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法下的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愛德蒙得洛希爾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具十四檔子基金之集體投資基金計畫 

 

年度財務報告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 

(中文簡譯本)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之會計年度 

 
 

 

本基金財務報告內容如與原文版財務報告有任何歧異，以原文版本為主。 

本財務報告簡譯本僅供投資人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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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報告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之會計年度 

 

愛德蒙得洛希爾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構成具子基金之可變資本投資公司之歐盟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畫(UCITS)  

受法國貨幣及金融法規範  

 

管理公司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公司 

47, rue du Faubourg Saint Honoré 75008 

巴黎，法國 

 

敬告股東， 

 

查核意見 

 

本事務所受股東大會委託，業已查核以開放式投資公司(可變資本投資公司)形式構成之

UCITS及子基金，即愛德蒙得洛希爾可變資本投資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會計年度之如

本報告後附之年度財務報告。 

 

本事務所確認本年度財務報告符合法國會計準則，正確且一致，且真實及公允表達以開放式

投資公司(可變資本投資公司)形式構成之UCITS及子基金於本會計年度終了時之資產及上

一年度之財務績效與財務狀況。 

 

查核意見之基礎 

 

查核參考資訊 

 

本事務所進行之查核符合法國相關專業查核準則。本事務所相信所蒐集之證據足以適當且充分

支持本事務所之查核意見。本事務所依此等準則所應承擔之責任詳如本報告中「關於查核年度

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法定責任」一節中所載。 

 

獨立性 

 

本事務所於2021年10月1日截至本報告出具日期為止所進行之查核符合法國商業法規及會計師

道德規範所訂之獨立性相關規定。 

 

評估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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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法國商業法規第L.823-9條及R.823-7條關於本事務所評估之正當性，本事務所謹向您告知

本事務專業意見所認為最重要的評估係依據所適用會計準則之適當性、所使用之重大估算之合

理性以及財務報表的整體表達。 

 

該等情事為本事務所年度財務報告整體之一部分，並有助於本事務所形成本報告上述之意見。

本事務所並不就這些年度財務報表中之特定項目分別表示意見。 

 

特定查驗 

 

本事務所另依據法國的專業查核準則，進行法律及法規要求之特定查驗。 

 

管理報告及其他寄送予股東之文件中所含關於財務狀況及年度財務報表之資訊 

 

本事務所對於管理報告及提供予股東之財務狀況及年度財務報表相關文件中所含資訊之正確

性及與年度財務報表資訊之一致性並無任何意見。 

 

有關於公司治理之資訊 

 

本事務所證明管理報告中有關公司治理之章節存在法國商業法規第L.225-37-4條要求之資訊。 

 

高階管理層及公司治理負責人員就年度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層有責任依據法國會計準則及原則，編製真實、公允的年度財務報表，並執行其認為編製

財務報表所需的內部控制制度負責，避免出現重大誤述，不論是出於詐欺或錯誤之原因所導致。 

 

在編製年度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有責任評估可變資本投資公司永續經營的能力，如有必要，在

這些財務報表中提供有關企業永續經營的必要訊息並適用關於永續經營之會計政策，惟如可變

資本投資公司已有清算或歇業之計畫者不在此限。 

 

年度財務報表係由高階管理層所編製。 

 

會計師就年度財務報表之法定責任 

 

查核目的及方法 

 

草擬年度財務報表的報告為本事務所的責任。本事務所的目標是取得合理確信年度財務報表整

體不存在重大誤述。這種合理確信提供了高程度的保證，但並不保證遵循專業標準所進行的查

核將可系統性地偵測到任何重大誤述。誤述可能導因於欺詐或錯誤而產生，且任何時點之合理

預期考量可能會個別或整體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的經濟決定，則視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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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國商業法規第L.823-10-1條所述，本事務所的任務是簽證財務報表，而非保證可變資本投

資公司管理的可行性或品質。 

 

作為依法國相關專業準則所進行查核的一部分，會計師在查核期間行使其專業判斷。此外： 

- 會計師辨識及評估年度財務報表可能含有重大誤述（無論係因詐欺或錯誤所造成）的風險，

並在面臨此類風險時定義及執行查核程序，並蒐集任何被視為充分和適當的素材以作為查

核意見之基礎。因詐欺而未偵測到重大誤述的風險可能高於因共謀、偽造、故意隱匿、虛

偽陳述或未遵循內部控制制度而未偵測到重大誤述之風險； 

- 會計師熟悉與查核相關的內部控制，以便定義適當的查核程序，而並非為了對內部控制的

有效性發表意見； 

- 會計師對管理層採用會計方法的適當性及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提供

的相關資訊進行評估； 

- 會計師評估管理層採用永續經營會計政策的適當性，並根據所蒐集的項目決定是否存在或

可能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此等事件或情況可能會引發對可變資本投資公司永續經營能力的

