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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丹利投資基⾦

環球基建基⾦
(累積股份類別)

重要資料重要資料
本基⾦主要投資世界各地的基建業務公司所發⾏的股本證券。
投資涉及⾵險。本基⾦的主要⾵險包括基礎建設業投資⾵險、股票投資⾵險、匯率⾵險、新興市場⾵險、暴
露於歐元和歐元區以及地產投資信託�（REIT）的⾵險。
閣下於本基⾦的投資有可能蒙受全盤損失。
儘管投資於本基⾦是閣下的決定，除⾮銷售本基⾦的中介⼈已向閣下表明閣下適合投資於本基⾦，並已解釋
箇中原因（包括購買本基⾦如何符合閣下的投資⽬標），否則閣下不應投資於本基⾦。閣下不應完全根據這
份⽂件⽽作出投資決定。請仔細閱讀相關銷售⽂件以瞭解包括⾵險因素在內的基⾦詳情。
投資⽅針投資⽅針
我們貫徹清楚明確、價值為本、由下⽽上、專注於投資上市基建公司的股本證券的投資過程，我們相信，不論
短期市場趨勢如何，這些公司能提供相對於其相關基建價值及資產淨值增⻑前景的最佳價值。
投資團隊投資團隊 加⼊公司年份加⼊公司年份 多年⾏業經驗多年⾏業經驗
Matthew�King,�董事總經理 2008 23
團隊成員可能隨時更改，恕不另⾏通知。

A類股份（%，已扣除費⽤）與指數的⽐較�(美元)A類股份（%，已扣除費⽤）與指數的⽐較�(美元)
⾃推出以來投資100�美元�的回報表現（現⾦價值）⾃推出以來投資100�美元�的回報表現（現⾦價值）
過往表現並⾮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過往表現並⾮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

投資表現（%，已扣除費⽤）(美元)投資表現（%，已扣除費⽤）(美元)
累積（%）累積（%） �� 年化（每年%）年化（每年%）

1個⽉1個⽉ 3個⽉3個⽉ 年初⾄今年初⾄今 1年1年 �� 3年3年 5年5年 10年10年 推出以來推出以來
A類股份 1.40 1.46 5.85 -2.57 � 7.03 4.82 4.86 8.26
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 2.48 -0.32 5.02 -2.20 � 8.49 6.16 5.58 9.08

曆年回報（%）曆年回報（%） 20222022 20212021 20202020 20192019 20182018 20172017 20162016 20152015 20142014 20132013
A類股份 -8.61 12.90 -2.59 26.11 -8.70 11.91 14.36 -15.25 14.93 17.83
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 -6.62 19.87 -6.97 28.69 -7.87 15.79 12.52 -14.40 16.34 15.89
投資涉及⾵險。�所有表現數據乃按照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計算，已扣除費⽤，並假設所有股息和收⼊的再投資，並無計及佣⾦投資涉及⾵險。�所有表現數據乃按照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計算，已扣除費⽤，並假設所有股息和收⼊的再投資，並無計及佣⾦
以及發⾏和贖回單位時產⽣的成本。所有表現及指數數�據的資料來源均為摩根⼠丹利投資管理。有關基⾦詳情，包括⾵險因以及發⾏和贖回單位時產⽣的成本。所有表現及指數數�據的資料來源均為摩根⼠丹利投資管理。有關基⾦詳情，包括⾵險因
素，請參閱相關發⾏⽂件。素，請參閱相關發⾏⽂件。
投資價值及其收⼊可升可跌，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數投資本⾦。

環球上市實質資產團隊環球上市實質資產團隊

    晨星整體評級*晨星整體評級*
基⾦總數347隻。�按照經調整⾵險回報。�A類股份:�3年期評級
3星;�5年期評級3星;�10年期評級4星.
股份類別股份類別 AA類類
貨幣 美元
ISIN編碼 LU0384381660
彭博代號 MSGIEQA�LX
推出⽇期 2010年06⽉14⽇
資產淨值 $�69.43
基⾦資料基⾦資料
推出⽇期 2010年06⽉14⽇
基本貨幣 美元
指數 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
淨資產總額 $�14.00�億
結構 盧森堡�SICAV
SFDR類別 第8條
收費（%）收費（%） AA類類
最⾼⼊場費 5.75
持續收費持續收費 1.741.74
管理費 1.50

