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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乃重要文件並需您即刻留意。倘您對於採取何行動有所疑問，請立即諮詢您的
證券經紀商、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關係經理或其他專業顧問。
亨德森遠見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L-1273 Luxembourg 2, rue de Bitbourg
R.C.S. Luxembourg, section B numéro 22.847
（下稱「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別股東大會召集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 年 10 月 30 日，盧森堡
致親愛的股東
謹藉此通知您本公司之特別股東大會（下稱「特別股東大會」）將在盧森堡時間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00 整，於 2, rue de Bitbourg, L-127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舉行。
本特別股東大會中提出的修正案旨在達成數項目標：
- 將本公司名稱由亨德森遠見基金變更為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以反映亨德森集
團（Henderson Group plc）及駿利資產集團（Janus Capital Group Inc）於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合併案。相應之變更詳如下列股東大會議程第 1 點所述。
-

實施 2016 年 8 月 10 日法規之規定，該法更新 1915 年 8 月 10 日之商業公司
法，相關事項例如但不限於股東會及董事會職能之更新等。相應之變更詳如以
下特別股東大會議程第 2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 段及第 2 段、第 10
點、第 12 點第 5 段及第 6 段、第 13 點及第 15 點所載。

-

使本公司章程之部分規定（下稱「章程」）與本公司之公開說明書一致。相應
之變更詳如以下特別股東大會議程第 19 點所載。

-

針對章程酌作修正，例如但不限於刪除無記名股票相關規定（本公司並未發
行）。相應之變更詳如以下特別股東大會議程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第 9 點第 3 段及第 4 段、第 12 點第 3 段、第 14 點、第 16 點、第 17 點、第
18 點、第 20 點、第 21 點、第 22 點及第 23 點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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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關於英國居民董事之限制。相應之變更詳如以下特別股東大會議程第 11 點
及第 12 點第 2 段、第 4 段及第 7 段所載。

股東亦將被要求核准修改版之章程。修改章程之稿本將置於本公司登記營業處所供檢
閱。
最後，股東將被要求確定該等變更之生效日為 2017 年 12 月 15 日。
特別股東大會之議程如下：
議程
1. 修正章程第 1 條規定，將本公司名稱變更為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2. 修正章程第 4 條規定，規定本公司之登記營業處所如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亦
得轉移至目前登記營業處所外之其他自治區。
3. 修正章程第 5 條規定，將納入子基金得設定有限或無限存續期間之規定。
4. 修正章程第 5 條規定，刪除無記名股票之規定。
5. 修正章程第 6 條規定，規定本公司股份僅得以記名方式發行，並刪除無記名股
票相關條款及文字。
6. 修正章程第 8 條規定：
- 刪除無記名股票之相關規定；
- 刪除股票之相關規定；
- 刪除強制買回股份最高費用比例之相關規定；
- 刪除自股份買回價格中扣除銷售費用最高比例之相關規定；
- 刪除提交股票之義務。
7. 修正章程第 8 條規定，釐清任何收到買回通知之股東於本公司任何股東會之表
決權利將被暫停之情事。
8. 修正章程第 10 條規定，刪除年度股東常會之確切日期，並規定年度股東常會
須於本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9. 修正章程第 11 條規定：
- 納入董事會得就所有違反法律、法規、要求或任何司法權，或有其他負
面影響或危害本公司稅務地位、合法居住資格、合法存續或一般聲譽之
股東，或董事會判斷其他可能造成本公司或任何基金承受重大或法律面
不利影響之股東所持有股份，暫停其表決權之可能性；
- 釐清股東得單獨同意不行使其表決權之全部或一部，且拋棄該權利之行
為自通知本公司時起拘束相關股東及本公司；
- 納入使股東得以遠端參與股東會通訊方式之相關釐清說明；
- 刪除以選票表決之相關規定。
10. 修正章程第 1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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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寄發將「依 1915 年 8 月 10 日之商業公司法（及
其修訂）」（下稱「1915 年法律」）辦理之說明；
- 刪除無記名股份之相關規定；
- 將 「 Mémorial 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 改 為 「 Recueil
Electronique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 納入關於公布及寄送召集通知程序之相關釐清說明。
11. 修正章程第 13 條規定，刪除過半數董事會成員皆應由非英國稅務居民組成之
義務。
12. 修正章程第 14 條規定：
- 將董事會常務主席之選舉設為選擇性質，並規定如常務主席為出席時，
任何董事得被選為董事會之主席；
- 刪除不得於英國舉行任何會議之規定；
- 增加董事藉由電子郵件投票之可能性，並刪除以電報投票之方式；
- 說明至少兩席董事必須出席董事會，並刪除確保過半數董事出席或代理

13.
14.

