香港

時間）交易截止時間前送抵香港代表人。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更多資料，請聯絡施羅德投信或致電客服專線：(02) 8723 6888 查詢。 

 

閣下可於 www.schroders.lu 取得更新的本基金相關股份級別之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KIID）及公開說明

書。 

如閣下有任何疑問，或想要知道更多施羅德產品之資訊，請聯絡施羅德投信或致電客服專線：(02) 8723 

6888查詢。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董事會 

謹啟 

http://www.schroders.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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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修訂後文字請詳下表中劃線標示內容。 

(以下中譯文字如與中文版公開說明書有差異，請以最新中文版公開說明書內容為準) 

目前本基金揭露內容 修訂後本基金揭露內容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權和股權相關

證券，在三年至五年期內扣除費用後提供超過 Russell 

20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本基金被積極管理及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美國

小型公司的股權和股權相關證券。美國小型公司為購入

時其市值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少的 30%的公司。 

本基金投資於廣泛系列的美國小型公司，相信此等公司

在中長期來說，比較大型公司的同行能夠提供更佳的成

長前景。其投資方向集中於三種美國公司：投資經理人

相信展示了強勁成長趨勢和現金水平正在提升的公司；

投資經理人相信產生可靠收入和利潤的公司；和投資經

理人相信正進行正面改變但未被市場識別到的公司。這

樣，投資經理人相信我們能夠在中長期為投資人減低整

體風險和提高回報。 

本基金亦可將不多於三分之一資產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其

他證券（包括其他資產類別）、國家、地區、行業或貨

幣、投資基金、認股證及貨幣市場投資項目，和持有現

金（但須受到附件 I 所載之限制）。  

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

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 

依投資經理人的評等標準，本基金之永續性評分整體維

持高於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有關實現此目標所使用的投資流程，詳情請見基金特色

一節。 

本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超過本基金網頁「永續性資訊」

中所列限制之若干活動、產業或發行人集團，詳見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investor/gfc。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於有助於增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且投資經理人認為是永續性投資之美國小型公司的股權

與股權相關證券，在三年至五年期內扣除費用後，提供

超過 Russell 20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資本增

值。 

投資政策： 

本基金被積極管理且至少 75%的資產投資於永續性投

資，該等投資為投資經理人預期有助於促進與一項或多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關的環境與社會目標，且提供

股東長期回報的投資。投資經理人將從合格公司範圍中

選擇公司，合格公司係經認定符合投資經理人之影響力

標準之公司。影響力標準包括評估公司對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的貢獻，此係指在評估公司時，一併考量公司為

推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而對社會產生直接或間接正面

影響之程度，以及該等行動可能對公司價值產生的影

響。更多詳情請參閱基金特色一節。 

本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超過本基金網頁「永續性資訊」

中所列限制之若干活動、產業或發行人集團，詳見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investor/gfc。 

本基金投資於依據投資經理人的評等標準判定，不會造

成重大環境或社會危害，且具有良好公司治理運作之公

司（詳情請參閱基金特色一節）。 

本基金亦得投資於投資經理人認為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

（通常至多二年），將改善其永續性實踐之公司。 

投資經理人亦可能與本基金所持有的公司互動，就已發

現之永續性問題缺失提出質疑。有關投資經理人對永續

性所採取的做法及其與公司互動的詳情，請參見網站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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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Policy: 

 

investor/strategic-

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 

本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一集中範圍的美國小

型公司股權和股權相關證券。這些公司於購入時其市值

被認為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最少的 30%之公司。本基

金通常持有不超過 50 間公司。 

本基金亦可將不超過三分之一資產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其

他證券（包括其他資產類別）、國家、地區、行業或貨

幣、投資基金、認股證及貨幣市場投資項目，及持有現

金（但須受附件 I 所載之限制）。 

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

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 

本基金投資於廣泛系列的美國小型公司，相信此等公司

在中長期來說，比較大型公司的同行能夠提供更佳的成

長前景。其投資方向集中於三種美國公司：投資經理人

相信展示了強勁成長趨勢和現金水平正在提升的公司；

投資經理人相信產生可靠收入和利潤的公司；和投資經

理人相信正進行正面改變但未被市場識別到的公司。這

樣，投資經理人相信我們能夠在中長期為投資人減低整

體風險和提高回報。 

依投資經理人的評等標準，本基金之永續性評分整體維

持高於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有關實現此目標所使用的投資流程，詳情請見基金特色

一節。 

本基金不會直接投資於超過本基金網頁「永續性資訊」

中所列限制之若干活動、產業或發行人集團，詳見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investor/gfc。 