⼊場費是潛在最⾼數字。在某些情況下，閣下⽀付的費⽤可能
減少，請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查詢。�持續費⽤反映於基⾦操作時
產⽣的付款及開⽀，期內已從本基⾦的資產中扣除。這包括就
投資管理⽀付的費⽤（管理費）、受託⼈∕託管商費⽤及⾏政
費⽤。�詳情請參閱基⾦說明書「收費及開⽀」⼀節。
認購（美元）認購（美元） AA類類
最低初始投資額� 0
最低後續投資額 0
統計數據�統計數據�（3年年度化）（3年年度化） AA類類 指數指數
超額回報�(%) -1.46 --
阿爾法值�(%) -1.10 --
⾙他值 0.95 1.00
資訊⽐率 -0.26 --
R平⽅ 0.89 1.00
夏普⽐率 0.36 0.45
追蹤誤差（%） 5.60 --
波動性（標準差）（%） 16.53 16.35
投資組合摘要投資組合摘要 基⾦基⾦
主動投資⽐率（%） 37.70
持倉數⽬ 47
加權平均市值（⼗億美元） 34.39
加權中位數市值（⼗億美元） 28.19

請參閱本⽂件結尾的額外資料及「釋義」⼀節。請參閱本⽂件結尾的額外資料及「釋義」⼀節。

A類股份 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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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釋義
主動投資⽐率主動投資⽐率計算基⾦經理投資組合中與基準指數不同的持股百分⽐（按照持股量及持
股⽐重計算）。主動股份分數介乎0%與100%之間。100%分數指您與基準指數完全不
同。主動股票可以與具有相同經濟⾵險的持股合併。�現⾦及等價物現⾦及等價物�指可以即時轉換為現
⾦的資產價值，這包括商業票據、開放式外匯交易、短期國庫券及其他短年期⼯具。由
於認為該等⼯具屬流動性質，不會⾯對重⼤價值變動⾵險，因此被視為現⾦等價物。
ISIN編碼ISIN編碼指國際證券識別碼（ISIN），是⼀個由數字和英⽂字⺟組成的12位編碼，⽤作識
別證券。�R平⽅R平⽅衡量投資回報與指數之間的相關性。R平⽅1.00指投資組合表現與指數表
現100%相關，⽽低R平⽅則指投資組合表現與指數表現的相關性較低。�加權中位市值加權中位市值指
投資組合或指數的⼀個點，⽽其中⼀半市值投資於市值較⾼股票，⽽另⼀半市值投資於
市值較低股票的⽔平。�加權平均市值加權平均市值指組成投資組合或指數的股票的平均市值，並根據
投資組合或指數內每隻股票的權重作出調整。�夏普⽐率夏普⽐率是⼀項經調整⾵險的超額回報與
標準差⽐率指標。夏普⽐率釐定每⾵險單位的回報。夏普⽐率越⾼，過往經調整⾵險表
現越⾼。�彭博識別碼彭博識別碼�指「彭博全球識別碼（BBGID）」，是⼀個由英⽂字⺟和數字組成
的12位獨特編碼，⽤作在彭博終端識別證券，例如摩根⼠丹利投資基⾦的⼦基⾦的股份
類別。彭博終端是Bloomberg�L.P.所提供的系統，能讓分析員存取及分析實時⾦融市場數
據。各彭博識別碼字⾸均為BBG，然後是9個字完，我們已在本指南就各基⾦各股份類別
列出有關的9個字元。�提供的持股數⽬持股數⽬是⼀個⼀般範圍，並⾮最⼤數量。投資組合可能不
時因市況及未完成交易⽽超出此範圍。�波動性（標準差）波動性（標準差）衡量某個表現系列中的個股表
現回報有多偏離平均值或中位數。�⾙他值⾙他值衡量基⾦相對於市場上⾏或下⾏變動的相對波
動性。⾙他值⾼於1.0表⽰發⾏或基⾦變動將⾼於市場，⽽⾙他值低於1.0則表⽰發⾏或基
⾦變動將低於市場。市場的⾙他值⼀直等於1。�資產淨值（NAV）資產淨值（NAV）是指基⾦的每股資產淨
值，代表基⾦資產扣減其負債的價值。�資訊⽐率資訊⽐率指投資組合的阿爾法值或每⾵險單位超
額回報（按照追蹤誤差計算）與投資組合基準的⽐較。�超額回報超額回報或增值（正數或負數）
指投資組合相對於基準的回報。�追蹤誤差追蹤誤差指投資回報與其基準之間的差異的標準差。�阿阿
爾法（詹森）爾法（詹森）是⼀項經調整⾵險的表現指標，代表投資組合或投資在投資組合或投資的
⾙他值及平均市場回報下⾼於或低於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預測的平均回報。�於
2018年6⽉30⽇之前，阿爾法值乃按照基⾦相對於基準的超額回報計算。
指數資料指數資料
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道瓊斯布魯克菲爾德全球基礎建設指數：經⾃由流通調整的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展⽰強
勁基建特徵的公司的股票表現。指數擬衡量基建市場的所有⾏業。
發⾏發⾏
本材料只為並且將只向居住於此等分銷或提供不會違背本地法律或法規的司法管轄區的居本材料只為並且將只向居住於此等分銷或提供不會違背本地法律或法規的司法管轄區的居
⺠提供。擁有本材料的任何⼈⼠和希望根據招股說明書申請股份的任何⼈⼠均有責任⾃⾏⺠提供。擁有本材料的任何⼈⼠和希望根據招股說明書申請股份的任何⼈⼠均有責任⾃⾏
了解及遵守任何相關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適⽤法律法規。了解及遵守任何相關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適⽤法律法規。
MMSSIIMM（（摩摩根根⼠⼠丹丹利利（（紐紐約約證證券券交交易易所所代代碼碼：：MMSS））的的資資產產管管理理部部⾨⾨））及及其其聯聯屬屬公公司司已已作作出出
安安排排，，以以推推銷銷彼彼此此的的產產品品和和服服務務。。��每每間間MMSSIIMM聯聯屬屬公公司司都都在在其其運運營營的的司司法法管管轄轄區區
內內受受到到適適當當的的監監管管。。MMSSIIMM的的聯聯屬屬公公司司包包括括：：EEaattoonn��VVaannccee��MMaannaaggeemmeenntt��((IInntteerrnnaattiioo
nnaall))��LLiimmiitteedd、、EEaattoonn��VVaannccee��AAddvviisseerrss��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LLttdd、、CCaallvveerrtt��RReesseeaarrcchh��aanndd��MMaa