出席者為非英國居民之要求。
- 說明本公司職員指派之規定。
- 新增創設諮詢董事委員會之可能性，並於本次修正刪除前款規定。
- 刪除董事會成員不得於英國以視訊會議或電話會議之方式參與董事會之
禁止規定。
修正章程第 15 條規定，刪除「董事會主席」後之「臨時」一詞。
修正章程第 16 條規定：
- 於「2009/65/EC 號指令」乙詞後納入「可能隨時修訂或取代」之文字，
並定義該指令為「UCITS 指令」，且接著將「2009/65/EC 號指令（及其
修訂）」以「UCITS 指令」取代之；
- 於「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律（可能修訂）」後新增「或隨時取代」之文
字，並定義該法律為「2010 年法律」，且接著將「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
律（可能修訂）」以「2010 年法律」取代之；
- 將「投資組合」之大寫字母刪除，並替換為小寫的「投資組合」；
- 針對關於投資子基金 100%之資產於單一國家之可能性之段落中，「由另
一 OECD 會員國」之文字，將由「盧森堡監管機關所接受並揭露於本公
司公開說明書之非歐盟會員國（包括但不限於 OECD 會員國、G20 會員
國、香港或新加坡）」取代之。

15. 修正章程第 17 條規定，以反映 1915 年法律中利益衝突之規定。
16. 修正章程第 20 條規定，於「2010 年法律」前刪除「第 154 條」之文字。
17. 修正章程第 21 條規定：
- 刪除股票相關規定；
- 刪除買回費用最高比例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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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關於董事會於買回及轉換申請總數超過一定範圍所採行處理方式之
段落；
- 「暫停」乙詞由「減少」取代之；
- 刪除最低買回及持有之確切金額。
18. 修正章程第 22 條規定：
- 刪除公布暫停決定本公司股份資產淨值之義務；
- 於「合併」後新增「或清算」之文字；
- 於「買回」後新增「或轉換」之文字。
19. 修正章程第 23 條規定，新增關於特定資產類別之評價準則，並說明適用擺動
定價機制之規定。
20. 修正章程第 25 條規定：
- 「保管機構」一詞由「存託機構」取代；
- 刪除本公司所有證券及現金將由保管機構持有或由保管機構之命令持有
之相關規定。
21. 修正章程第 27 條規定，刪除「及子類別」之相關規定。
22. 修正章程第 28 條規定，簡化子基金合併之說明，並說明子基金之合併係於通
知期間屆滿後五個營業日內生效。
23. 修正章程第 30 條規定，將「1915 年 8 月 10 日之商業公司法暨其修正」替換
為已定義之「1915 年法律」一詞。
24. 於修改版章程中反映所有上述修正並進行細微修改，並核准新版章程。
25. 決定新章程應將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生效。
至少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本次特別股東大會方得有效開議。
決議之通過須經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3 以上之表決。
股東得選擇由合法指定之代理人及事實上代理人代表出席。
不克出席特別股東大會之股東，謹請至遲於新加坡時間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 點前
將填妥並簽署之委託書表格透過郵寄或傳真之方式送交下述地址：
RBC Investor Services Trust Singapore Limited,
Attention: CSR Team,
77 Robinson Road #18-00,
Robinson 77,
Singapore 068896
委託書將連同本通知寄送予已登記之股東，其亦得自本公司登記營業處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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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訊
如您有任何問題，請聯繫登記人及股務代理 RBC Investor Services Bank S.A.，聯絡資
料：
RBC Investor Services Bank S.A,
Registrar and Transfer Agent,
14, Porte de France,
L-4360 Esch-sur-Alzett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電話： (352) 2605 9601
傳真： (352) 2460 9937
投資人得自登記營業處所及網站 www.janushenderson.com 免費索取公開說明書、重要
投資人資訊文件（下稱「KIID」）、章程及本公司之年報及半年報。

