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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2018年4月3日

基金董事會的通知

敬啟者：

每年，閣下有機會在股東週年大會上為基金的各項事宜投票。

閣下並不需要親自出席投票。閣下可以利用代表委任書，通知我們閣下的投票意向。

請留意，基金組織章程經更改後，各董事輪流膺選連任，以使每名董事每四年獲建議重選一次。因此，今年全部董事於

將會被分為三組以不同時間長度獲建議重選，而只有一組董事於2018年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建議重選。

倘閣下在閱讀以下的資料後有任何疑問，請與註冊辦事處或閣下的代表聯絡。

如欲索取上一財政年度的已審計年度報告，請瀏覽 jpmorganassetmanagement.com/jpmif 或聯絡註冊辦事處。

閣下貴為我們的股東，我們誠摯希望閣下繼續與我們投資。

Jacques Elvinger  謹代表董事會

須閣下投票的項目 – 請於2018年4月25日前回覆

摩根投資基金 –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大會

地點   本基金的註冊辦事處（見下文）

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中歐時間）

法定人數   無

投票議程   項目將由簡單多數投票票數通過

本基金

名稱   摩根投資基金

法律形式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基金類型   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企業

核數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註冊辦事處

6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Luxembourg

電話   +352 34 10 1

傳真   +352 2452 9755

大會將於右旁所列的地點及時間舉 
行。

大會議程及股東投票

1 提交上一財政年度的核數師及董

事會報告。

2 股東是否採納上一財政年度之已

審計年度報告？

3 股東是否同意免除董事會於上一

財政年度任內所承擔之責任？

4 股東是否批准董事費用？

5 股東是否確認委任Susanne van 
Dootingh（自2017年12月15日起

為董事會增任成員，以代替Jean 
Frijns）並選任其為本公司董事？

6 是否重新委任Susanne van 
Dootingh、Peter Schwicht和 
Iain Saunders為董事會成員，任期

為一年？

7 是否委任John Li和Dan Watkins為
董事會成員，任期為兩年？

8 是否委任Massimo Greco和Jacques 
Elvinger為董事會成員，任期為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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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如欲以代表委任書投票，請利用在 jpmorganassetmanagement.com/extra 的代表委任書。閣下的表格須（經郵寄或傳真）

於中歐時間2018年4月25日星期一下午6時前送達註冊辦事處。

如欲親自投票，請親自出席會議。

9 股東是否重選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為本公司之核數師？

註冊號碼 (RCS Luxembourg)   B 49 663

過去的財政年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為止的 12 個月

10 股東是否批准支付任何於上一 
財政年度已審計年度報告內之分

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