nagement、Eaton�Vance�Management、Parametric�Portfolio�Associates�LLC及nagement、Eaton�Vance�Management、Parametric�Portfolio�Associates�LLC及
Atlanta�Capital�Management�LLC。Atlanta�Capital�Management�LLC。
⾹港：⾹港：本材料由摩根⼠丹利亞洲有限公司分發，以在⾹港使⽤，並且僅向⾹港《證券及
期貨條例》（⾹港法例第571章）所定義的「專業投資者」提供。本材料的內容未經包括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內的任何監管機構審核或批准。因此，除了根據相關
法例取得豁免外，本材料不得向⾹港公眾發佈、傳閱、分發、寄送或提供。
重要資料重要資料
本⽂所指的任何指數為適⽤特許⼈的知識產權（包括登記商標）。適⽤特許⼈無論如何
不會保薦、認可出售或推廣以指數為基礎的任何產品，對此亦概不負責。本基⾦屬主動
式管理，基⾦管理並無受基準的組成限制。
所有投資均涉及⾵險，包括可能損失本⾦。本⽂件所載的素材並無考慮任何個別客戶情
況，並⾮投資建議，亦不應在任何⽅⾯詮釋為稅務、會計、法律或監管建議。因此，投
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尋求獨⽴法律及財務建議，包括有關稅務影響的建
議。
除⾮本⽂件乃根據適⽤法律及規例使⽤及派發，否則MSIM並無授權⾦融中介機構使⽤及
派發本⽂件。MSIM對於任何該等⾦融中介機構使⽤或錯誤使⽤本�⽂件概不負責，亦不承
擔法律責任。如閣下為摩根⼠丹利投資基⾦的分銷�商，部分或全部基⾦或個別基⾦股份
未必可供分銷。在向閣下的客戶轉發基�⾦資料之前，請參閱⼦分銷協議了解有關詳情。
未經本公司明確書⾯同意，不得直接或間接複製、複印、修改、⽤於製作衍⽣作品、執
⾏、展⽰、出版、張貼、授權、框鑲、分發或傳輸本資料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或向第三
⽅披露其內容。不得鏈接⾄本資料，惟超連結屬個⼈及⾮商業⽤途則例外。本⽂件載列
的所有資料均屬於專有資料，受到版權及其他適⽤法例的保護。
本⽂件可能被翻譯為其他語⾔。倘若編製該等譯⽂，概以本英⽂版本為準。如果本⽂件
的英⽂版本與其他語⾔版本之間有任何差異，概以英⽂版本為準。
*晨星*晨星
評級�30.04.2023.�基⾦的晨星評級™（⼜稱為「星號評級」）會就具有最少三年往績的管理
產品（包括互惠基⾦、可變動年⾦及可變動⼈壽保險⼦賬戶、交易所買賣基⾦、封閉式
基⾦及獨⽴賬戶）計算評級。交易所買賣基⾦及開放式互惠基⾦被視為同⼀類別以便⽐
較。這是按照晨星經調整⾵險回報指標計算，這項指標計及管理產品⽉度超額表現的變
動，更加著重下⾏變動及貫徹表現。各產品類別的⾸10%產品會獲得5星，其後的22.5%
獲得4星，其後的35%獲得3星，其後的22.5%獲得2星，最低的10%獲得1星。管理產品的
整體晨星評級來⾃與其三年期、五年期及10年期（如適⽤）晨星評級基準有關的表現數
據的加權平均數。⽐重為：100%�三年期評級：36-59個⽉的總回報，60%�五年期評級∕
40%�三年期評級：60-119個⽉的總回報，及50%�10年期評級∕30%�五年期評級∕20%�三
年期評級：120個⽉或以上的總回報。儘管10年期整體星級⽅程式似乎給予10年期最⾼⽐
重，但最近的三年期實際上帶來最⼤影響，因為它在三個評級期間都被納⼊了。評級並
無計及銷售費。
歐洲/亞洲和南⾮類別�（EAA）歐洲/亞洲和南⾮類別�（EAA）包括位於歐洲市場、主要跨境亞洲市場基⾦，有歐洲
UCITS�基⾦的實質性數量（主要為⾹港、新加坡和臺灣），南⾮，以及晨星認為對投資
者有利從⽽納⼊EAA分類系統的其他亞洲和⾮洲市場的基⾦。

