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素投資基金系列 II_2019 年 01 月 09 日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一、投資目標與政策  
增列「德國稅法相關證券」 羅素泛歐股票基金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資於德國稅法所定義之股權證券。 第 8 頁 
二、基金之管理   
增列「投資限制」 
 

除了各基金投資政策中所載明之投資限制外，基金亦得尋求將涉及生產菸草或製造

爭議性武器之公司或發行機構排除在外。此等排除並非詳盡無遺且可能依管理機構

之決定而有所變動。管理機構將應要求提供關於針對各基金所制訂之排除資訊。 

第 9 頁 

三、風險因素   
增列「證券化法規風險」 基金存續期間內，與證券化有關之法律、稅務及監管情況可能發生變更，該等變更

可能對基金造成不利影響。與證券化有關之監管環境不斷演變，與證券化有關之稅

務或法令變更亦有可能對股份價值造成不利影響，包括對基金所持有的投資價值以

及對基金追求其投資目標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尤其是各種類型資產擔保證券及其

他債務工具均可能受到衝擊。 
歐盟證券化法規 2017/2402 號（下稱「證券化法規」）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針對 UCITS 證券化部位之投資實施盡職調查、透明度與風險承擔之規定。若基金

暴露的證券化部位不符合證券化法規之要求，則該基金即須採取補正措施。 

第 19 頁 
 

四、基金之經營管理    
刪除「資產淨值的決定」之「類

股支出」 
「類股支出」指在一管轄，股票交易所、受規管市場或交割系統內註冊一類別的費

用以及其他因此註冊衍生之其他費用，與公開說明書裡揭露之其他任何費用。 
第 33 頁 

增列「洗錢防制及反資助恐怖

活動措施」 

 

行政管理機構有權視查核申購人身分之必要性，要求提供此等資訊。行政管理機構

若要求任何申購人提供進一步證明，將於收到申購指示後與申購人聯繫。若申購人

遲延或未能依要求提供查核所需資訊或經簽署之認購書正本，行政管理機構得拒絕

接受其申購申請，並將無息退還其所有申購款項，申購人將自擔風險。 

投資人進而認可：行政管理機構履行其受委任之職責時，若申購人未能提供行政管

理機構所要求提供之此等所需資訊，以致行政管理機構無法處理申購程序而導致申

購人發生任何損失時，申購人不得請求行政管理機構賠償。 

第 35 頁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五、一般衝突   
修訂「利益衝突」 (略) 

各投資管理人與資金管理人可從事非金錢佣金的交易，亦即，使用經紀商的服務和

專門技術作為透過該經紀商執行交易之回報，惟前提是該等交易須符合以最佳條件

執行交易的原則、交易所產生之利益將有助向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即倘若該交易

為最佳執行效果交易，交易之利益將有助向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該交易在本公司

的下一年的年報或半年報告中將提供任何該等交易之概略說明揭露，則利用經紀商

的服務和專門技術以酬謝該經紀商之交易執行。顧問亦得擔任任一基金之投資管理

人且將收取與該職務之任命有關之費用。管理機構、存託機構、行政管理機構、顧

問、銷售機構、投資管理人與資金管理人獲任命擔任本公司服務供應商之主要職

責，不適用此處相關人士規定之範圍。如適當時，任何此等安排將遵循MiFID II授權

指令第11條之規定。任何交易均須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且所提供之利益將有助於向

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 

(略) 

第 57 頁 

六、附錄 IV 定義   
增列「德國稅法」 指德國投資稅法及德國投資稅改革法； 第 70 頁 

 

 

 

 

 

 

 



羅素投資基金系列_2019 年 01 月 09 日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一、投資目標與政策  
增列「德國稅法相關證券」 
 

羅素新興市場股票基金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資於德國稅法所定義之股權證券。 
羅素亞太(日本除外)基金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資於德國稅法所定義之股權證券。 
羅素全球股票基金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資於德國稅法所定義之股權證券。 

第 9 頁及第 11 頁 
 

二、基金之管理   
增列「投資限制」 
 

除了各基金投資政策中所載明之投資限制外，基金亦得尋求將涉及生產菸草或製造

爭議性武器之公司或發行機構排除在外。此等排除並非詳盡無遺且可能依管理機構

之決定而有所變動。管理機構將應要求提供關於針對各基金所制訂之排除資訊。 

第 13 頁 

三、風險因素   
增列「證券化法規風險」 基金存續期間內，與證券化有關之法律、稅務及監管情況可能發生變更，該等變更

可能對基金造成不利影響。與證券化有關之監管環境不斷演變，與證券化有關之稅

務或法令變更亦有可能對股份價值造成不利影響，包括對基金所持有的投資價值以

及對基金追求其投資目標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尤其是各種類型資產擔保證券及其

他債務工具均可能受到衝擊。 
歐盟證券化法規 2017/2402 號（下稱「證券化法規」）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針對 UCITS 證券化部位之投資實施盡職調查、透明度與風險承擔之規定。若基金

暴露的證券化部位不符合證券化法規之要求，則該基金即須採取補正措施。 

第 21 頁 
 

四、基金之經營管理    
刪除「資產淨值的決定」之「類

股支出」 
「類股支出」指在一管轄，股票交易所、受規管市場或交割系統內註冊一類別的費

用以及其他因此註冊衍生之其他費用，與公開說明書裡揭露之其他任何費用。 
第 28 頁 

增列「洗錢防制及反資助恐怖

活動措施」 

 