疑慮。此評估是基於截至報告出具日期為止所蒐集之資訊，惟請注意，後續情況或事件可

能會危及其企業永續經營之能力。若認為有重大不確定性，則請讀者留意年度財務報表中

關於所述不確定性的資訊，或者，若該資訊未提供或無關緊要時，會計師應以保留意見或

無法表示意見之方式進行簽證。 

- 會計師評估年度財務報表的整體表達，並評估年度財務報表是否反映了交易及所連結的交

易，以精準表達現況。 

 

 

Neuilly-sur-Seine，電子簽章日期。 

 

  電子簽章認證之文件 

  法定會計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udit  

  Frédéric Sel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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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蒙得洛希爾可變資本投資公司-歐洲中型股基金 

 

年度財務報表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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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資產－以歐元計 (截至2022年9月30日) 

   

資產 30/09/2022 30/09/2021 

淨固定資產   

存款   

金融工具 23,865,874.83 118,876,467.30  

股票及類似證券 21,995,166.75  114,918,385.10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21,995,166.75  114,918,385.10  

非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債券及類似證券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非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債務證券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可轉讓債務證券   
 其他債務證券   

非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交易者   

集合投資計畫 1,870,708.08  3,958,082.20  

供其他國家之零售及相當之投資人投資之一般目的

UCITS及另類投資基金(AIFs) 

1,870,708.08 3,958,082.20  

供其他歐盟會員國非專業及相當之投資人投資之其他基

金 

  

於其他歐盟會員國及上市特殊目的機構之一般目的專業

投資人及相當之基金 

  

於其他歐盟會員國及非上市特殊目的機構之其他專業投

資基金及相當之基金 

  

其他非歐洲之計畫   

證券金融交易   

附買回協議轉讓證券之應收帳款   

證券借貸之應收帳款   

借入證券   

依附買回協議轉讓之證券   

其他證券融資交易   

遠期金融工具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之交易   

其他交易   

其他金融工具   

應收帳款 432,897.76  3,637,607.01  

遠期外匯交易 43,271.49  959,566.71  

其他 389,626.27  2,678,040.30  

金融帳戶 0.82  138,610.89  

現金及約當現金 0.82  138,610.89  

總資產 24,298,773.41 122,652,6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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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負債－以歐元計 (截至2022年9月30日) 

   

負債 30/09/2022 30/09/2021 

權益資本     

資本 23,716,714.91  106,589,299.42  

先前未分配之淨損益 (a)   

餘額結轉 (a)   

本會計年度之淨損益 (a、b) -838,100.60  10,147,604.75  

本會計年度之損益 (a、b) -180,788.78  -329,582.84  

總權益資本* 

  *代表淨資產之總額 

22,697,825.53  116,407,321.33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之處置   

證券金融交易   

附買回協議轉讓證券之應付帳款   

借入證券應付帳款   

其他暫時性交易   

遠期金融工具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之交易   

其他交易   

應付帳款 435,171.55 6,245,363.57 

遠期外匯交易 42,549.60  942,608.67  

其他 392,621.95 5,302,754.90 

金融帳戶 1,165,776.33  0.30  

銀行融通 1,165,776.33  0.30  

借款   

     

總負債 24,298,773.41 122,652,685.20 

(a) 包含均等調整 

(b) 扣除任何會計年度期中分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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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外項目－以歐元計 (截至2022年9月30日) 

   

 30/09/2022 30/09/2021 

避險交易   

於規範巿場或相當市場之投資(commitment)   

店頭巿場投資   

其他投資   

其他交易   

於規範市場或相當市場之投資   

店頭巿場投資   

其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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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以歐元計 (截至2022年9月30日) 

   

 30/09/2022 30/09/2021 

金融交易收益   

存款及金融帳戶收益   

股份及相當證券收益 1,081,876.39 1,368,022.54 

債券及相當證券收益   

債務證券收益   

證券金融買賣收益   

遠期金融工具收益   

其他金融收益   

合計(1) 1,081,876.39 1,368,022.54 

   

金融交易費用     

證券金融買賣費用   

遠期金融工具交易費用   

金融債券交易費用 1,935.95  2,065.48  

其他金融交易費用   

合計(2) 1,935.95  2,065.48  

   

金融交易損益(1-2) 1,079,940.44  1,365,957.06  

其他收益(3)   

管理費用及折舊備抵(4) 1,453,155.00  1,548,660.07  

   

會計年度淨損益 (L.214-17-1) (1 - 2 + 3 - 4) -373,214.56  -182,703.01  

本會計年度收益之均等調整(5) 192,425.78  -146,879.83  

本會計年度期中分派股息(6)   

   

損益(1 – 2 + 3 – 4 + 5 – 6) -180,788.78 -329,582.84 

 

(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