環球基建基⾦�|�基⾦簡介

⾏業分佈⾏業分佈（佔淨資產總額%）（佔淨資產總額%） 基⾦基⾦
⽯油及燃氣儲存與運輸 31.73
通訊 17.18
其他 13.97
輸電及配電 12.08
多元化 8.64
⽔ 5.40
機場 5.26
收費公路 3.02
現⾦ 2.71

市場分佈市場分佈（佔淨資產總額%）（佔淨資產總額%） 基⾦基⾦
美國 40.09
加拿⼤ 15.77
英國 7.98
中國 7.75
西班⽛ 6.82
意⼤利 6.48
法國 5.59
澳洲 2.53
墨西哥 2.27
其他 2.00
現⾦ 2.71

本基⾦分類為《可持續⾦融披露條例》下第8條的產品。第8條的產品具有促進環境
或社會特徵，並以有約束⼒的⽅式將可持續性納⼊投資流程的產品。�
由於不包括投資組合內的其他資產和負債，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有關⾏業分類∕釋義的額外資料，請瀏覽�www.msci.com/gics�及詞彙表（網址：
www.morganstanley.com/im�)。�
此等證券及百分⽐配置僅供說明⽤途，並不構成亦不應詮釋為有關所述證券或投資的
投資建議或推薦意⾒。
本基⾦只有A及C股份類別已獲⾹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授權向⾹港公眾⼈⼠發
售。
全⾯⾵險披露請參閱章程，網址為�全⾯⾵險披露請參閱章程，網址為�www.morganstanleyinvestmentfunds.comwww.morganstanleyinvestmentfunds.com。�所有數據均截⾄。�所有數據均截⾄
2023年04⽉30⽇�，可能每⽇更改。2023年04⽉30⽇�，可能每⽇更改。

主要持倉主要持倉（佔淨資產總額%）（佔淨資產總額%） 基⾦基⾦
China�Gas�Holdings�Ltd 7.75
GFL�Environmental�Inc 7.55
Infrastrutture�Wireless�Italiane�SPA 5.56
American�Tower�Corp 5.45
VINCI 4.78
National�Grid�Plc 4.63
Sempra�Energy 3.71
Enbridge�Inc 3.58
Exelon�Corp 2.91
American�Electric�Power�Co.�Inc 2.69
總計總計 48.6148.61
其他A類股份其他A類股份

貨幣貨幣 推出⽇期推出⽇期 ISIN編碼ISIN編碼 彭博代號彭博代號
A�(EUR) 歐元 30.04.2021 LU2337806694 MOFGIAE�LX
AH�(EUR) 歐元 14.06.2010 LU0512092221 MSGBEAH�LX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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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資料產⽣的任何損害賠償或損失概不負責。過往表現並⾮未來業績的保證。過往表現並⾮未來業績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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