5

（中文節譯文僅供參考，如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應以英文為準。）

亨德森遠見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L-1273 Luxembourg 2, rue de Bitbourg
R.C.S. Luxembourg, section B numéro 22.847
請至遲於新加坡時間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 點前將填妥之委託書表格回擲並送達
RBC Investor Services Trust Singapore Limited，收件人：CSR Team, 77 Robinson Road
#18-00, Robinson 77, Singapore 068896。
本公司特別股東大會
委託書表格
簽名人_________，居住於/辦公室登記地址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有
亨德森遠見基金（下稱「本公司」）共________股（請填入您所持股之子基金之名
稱），茲委任_________（請填入代理人姓名）為有權複委任之代理人。
本次特別股東大會將定於盧森堡時間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00 於 2, rue de Bitbourg,
L-127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舉行，如無代理人，則由特別股東大
會之主席代理簽名人於特別股東大會或其他議程相同而另行召集之會議中行使上述股
份之表決權，以考量並表決下述事項：
1. 修正章程第 1 條規定，將本公司名稱變更為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2. 修正章程第 4 條規定，規定本公司之登記營業處所如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亦
得轉移至目前登記營業處所外之其他自治區。
3. 修正章程第 5 條規定，將納入子基金得設定有限或無限存續期間之規定。
4. 修正章程第 5 條規定，刪除無記名股票之規定。
5. 修正章程第 6 條規定，規定本公司股份僅得以記名方式發行，並刪除無記名股
票相關條款及文字。
6. 修正章程第 8 條規定：
- 刪除無記名股票之相關規定；
- 刪除股票之相關規定；
- 刪除強制買回股份最高費用比例之相關規定；
- 刪除自股份買回價格中扣除銷售費用最高比例之相關規定；
- 刪除提交股票之義務。
7. 修正章程第 8 條規定，釐清任何收到買回通知之股東於本公司任何股東會之表
決權利將被暫停之情事。
8. 修正章程第 10 條規定，刪除年度股東常會之確切日期，並規定年度股東常會
須於本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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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正章程第 11 條規定：
- 納入董事會得就所有違反法律、法規、要求或任何司法權，或有其他負
面影響或危害本公司稅務地位、合法居住資格、合法存續或一般聲譽之
股東，或董事會判斷其他可能造成本公司或任何基金承受重大或法律面
不利影響之股東所持有股份，暫停其表決權之可能性；
- 釐清股東得單獨同意不行使其表決權之全部或一部，且拋棄該權利之行
為自通知本公司時起拘束相關股東及本公司；
- 納入使股東得以遠端參與股東會通訊方式之相關釐清說明；
- 刪除以選票表決之相關規定。
10. 修正章程第 12 條規定：
- 納入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寄發將「依 1915 年 8 月 10 日之商業公司法（及
其修訂）」（下稱「1915 年法律」）辦理之說明；
- 刪除無記名股份之相關規定；
- 將 「 Mémorial 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 改 為 「 Recueil

11.
12.

13.
14.