Investment Policy: 

基準： 

本基金的表現應按其目標基準評估，即超過 Russell 

2000 Lagged (Net TR) index，並與 Morningstar US 

Small-Cap Equity Category 及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作比較。本基金的投資領域預

期與目標基準及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成份有顯著範圍的重疊。比較基準只作比較表

現用途，並不決定投資經理人如何投資基金資產。投資

經理人可全權作出投資，本基金的組合及表現偏離目標

基準或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

基準： 

本基金的表現應按其目標基準評估，即超過 Russell 

2000 Lagged (Net TR) index，並與 Morningstar US 

Small-Cap Equity Category 及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作比較。本基金的投資領域預

期與目標基準及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成份有顯著範圍的重疊。比較基準只作比較表

現用途，並不決定投資經理人如何投資基金資產。投資

經理人可全權作出投資，本基金的組合及表現偏離目標

基準或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



Page 5 of 8 
  

 

程度沒有限制。為了受惠於特定投資機會，投資經理人

將投資於不包括在目標基準或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公司或產業。 

選擇目標基準是由於該基準代表基金可能會投資的種

類，因此該基準為基金旨在提供的回報的適當目標。選

擇比較基準是由於投資經理人相信基於本基金的投資目

標和策略，該基準適合用於比較基金表現。 

基準並未考慮本基金的環境及社會特性或永續性目標

（如相關）。 

程度沒有限制。為了受惠於特定投資機會，投資經理人

將投資於不包括在目標基準或 S&P Small Cap 600 

Lagged (net TR) index 的公司或產業。 

選擇目標基準是由於該基準代表基金可能會投資的種

類，因此該基準為基金旨在提供的回報的適當目標。選

擇比較基準是由於投資經理人相信基於本基金的投資目

標和策略，該基準適合用於比較基金表現。 

基準並未考慮本基金的環境及社會特性或永續性目標

（如相關）。 

基金特色： 

永續性標準 

投資經理人為本基金選擇投資標的時，採用公司治理與

永續性標準。 

對投資範圍內的公司，依其公司治理、環境及社會情況

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就潛在投資標的進行盡職調查，包括(如可行

者)與公司管理階層會議。投資經理人分析公司所提供之

資訊，包括公司永續性報告所載之資訊及其他相關之公

司資訊。投資經理人亦將仔細查閱其他揭露事項，包括

第三方之報告，通常並將於評估程序中及(若該公司被選

為投資組合之一部分)其後與公司互動。 

該評估藉由獲得自施羅德專屬的永續性工具之量化分析

予以支援。透過該等工具，分析師能夠依據其所選之指

標、其自身之公司評估分數或調整後之排名（規模、產

業或地區）對公司進行比較，並可以靈活地對公司進行

特定調整以反映其具有之詳細知識。 

有關投資經理人對永續性所採取的做法，以及其與公司

互動的詳情，請參見網站：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

investor/strategic-

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 

投資經理人確保，至少本基金投資組合所持有之下述標

的已依永續性標準進行評等： 

- 90%之於已開發國家註冊之大型公司所發行的股

票；具投資等級信用評等的固定或浮動利率證券及

貨幣市場工具；已開發國家所發行的主權債；及 

基金特色： 

永續性標準 

投資經理人為本基金選擇投資標的時，採用永續性標

準。 

所投資之標的由投資經理人認定符合其影響力標準之公

司，亦即公司產品及服務可以解決永續發展目標差距之

一的公司，或於主流產業中經營其業務而可以間接解決

永續發展目標差距之一的公司。 

為了辨識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有直接連結的公司，投

資經理人使用專屬的篩選工具，以對應公司收益與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該工具將公司收益區分為數個與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相連結的不同類別。當投資經理人使用

該工具評估個別公司時，該工具亦能使其在合併投資組

合的層面，衡量連結到永續發展目標的整體收益。投資

經理人已辨識出三種類型公司，可構成投資組合。 

第一種類型為高度創新的公司，其商業模式解決了永續

發展目標中的直接需求。這些是成長型公司，其對永續

發展目標差距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可以擴展。 

第二種類型為已經產生具影響力之收益，然並未明確傳

達或強調該影響力的公司。這些公司是投資經理人基於

其對美國小型股領域的深入瞭解而可以辨識的公司，且

投資經理人認為該等公司具有一個重新評等的機會。如

此一來，該等公司得以更佳清楚表達其影響力機會，且

這方面亦會更透明。此類型的公司預計將是本基金投資

組合中的最大宗。 

第三種類型將傾向於具有最低收益連結程度的公司。此

類型的公司需要進行商業模式轉型始得生存。投資經理

人相信這些是有能力、也期望進行轉型的公司，且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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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之於新興國家註冊之大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中小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具非投資等級信用評等