行政管理機構有權視查核申購人身分之必要性，要求提供此等資訊。行政管理機構

若要求任何申購人提供進一步證明，將於收到申購指示後與申購人聯繫。若申購人

遲延或未能依要求提供查核所需資訊或經簽署之認購書正本，行政管理機構得拒絕

接受其申購申請，並將無息退還其所有申購款項，申購人將自擔風險。 
投資人進而認可：行政管理機構履行其受委任之職責時，若申購人未能提供行政管

理機構所要求提供之此等所需資訊，以致行政管理機構無法處理申購程序而導致申

第 30 頁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購人發生任何損失時，申購人不得請求行政管理機構賠償。 

五、一般資訊   
修訂「利益衝突」 (略) 

基金如由羅素投資相關機構擔任(i)基金之投資管理人，及(ii)執行基金之全部或部分

交易，則會運作一個指定經紀商方案(directed brokerage programme)，基金之所

有交易將透過 Russell Investments Implementation Services Inc.為之。Russell 
Investments Implementation Services Inc.會將交易分配給不同經紀商處理，並將

監控經紀商以確保該等經紀商提供最高標準之執行、附加價值服務及投資研究。

Russell Investments Implementation Services Inc.將就履行此一職能收取一筆費

用（該費用將自相關基金資產支付），並有權依據中央銀行規定向該基金收取有關

該指定經紀商方案之合理、適當且有單據證明之成本與費用。 
各資金管理人及／或投資管理人可從事非金錢佣金的交易，亦即，使用經紀商的服

務和專門技術作為透過該經紀商執行交易之回報透過經紀商下單，以換取使用該經紀

商的服務和專門技術，惟前提是該等交易須符合以最佳條件執行交易的原則、交易

所產生之利益將有助向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以及在本公司下一次的年報或半年

報告中將提供任何該等交易之概略說明揭露該項交易。如適當時，任何此等安排將

遵循 MiFID II 授權指令第 11 條之規定。任何交易均須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且所提

供之利益必須有助於向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 
(略) 

第 47 頁 

六、附錄 IV 定義   
增列「德國稅法」 指德國投資稅法及德國投資稅改革法； 第 59 頁 

 

 

 

 

 



羅素投資基金系列Ⅴ_2019 年 01 月 09 日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一、警語  
增訂「英國」 
 

本公司業已獲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簡稱「FCA」）核准，具有「2000 年金融服務

暨市場法」（簡稱「FSMA」）第 s264 節規定下之「許可計畫」資格。登記營業處位

於 Rex House, 10 Regent Street, London, SW1Y 4PE 之羅素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事務

代理人」(facilities agent)）已獲指派擔任本公司在英國之事務代理人，以提供 FCA

規定及準則（簡稱「FCA 規則」）所需之在英國維持許可計畫資格之事務服務。羅

素投資有限公司經 FCA 核准於英國經營投資事業。 

(略) 

第 3 頁至 4 頁 
因經 FCA 核准得

於英國經營投資

事業，故增訂相關

服務說明。 

二. 基金投資通則   
增訂「投資限制」 
 

除了各基金投資政策中所載明之投資限制外，基金亦得尋求將涉及生產菸草或製造

爭議性武器之公司或發行機構排除在外。此等排除並非詳盡無遺且可能依管理機構

之決定而有所變動。管理機構將應要求提供關於針對各基金所制訂之排除資訊。 

第 11 頁 
 

刪除「資產淨值的釐定」之「類

股支出」 
「類股支出」係指類股在任一司法管轄地區或向任一證券交易所、受規管市場或交

割系統申請註冊的費用，以及辦理時註冊所衍生之其他費用，以及可能於公開說明

書中揭露之其他此等衍生費用。 

第 32 頁 

刪除「費用與支出」 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以前，羅素多元資產 35 基金、羅素多元資產 50 基金、羅素多

元資產 70基金及羅素多元資產 90基金就其所投資之標的受規管集合投資計畫所支

付的最高加權平均管理費如下所列：  

基金 最高加權平均管理費 

羅素多元資產 35 基金 0.95 % 

羅素多元資產 50 基金 1.00 % 

羅素多元資產 70 基金 1.05 % 

羅素多元資產 90 基金 1.10 %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本段說明亦將適用於羅素多元資產 35 基金、羅素多元

資產 50 基金、羅素多元資產 70 基金及／或羅素多元資產 90 基金所投資之任何受

規管集合投資計畫。 

第 47 頁至 48 頁 



項目 本次修訂內容 備註說明 
三、一般衝突   
修訂「利益衝突」 (略) 

各投資管理人、資金管理人及╱或顧問可從事非金錢佣金的交易，亦即，使用經紀

商的服務和專門技術作為透過該經紀商執行交易之回報透過經紀商下單，以換取使

用該經紀商的服務和專門技術，惟前提是該等交易須符合以最佳條件執行交易的原

則，且交易所產生之利益將有助向本公司提供投資服務。 

(略) 

第 55 頁 

四、附錄六 定義   
增列「合格集合投資計畫」 指依據 UCITS 指令於歐盟會員國內成立，且得於歐盟之受規管市場掛牌及／或進行

交易之計畫，及／或根據中央銀行 UCITS 可接受之其他投資基金投資準則之條文規

定成立之任一下列之開放型集合投資計畫： 

(a) 設立於根西島且為經授權之 A 類別計畫； 

(b) 設立於澤西島之為經認可基金型式之計畫； 

(c) 設立於曼島之經核准計畫； 

(d) 經中央銀行核准之 AIF 零售型計畫（倘該等計畫在要項上均符合中央銀行規章

之條文規定）； 

(e) 經授權成立於歐盟、歐洲經濟區、美國、澤西島、根西島、或曼島之 AIF 計畫，

且該等計畫在要項上均符合中央銀行規章之條文規定；及 

(f) 於本公開說明書中所載明之之其他計畫。 

 

第 77 頁至 7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