Electronique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 納入關於公布及寄送召集通知程序之相關釐清說明。
修正章程第 13 條規定，刪除過半數董事會成員皆應由非英國稅務居民組成之
義務。
修正章程第 14 條規定：
- 將董事會常務主席之選舉設為選擇性質，並規定如常務主席為出席時，
任何董事得被選為董事會之主席；
- 刪除不得於英國舉行任何會議之規定；
- 增加董事藉由電子郵件投票之可能性，並刪除以電報投票之方式；
- 說明至少兩席董事必須出席董事會，並刪除確保過半數董事出席或代理
出席者為非英國居民之要求。
- 說明本公司職員指派之規定。
- 新增創設諮詢董事委員會之可能性，並於本次修正刪除前款規定。
- 刪除董事會成員不得於英國以視訊會議或電話會議之方式參與董事會之
禁止規定。
修正章程第 15 條規定，刪除「董事會主席」後之「臨時」一詞。
修正章程第 16 條規定：
- 於「2009/65/EC 號指令」乙詞後納入「可能隨時修訂或取代」之文字，
並定義該指令為「UCITS 指令」，且接著將「2009/65/EC 號指令（及其
修訂）」以「UCITS 指令」取代之；
- 於「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律（可能修訂）」後新增「或隨時取代」之文
字，並定義該法律為「2010 年法律」，且接著將「2010 年 12 月 17 日法
律（可能修訂）」以「2010 年法律」取代之；
- 將「投資組合」之大寫字母刪除，並替換為小寫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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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關於投資子基金 100%之資產於單一國家之可能性之段落中，「由另
一 OECD 會員國」之文字，將由「盧森堡監管機關所接受並揭露於本公
司公開說明書之非歐盟會員國（包括但不限於 OECD 會員國、G20 會員
國、香港或新加坡）」取代之。
15. 修正章程第 17 條規定，以反映 1915 年法律中利益衝突之規定。
16. 修正章程第 20 條規定，於「2010 年法律」前刪除「第 154 條」之文字。
17. 修正章程第 21 條規定：
- 刪除股票相關規定；
- 刪除買回費用最高比例之相關規定；
- 修正關於董事會於買回及轉換申請總數超過一定範圍所採行處理方式之
段落；
- 「暫停」乙詞由「減少」取代之；
- 刪除最低買回及持有之確切金額。
18. 修正章程第 22 條規定：
- 刪除公布暫停決定本公司股份資產淨值之義務；
- 於「合併」後新增「或清算」之文字；
- 於「買回」後新增「或轉換」之文字。
19. 修正章程第 23 條規定，新增關於特定資產類別之評價準則，並說明適用擺動
定價機制之規定。
20. 修正章程第 25 條規定：
- 「保管機構」一詞由「存託機構」取代；
- 刪除本公司所有證券及現金將由保管機構持有或由保管機構之命令持有
之相關規定。
21. 修正章程第 27 條規定，刪除「及子類別」之相關規定。
22. 修正章程第 28 條規定，簡化子基金合併之說明，並說明子基金之合併係於通
知期間屆滿後五個營業日內生效。
23. 修正章程第 30 條規定，將「1915 年 8 月 10 日之商業公司法暨其修正」替換
為已定義之「1915 年法律」一詞。
24. 於修改版章程中反映所有上述修正並進行細微修改，並核准新版章程。
25. 決定新章程應將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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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節譯文僅供參考，如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應以英文為準。）

為表明您的投票意向，請於下列每一欄位中僅勾選一格：

贊成

反對

棄權

事項
議程所列 1 至 25 之全部事項。

或

贊成

反對

事項

棄權

事項 1: 關於章程第 1 條之修正案。

事項 2: 關於章程第 4 條之修正案。

事項 4: 關於章程第 5 條之修正案。

事項 5: 關於章程第 6 條之修正案。

事項 6: 關於章程第 8 條之修正案。

事項 7: 關於章程第 8 條之修正案。

事項 8: 關於章程第 10 條之修正案。

事項 9: 關於章程第 11 條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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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節譯文僅供參考，如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應以英文為準。）

事項 10: 關於章程第 12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1: 關於章程第 13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2: 關於章程第 14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3: 關於章程第 15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4: 關於章程第 16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5: 關於章程第 17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6: 關於章程第 20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7: 關於章程第 21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8: 關於章程第 22 條之修正案。

事項 19: 關於章程第 23 條之修正案。

事項 20: 關於章程第 25 條之修正案。

事項 21: 關於章程第 27 條之修正案。

事項 22: 關於章程第 28 條之修正案。

事項 23: 關於章程第 30 條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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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節譯文僅供參考，如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應以英文為準。）

事項 24: 核准新版章程。

事項 25: 決定章程變更內容開始生效之日期。

股東簽名處（所有共同持有人均應簽名）
______________
2017

______________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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