的固定或浮動利率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及新興國

家所發行的主權債。 

此處所稱小型公司係指市值低於 50 億歐元的公司，中

型公司係指市值在 50 億歐元至 100 億歐元間的公司，

大型公司係指市值在 100 億歐元以上的公司。 

經理人認為能夠在轉型歷程中幫助指引這些公司。各投

資標的必須與永續發展目標具備某種程度的收益連結。

基於投資標的於三種類型中所屬的類型，其收益連結的

程度將有所不同。 

投資經理人確保，本基金投資組合中，至少 90%的公司

係依永續性標準進行評等。由於採用永續性標準，本基

金的潛在投資領域中，至少有 20%的公司被排除在可投

資的選擇之外。 

為本檢驗之目的，此處所稱潛在投資領域，係指在採用

永續性標準之前，投資經理人根據投資目標及政策的其

他限制，得為本基金選擇的核心發行人領域。此領域係

由美國小型公司或其大部份收益或利潤是來自於美國小

型公司之公司的股權及股權相關證券所構成。 

投資經理人為本基金選擇投資標的時，採用公司治理與

永續性標準。 

對投資範圍內的公司，依其公司治理、環境及社會情況

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就潛在投資標的進行盡職調查，包括(如可行

者)與公司管理階層會議。投資經理人分析公司所提供之

資訊，包括公司永續性報告所載之資訊及其他相關之公

司資訊。投資經理人亦將仔細查閱其他揭露事項，包括

第三方之報告，通常並將於評估程序中及(若該公司被選

為投資組合之一部分)其後與公司互動。 

該評估藉由獲得自施羅德專屬的永續性工具之量化分析

予以支援。透過該等工具，分析師能夠依據其所選之指

標、其自身之公司評估分數或調整後之排名（規模、產

業或地區）對公司進行比較，並可以靈活地對公司進行

特定調整以反映其具有之詳細知識。 

有關投資經理人對永續性所採取的做法，以及其與公司

互動的詳情，請參見網站：

www.schroders.com/en/lu/private-

investor/strategic-

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 

投資經理人確保，至少本基金投資組合所持有之下述標

的已依永續性標準進行評等： 

- 90%之於已開發國家註冊之大型公司所發行的股

票；具投資等級信用評等的固定或浮動利率證券及

貨幣市場工具；已開發國家所發行的主權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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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之於新興國家註冊之大型公司所發行的股

票；中小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具非投資等級信用

評等的固定或浮動利率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及新

興國家所發行的主權債。 

此處所稱小型公司係指市值低於 50 億歐元的公司，中

型公司係指市值在 50 億歐元至 100 億歐元間的公司，

大型公司係指市值在 100 億歐元以上的公司。 

永續性風險因素： 

本基金具有環境及／或社會特性（如永續金融揭露規則

第 8 條之定義）。因此，具有此等特性的基金，對若干

公司、產業或行業所持有的部位可能相當有限，且對不

符合投資經理人所選用之永續性標準的某些投資，本基

金可能放棄其投資機會，或處分其持股。由於投資人對

何謂永續投資的看法可能不同，此等基金也可能投資於

未反映任何特定投資人之信念及價值觀的公司。有關永

續性風險之詳情，請參閱附件 II。 

永續性風險因素： 

本基金具備永續性投資目標環境及／或社會特性（如永

續金融揭露規則第 8 9 條之定義）。因此，具有此等目

標特性的基金，對若干公司、產業或行業所持有的部位

可能相當有限，且對不符合投資經理人所選用之永續性

標準的某些投資，本基金可能放棄其投資機會，或處分

其持股。由於投資人對何謂永續投資的看法可能不同，

此等基金也可能投資於未反映任何特定投資人之信念及

價值觀的公司。有關永續性風險之詳情，請參閱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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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基金各級別的 ISIN code  (下表僅列示台灣註冊之級別)： 

基金名稱/級別 幣別 ISIN Code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美元)A1-累積 USD LU013371610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美元)C-累積 USD LU010626218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美元)I-累積 USD LU013434425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美元)A-累積 USD LU010626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