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2日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日盛中國戰略 A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日盛中國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終止委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投資顧問諮詢服務，並配合修訂公開說明書

乙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准予備查，特此公告。 

 

說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1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42401號函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投資團隊歷經與投資顧問長達 5年以上的交流及互動，不僅深入對於中國市場及

產業的研究，亦大幅提升全方位自主選股能力，經綜合評估已具備自行操作管理之能

力，故終止旨揭二檔基金與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投資顧問諮詢服務協定書。本次終

止投資顧問並不影響基金之投資策略或方針，終止顧問生效日為 2021年 5月 17日。 

三、 有關旨揭二檔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本公司已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 顧 問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http://www.sitca.org.tw/)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s://www.jsfunds.com.tw)；修訂後之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並已公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https://www.jsfunds.com.tw)。 

四、 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告如下： 

(一)日盛中國戰略 A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封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

號招商銀行大廈28樓 

網址：www.cmfchina.com 

電話：+86(21) 0755-83196666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基

本資料。 

【基金概

況】 

 

肆、基金投

資 

第 10頁 

二、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

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

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投資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

告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

二、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

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

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投資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

告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酌

修投資決策過

程。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人員負責研究分析工

作，按所得資訊提出

基金投資分析報告。 

人員負責研究分析工

作，包括國外投資顧

問公司之投資建議及

相關資訊研判，按所

得資訊提出基金投資

分析報告。 

【基金概

況】 

 

肆、基金投

資 

第 13 頁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

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

資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

服務之專業能力： 

無；本基金未委託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

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顧問公

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

力： 

本基金之國外顧問公司為「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招商基金”）於 2002 年 12 月

27 日經中國證監會（2002）100

號文批准設立，經營範圍包括發

起設立基金、基金管理業務和中

國證監會批准的其它業務，股東

股權結構為：招商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全部股權的 55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全部股權的 45％。公司註冊

資本金為 2.1 億元人民幣。目

前，招商基金擁有兩家全資子公

司，分別為招商財富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和招商資產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簡

介。 

 

日盛中國戰略 A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壹、基本資

料 

第1頁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無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基

本資料。 



 

 

 (二)日盛中國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封 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地址：中國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號招商銀行大廈 28樓 

網址：www.cmfchina.com 

電話：+86(21) 

0755-83196666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基

本資料。 

【基金概

況】 

 

壹、基金簡

介 

 

十、投資策

略及特色 

 

第 6 頁 

 投資特色 

（一）投資聚焦中國股債市投資

機會，將運用 QFII額度、

滬(深)港通平台及債券通

渠道投資中國境內股債，

投資組合的核心概念以股

票及債券之動態配置調

整，靈活掌握不同資產類

別的景氣循環與獲利機

會，追求最適波動風險。 

（二）經理公司總經團隊隨時蒐

集相關投資訊息，靈活資

產配置嚴控風險建構最適

投資組合，以求達成收益

與資本增長兼備的長期投

資目標。 

 

（三）本基金多幣別計價發行，

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

幣計價，投資人可以依自

身理財規劃需求進行投資

配置，提供投資人彈性的

選擇。 

 

 投資特色 

（一）投資聚焦中國股債市投資

機會，將運用 QFII額度、

滬(深)港通平台及債券通

渠道投資中國境內股債，

投資組合的核心概念以股

票及債券之動態配置調

整，靈活掌握不同資產類

別的景氣循環與獲利機

會，追求最適波動風險。 

（二）結合經理公司總經團隊及

海外投資顧問公司在地研

究團隊提供相關投資訊

息，靈活資產配置嚴控風

險建構最適投資組合，以

求達成收益與資本增長兼

備的長期投資目標。 

（三）本基金多幣別計價發行，

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

幣計價，投資人可以依自

身理財規劃需求進行投資

配置，提供投資人彈性的

選擇。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國外投資顧

問相關文字。 

【基金概

況】 

二、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

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

二、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

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酌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肆、基金投

資 

第 12頁 

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投資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

告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

人員負責研究分析工

作，按所得資訊提出

基金投資分析報告。 

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投資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

告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

人員負責研究分析工

作，包括國外投資顧

問公司之投資建議及

相關資訊研判，按所

得資訊提出基金投資

分析報告。 

修投資決策過

程。 

【基金概

況】 

 

肆、基金投

資 

第 14頁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

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

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

之專業能力： 

無；本基金未委託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

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

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

之專業能力： 

本基金之國外顧問公司為「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招商基金”）於 2002 年 12 月

27 日經中國證監會（2002）100

號文批准設立，經營範圍包括發

起設立基金、基金管理業務和中

國證監會批准的其它業務，股東

股權結構為：招商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全部股權的 55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全部股權的 45％。公司註冊

資本金為 2.1 億元人民幣。目

前，招商基金擁有兩家全資子公

司，分別為招商財富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和招商資產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簡

介。 

 

 



 

 

日盛中國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   明 

壹、基本資

料 

第1頁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無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本基金國外

投資顧問之基

本資料。 

貳、基金投

資範圍及投

資特色 

第 2頁 

二、投資特色： 

（一）投資聚焦中國股債市投資

機會，將運用 QFII額度、

滬(深)港通平台及債券通

渠道投資中國境內股債，

投資組合的核心概念以股

票及債券之動態配置調

整，靈活掌握不同資產類

別的景氣循環與獲利機

會，追求最適波動風險。 

（二）依據本公司總經團隊蒐集

的相關投資訊息，靈活資

產配置嚴控風險建構最適

投資組合，以求達成收益

與資本增長兼備的長期投

資目標。 

 

（三）本基金採取多幣別計價發

行，包含新臺幣、美元、

人民幣計價，投資人可以

依自身理財規劃需求進行

投資配置。 

二、投資特色： 

（一）投資聚焦中國股債市投資

機會，將運用 QFII額度、

滬(深)港通平台及債券通

渠道投資中國境內股債，

投資組合的核心概念以股

票及債券之動態配置調

整，靈活掌握不同資產類

別的景氣循環與獲利機

會，追求最適波動風險。 

（二）結合本公司總經團隊及海

外投資顧問公司在地研究

團隊，提供的相關投資訊

息，靈活資產配置嚴控風

險建構最適投資組合，以

求達成收益與資本增長兼

備的長期投資目標。 

（三）本基金採取多幣別計價發

行，包含新臺幣、美元、

人民幣計價，投資人可以

依自身理財規劃需求進行

投資配置。 

配合終止國外

投資顧問，刪

除國外投資顧

問相關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