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資料：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所呈列的往績資料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業績。

潘渡創新主題ETF（「子基金」）是潘渡交易所買賣基金系列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本公司」）的子基金，本公司是根據香港法例成立，具有可動股本、有限責任且與子基金之間的法律責任分隔
的公眾傘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子基金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8.10章所界定的主動管理型交易所買賣基金。子基金的股份（「股份」）如股票般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買賣。

• 子基金並不保證本金獲得償付，而閣下的投資或會蒙受損失。概不保證子基金將達致其投資目標。

• 子基金採用主動管理投資策略。子基金並不尋求追蹤任何指數或基準，基金經理並無進行複製或代表性抽樣。由於基金經理就子基金的投資選擇及／或程式實施，可能令子基金的表現不及
其他具有類似目標的子基金。

• 由於本基金投資集中於從事創新業務公司，與其他經濟行業相比，有關公司價格表現具有相對較高價格波動性，因此，本基金表現可能較具有更廣泛投資組合的基金更加波動。此外，本基
金表現可能面臨與不同行業及主題有關風險，包括元宇宙、非必需性消費品、醫療保健、金融科技、資訊科技、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等，該等行業或主題公司業務如有波動，將對本基金資產
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請注意，以上列出的投資風險並非詳盡無遺, 投資者應仔細閱讀有關基金的銷售檔及產品資料概要，以獲取進一步資料，包括風險因素。投資者不應僅憑本文檔做出投資決定。本文檔由潘度編制，
並未經證監會審閱。發行人：潘度有限公司。

免責聲明
本廣告僅供參考。 此並非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招攬或要約。 任何信息，包括事實、意見或引文，都可能經過濃縮或總結，並以撰寫之日為準。 信息可能會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潘渡
有限公司（「潘渡」）沒有義務確保提請您注意此類更新。

投資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涉及重大損失風險，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 ETF 的估值可能會波動，因此可能導致您損失大部分投資。過去結果並不代表未來表現。如果一項投資以您的基礎貨幣以外
的貨幣計價，匯率變化可能會對價值、價格或收入產生不利影響。除非您完全了解您正在進行的交易的性質以及您可能遭受損失的程度，否則您不應參與ETF 交易。 如果您不完全了解這些風險，您必
須向您的財務顧問尋求獨立建議。在任何情況下，本廣告內容均不應被解釋為由潘渡或從潘渡作出的明示或暗示的承諾、保證或暗示，您將獲利或可以或將以任何方式限制損失。

本廣告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構成法律、會計或稅務建議。 潘渡對因使用或無法使用廣告而引起的任何間接、附帶、特殊、懲罰性或懲戒性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無論潘渡是否已被告知此類損害發生的可
能性，也無論訴訟形式，無論是合同、保證、侵權（包括過失）、嚴格責任還是其他形式。

此處提供的信息是從我們認為可靠的來源獲得的，但我們不保證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也不對因使用該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潘渡保留糾正本廣告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錯誤的權利。本廣告內容
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在評估此類訊息價值時，您應該保持適當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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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渡創新主題 ETF (3056.HK)

潘渡創新主題ETF投資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直接或間接參與提供創新產品及／或服務（「創新業
務」）的公司，從而實現長期資本增長。

投資
目標

投資
策略

為實現投資目標，潘渡創新主題ETF將主要（其資產淨值的至少70%）投資於直接或間接參與創新
業務公司股權。創新業務指能夠利用新技術、在創新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公司，該等公司由有遠見
管理團隊領導，能夠識別未完全傳達的市場需求，並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中因新行業條件而受益。

