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RELEASE (EMBARGO UNTIL HKT 0600 APR 14TH 2021)
Premia Partners announces listing of Hong Kong’s first USD high yield bond ETF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globally the first ETF for long duration
Chinese government bonds
Press Releases | 14-Apr-2021
Hong Kong, 14 Apr 2021 – Premia Partners, a leading ETF provider in Hong Kong, announces today
listing of two China bond ETFs at HKEx.
These physically replicated ETFs offer cost-efficient, unique and convenient access to the sweet
spots in offshore China USD bond and onshore China government bond (CGB) markets.
-

Premia China USD Property Bond ETF (Tickers: 3001 HKD / 9001 USD/ 83001 RMB) with current
yield of ~7%* is the first SFC authorized high yield bond ETF in Hong Kong. It tracks the ICE 1-5
Year USD China Senior Real Estate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 for USD denominated high
grade and high yield debt securities issued by Chinese real estate corporate issuers. The strategy
takes a rule-based, diversified approach with 5% limit on issuer group, covers only secured and
senior unsecured issues rated by S&P, Moody’s or Fitch, and excludes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s).

-

Premia China Treasury & Policy Bank Bond Long Duration ETF (Tickers: 2817 HKD / 9817 USD/
82817 RMB) tracks the ICE 10+ Year China Government & Policy Bank Index, with average
duration of ~18 years*, making this globally the first ETF that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ultra-long
duration China treasury and policy bank bonds traded in onshore China. As important building
block for long duration CGB exposure, the ETF complements existing China Treasury ETFs amid
global government bond index inclusion.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a member of the
Bank of China Group) is the investment advisor.

*As of April 14th 2021
“We are delighted to launch these unique ETFs that offer attractive risk-adjusted returns in this low
yield environment,” said Rebecca Chua, Managing Partner of Premia Partners. “Now without
opening onshore China bond accounts, investors can conveniently access long duration CGBs
onshore and high yield USD China bonds offshore through HKEx, and without stamp duty,
withholding or capital gains tax.”
Mr Shen Hu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BOCHKAM”) said,
“BOCHKAM is delighted to co-launch with Premia Partners the first long-duration RMB bond ETF.
This ETF enjoys low-cost investing, trading flexibility and high transparency comparing to traditional
mutual funds, providing an investment alternative for investors to satisfy their needs for asset
alloc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more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facilitate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help Hong Kong to develop as a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centre.”
“As a leading provider of index services for global ETFs and fixed income evaluations, ICE is delighted
to collaborate with Premia Partners on these two unique products,” said Magnus Cattan, Vice
President of Fixed Income and Data Services, Asia Pacific at ICE. “As investor interest for China bonds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ICE is honoured to contribute to the market development with more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enquiry

+852 2950 5777
enquiries@premia-partners.com
About Premia Partners
Founded in 2016, Premia Partners is one of the leading ETF managers from Hong Kong, dedicated to
building low-cost, efficient, best practice ETFs for Asia. As of April 14th 2021, Premia Partners
manages 8 ETFs including Premia CSI Caixin China New Economy ETF which is the 4th largest China Ashares ETF in Hong Kong, and winner of the HKEx 2019 Top Performing ETF – Total Return Awar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remia or Premia ETFs covering China, Emerging ASEAN, Asia Innovative
Technology, Vietnam, China high yield bonds, China government bonds and US Treasury, please visit
www.premia-partners.com
About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Established in 2010, BOCH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BOCHKAM”) is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BOC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listed companies and commercial
banking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a member of the Bank of China Group. BOCHKAM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retai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ith a wide array of bond, equity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products. In 2020, the company was garnered as “Best RMB Manager” in the 2020 Best
of the Best Awards in Hong Kong by Asia Asset Management and “Outstanding Achiever, China Fixed
Income House Award” in Fund of the Year Awards by BENCHMARK.

