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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垂注。如對本公告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亦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作出任何申述，並且明確地拒絕就由於或依賴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b x-trackers*

(「本公司」)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註冊辦事處：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處編號 B-119.899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20)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36)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5)

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2848)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07)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87)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09)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35)

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48)

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27)

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9)

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43)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49)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1)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25)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2)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 (證券編碼：2816)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52)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7)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 (證券編碼：2844)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57)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3)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05)

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99)

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55)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45)

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82)

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92)

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16)

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證券編碼：3065)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106)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105)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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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附屬基金」)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致香港股東之公告

各香港股東：

本公司謹此敬告，本公司及附屬基金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英文半年度報告將由 2017 年 8 月 31

日起於本公司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1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址 www.hkexnews.hk 刊

登。這些報告的印刷本亦由 2017 年 8 月 31 日起可向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代表」)免費索

取。

本公司董事會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如有任何查詢，請逕向閣下的財務顧問或香港代表(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51 樓，電

話號碼：(852) 2978 5656)提出。

承董事會命

2017 年 8 月 31 日

                                               
1
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http://etf.deutscheawm.com/
http://www.hkexnew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