序號 成份股名稱 股票代碼 比重

1 COINBASE GLOBA-A COIN US Equity 5.20% 

2 HEWLETT PACKA HPE US Equity 4.93% 

3 VISA INC-CLASS A V US Equity 4.73% 

4 TENCENT 700 HK Equity 4.28% 

5 ACCENTURE PLC-A ACN US Equity 4.16% 

6 NETEASE INC-ADR NTES US Equity 4.10% 

7 APPLE INC AAPL US Equity 3.32% 

8 UNITEDHEALTH GRP UNH US Equity 3.26% 

9 BAIDU INC-SP ADR BIDU US Equity 3.23% 

10 QUALCOMM INC QCOM US Equity 3.02% 

資料來源：潘渡 截至：2023年2月28日

潘渡創新主題ETF組合十大持股列表

潘渡創新主題ETF將主要投資的可能直接或間接參與創新業務公司：

資訊科技

電子商貿

智能生活
線上娛樂

自動駕駛
汽車和
電動汽車

機械人和
人工智能

電子遊戲
和

電子競技

區塊鏈 金融科技

元宇宙

半導體 醫療保健

非必需
消費品
行業

社交媒體

投資
標的

2021 年，進入元宇宙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

資達到 130億美元。

到2022年，對元宇宙領域投資已經是2021年全

年兩倍多，達 1200億美元。

到 2030 年，元宇宙的價值
可能達到：

50,000億美元

資料來源：麥肯錫

870.4 1197.81649.9
2274.6

3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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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1.7

8289.7

11479.3

15910.3

人工智能市場規模 (億美元)

2022-2030預測
複合增長率

38.1%

資料來源：Precedence Research

元宇宙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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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渡創新主題 ETF (3056.HK)

基金名稱 潘渡創新主題ETF 

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交所 ─ 主板

股份代碼 3056.HK

上市日期 2022年12月8日

彭博代碼 3056 HK EQUITY

產品類型 主動型

每手買賣
單位數目

100 股

交易貨幣 港元

資產類別 股票

股權投資 以股票為基礎

交易頻率 每日

財政年度 3月31日

分派政策 每年度（一般為每年三月）（如有）*

管理費 每年0.75%

全年經常性

開支比率# 2.5%

*由管理人酌情決定。股息（若有）可從資本或實際從資本支付。就任何
股份僅以港元分派。概不保證定期分派，亦不保證分派的金額（如有）。
# 由於這是新成立的子基金，故該比率僅為估計數字，代表於 12 個月期
間內應向子基金收取的估計經常性開支比率，並以子基金於相同期間的估
計平均資產淨值（「資產淨值」）的某個百分率表示。實際數字可能有別
於估計數字，並可能每年變更。自推出子基金起至 2023 年 12 月 7 日期
間, 子基金經常性開支的上限為子基金於此期間的平均資產淨值的 2.50%，
而於此期間內任何超過子基金平均資產淨值 2.50%的經常性開支將由管
理人承擔，不會從子基金中扣除。

創新ETF主動投資必要性

專業團隊選股

∞ 基金主動靈活選股，可為投資者尋求創新股票類別回報機會。

控制波動性

∞ 環球息口波動，對部分從事創新科技相關業務公司股價可能有影響，以主動投資管理降低組合波動性，
並從中把握機會。

可降低風險下追求回報

∞ 有別於被動管理ETF，主動管理ETF可在降低風險下，不只追求相對回報，亦追求絕對回報。

潘渡創新主題ETF優勢

創新主題切合全球發展

∞ 中外大部分公司都着重創新科技，是無可
避免的發展趨勢；

∞ 潘渡創新主題ETF 組合橫跨14個創新主題
板塊，為投資者挑選適合公司。

低投資門檻

∞ 如投資者自行一次過投資多隻創新科技龍頭
股，成本必定十分高；

∞ 截至2023年1月底，潘渡創新主題ETF入場
費不足港幣1000元，卻能包攬市場多隻創
新科技龍頭股份。

主動揀股，靈活精準

∞ 主動管理揀選投資高質量和可持續增長證
券，將以絕對收益為目標；

∞ 通過分散投資來提高風險調整回報率；
∞ 專業投資團隊能為投資者帶來價值。

管理團隊極具專業知識

∞ 管理團隊成員在行業擁有多年經驗，團隊
投資表現穩健；

∞ 設定完善投資流程及嚴格風險管理流程，
為ETF爭取表現同時做好風險管理。

「創新管理」一詞描述公司創新過程，從想法產生到實際執行。 使用創意制定方
案，過程和方法都是操作的一部分。
資料來源：strai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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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21 2030(E)

創新管理市場規模 (億美元)

2022-2030預測
複合增長率

16.4%

(億美元)

資料來源：Statista, 2023年1月
顯示的數據使用當前匯率。 顯示的數據確實反映了俄烏戰爭對市場影響

全球電動汽車市場收入規模

純電動汽車 插電式混能汽車

442 681
1110 1196

1739

3465
3797

4573
5330

6218

7284

8575

2023-2027預測
複合增長率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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