新聞稿 （禁止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香港時間 6:00 前發佈）
睿亞資產發行香港首檔高收益美元債 ETF，並與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全球首檔
中國長久期政府債券 ETF
新聞稿｜2021 年 4 月 14 日
香港，2021 年 4 月 14 日——香港領先 ETF 發行商睿亞資產於 4 月 14 日宣佈推出兩檔香港交
易所上市的中國債券 ETF。
這兩檔 ETF 均為實物複製、具成本效益，創新為投資者投資中國境外美元債券及中國境內政府
債券提供更高效便利的市場投資工具。
-

Premia 中國房地產美元債 ETF（股票代號：3001 港元／9001 美元／83001 人民幣）目
前收益率約為 7%*，是香港首檔獲證監會認可的高收益債 ETF。其追蹤 ICE 1-5 Year USD
China Senior Real Estate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旨在捕捉中國房地產企業發行的以
美元計價的高等級和高收益債券。該策略採用基於規則的多元化方法，僅投資有標
普、穆迪或惠譽信用評級的有抵押及高級優先債權債券，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工具
（LGFV），且每家發行人集團權重上限為 5%，務求達到風險分散。

-

Premia 中國國庫及政策性銀行債券長久期 ETF（股票代號：2817 港元 / 9817 美元 /
82817 人民幣）追蹤 ICE 10+ Year China Government & Policy Bank Index，平均久期為約
18 年*，為全球首個直接投資於境內中國超長久期中國國庫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的 ETF。
隨著中國國債逐步納入全球政府債券指數，此策略是對補充現有中國國債 ETF 重要的
組成部分。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國銀行香港全資擁有）為此檔產品的投
資顧問。

*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睿亞資產管理合夥人蔡瑞怡女士表示：「我們非常高興且榮幸推出這兩檔獨特的投資工具，協
助全球投資者從中國債券配置獲得更理想的風險調整後收益。」此外，「這兩檔 ETF 和其它
Premia 旗下 ETF 相同，同樣以低成本、高效率及國際最佳實踐策略為宗旨建立。由於 Premia
ETF 均於香港交易所交易，所以投資者可以便捷地買賣，毋須開設境內債券市場帳戶，亦毋須
繳納印花稅、預扣稅或資本利得稅。」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執行總裁沈華先生表示：「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很高興與睿亞資產共
同合作推出首隻長久期人民幣債券交易所買賣基金。與傳統的互惠基金相比，此交易所買賣基
金投資成本低、可靈活買賣，且透明度高，為投資者的資產配置提供另一投資選擇。我們將打
造更多優質產品，致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及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ICE 亞太區固定收益和數據服務副總裁 Magnus Cattan 先生表示：「作為全球 ETF 和固定收益
評估的領先指數服務提供商，ICE 非常高興能與 Premia Partners 合作開發這兩檔獨特的產
品。」此外，「隨著投資者對中國債券的興趣持續盎然，ICE 很榮幸能夠以更具創新性的解決
方案為市場發展作出貢獻。」

相關查詢，請聯繫：
+852 2950 5777
enquiries@premia-partners.com
睿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簡介
睿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Premia Partners）於 2016 年在香港成立，創立團隊懷著為投資者提供
高效投資工具的熱情，並深信亞洲 ETF 行業存在巨大的創新空間。 立足亞洲，心繫亞洲——因
為這是我們的家。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睿亞資產旗下共管理 8 檔於香港交易所上市的
ETF，其中包括榮獲香港交易所 2019 年最佳表現 ETF – 總回報獎﹑規模為香港第四大的中國 A
股 ETF 的 Premia 中證財新中國新經濟 ETF。 有關睿亞資產或本公司旗下發行的中國、新興東
盟、亞洲創新科技、越南、 中國高收益債券、中國政府債券和美國國庫票據 ETF 的更多資
訊，請參閱 www.premia-partners.com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簡介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0 年成立，是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致力為零售及機構投資者提供一系列債券、股票及私募股權、房地產投
資等另類投資產品，並提供全面的投資方案及因應客戶需要度身訂造受託全權管理的投資組合
和協助客戶管理投資基金，致力提高客戶潛在投資回報。本公司自成立以來表現卓越，榮獲多
項業界殊榮。2020 年，獲《亞洲資產管理》在「2020 年最佳資產管理大獎」中譽為「最佳人
民幣基金公司」，並於同年榮獲《指標》主辦的「年度基金大獎 2020」獲得「傑出中國固定
收益基金公司」獎項。

新闻稿（禁止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香港时间 6:00 前发布）
睿亚资产发行香港首支高收益美元债 ETF，并与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全球首支
中国长久期政府债券 ETF
新闻稿｜ 2021 年 4 月 14 日
香港，2021 年 4 月 14 日——香港领先 ETF 发行商睿亚资产于 4 月 14 日宣布推出两支香港交
易所上市的中国债券 ETF。
这两支 ETF 均为实物复制、具成本效益，创新为投资投资中国境外美元债券及中国境内政府债
券提供更高效便利的独特市场投资工具。
-

Premia 中国房地产美元债 ETF（股票代号：3001 港元／ 9001 美元／ 83001 人民币）目
前收益率约为 7%*，是香港首支获证监会认可的高收益债 ETF。其追踪 ICE 1-5 Year USD
China Senior Real Estate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旨在捕捉中国房地产企业发行的以
美元计价的高等级和高收益债券。该策略采用基于规则的多元化方法，仅投资有标
普、穆迪或惠誉信用评级的有抵押及高级优先债权债券，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LGFV），且每家发行人集团权重上限为 5%，务求达到风险分散。

-

Premia 中国国库及政策性银行债券长久期 ETF（股票代号：2817 港元 / 9817 美元 /
82817 人民币）追踪 ICE 10+ Year China Government & Policy Bank Index，平均久期为约
18 年*，为全球首个直接投资于境内中国超长久期中国国库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的 ETF。
随着中国国债逐步纳入全球政府债券指数，此策略是对补充现有中国国债 ETF 重要的
组成部分。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国银行香港全资拥有）为此支产品的投
资顾问。

*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睿亚资产管理合伙人蔡瑞怡女士表示：「我们非常高兴且荣幸地推出这两个独特的投资工具，
协助全球投资者从中国债券配置获得更理想的风险调整后收益。」此外，「这两支 ETF 和其它
Premia 旗下 ETF 相同，同样以低成本、高效率及国际最佳实践策略为宗旨建立。由于 Premia
ETF 均于香港交易所交易，所以投资者可以便捷地买卖，毋须开设境内债券市场帐户，亦毋须
缴纳印花税、预扣税或资本利得税。」
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沈华先生表示：「中银香港资产管理很高兴与睿亚资产共
同合作推出首支长久期人民币债券交易所买卖基金。与传统的互惠基金相比，此交易所买卖基
金投资成本低、可灵活买卖，且透明度高，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另一投资选择。我们将打
造更多优质产品，致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巩固香港作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ICE 亚太区固定收益和数据服务副总裁 Magnus Cattan 先生表示：「作为全球 ETF 和固定收益
评估的领先指数服务提供商，ICE 非常高兴能与 Premia Partners 合作开发这两支独特的产
品。」此外，「随着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兴趣持续盎然，ICE 很荣幸能够以更具创新性的解决
方案为市场发展作出贡献。」
相关查询，请联系
+852 2950 5777

enquiries@premia-partners.com
睿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介
睿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remia Partners) 于 2016 年在香港成立，创立团队怀着为投资者提供高
效投资工具的热情，并深信亚洲 ETF 行业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 立足亚洲，心系亚洲——因为
这是我们的家。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睿亚资产旗下共管理 8 支于香港交易所上市的 ETF，
其中包括荣获香港交易所 2019 年最佳表现 ETF –总回报奖﹑规模为香港第四大的中国 A 股 ETF
的 Premia 中证财新中国新经济 ETF。 有关睿亚资产或本公司旗下投资中国、新兴东盟、亚洲
创新科技、越南、 中国高收益债券、中国政府债券和美国国库票据 ETF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premia-partners.com
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介
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0 年成立，是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
全资附属公司。 本公司致力为零售及机构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债券、股票及私募股权、房地产
投资等另类投资产品，并提供全面的投资方案及因应客户需要度身订造受托全权管理的投资组
合和协助客户管理投资基金，致力提高客户潜在投资回报。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表现卓越，荣
获多项业界殊荣。 2020 年，获《亚洲资产管理》在「2020 年最佳资产管理大奖」中誉为「最
佳人民币基金公司」，并于同年荣获《指标》主办的年度基金大奖 2020」获得「杰出中国固
定收益基金公司」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