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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及傳翼文件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中西區區鐵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說
第 12項:強積金制度改革_ r核心基金」公眾諮詢

(文康會文件第3612014 號)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文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文康會)於二零一四年九

月十八臼舉行的第四次會議上，曾討論有關「核心基金」公眾諮詢的文件。

委員於會上就諮詢文件提出多項建議。現隨函附上文康會第四次會議紀

錄節錄(擬稿)，讓貴機構備悉及跟進委員的意見。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852

3441 與本會秘書 d

卒，

4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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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誼會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第四次會當紀錄(節錄)(接稿】

日期:二零一四年九月十 J\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樓
中西區區主義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直
陳捷貴議員， B間，IP*

區主監
蕭嘉怡議員*

歪且
陳財喜議員， MH
陳 j告草草議員*
陳學鋒議員， MH
鄭麗琮議員

張國鈞議員， IP
張翼雄識員
許智主基議員

甘乃威議員， MH*
林懷榮議員
李志值議員
盧懿杏議員

文志華議員， MH
黃堅成議員*

葉永成議員， BBS ，MH，IP

單單蓋且

陳曉奮先生*
梁淑儀女士*

吳兆康先生*
其永恩先生， MH
黃美卿女士*

(下午3 時 06 分至會議結束)

(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6 分)
(下午2 時 51 分至會議結束)
(下午3 時 15 分至下午 4 時的分)
(下午3 時 39 分至下午 5 時 06 分)
(下午2 日寺 30 分至下午 5 時 20 分)

(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53 分)
(下午2 時的分至下午 4 時 05 分)
(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46 分)
(下午3 時 32 分至會議結束)

(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13 分)

(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50 分)

註﹒*出席整個會議的委員()委員出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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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喬女士，lP
陳潤民先生
黃明慧女士
朱金盛先生
秦臻女士
張榮發先生
單丹醫生
黎輝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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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芬女士
李詠兒女士
周珮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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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諾彤女士

圍畫單車主i
葉國謙議員，GBS，lP
吳少強議員，MH，lP
洪寶華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助理福利專員 2
廉政公署高級廉政教育主任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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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項:強積金制度改革_ r核心基金」公眾諮詢
(中西區文慶會文件第 3612014 號)

(下午5 時間分至 5 時 48 分)

1. 此議程由旦旦旦主持。

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高級經理(聯繫)盟軍主主主向委員
會介紹強積金制度的源起、實施近十四年來的參與數字、投資回報變
化及資產數值等資料，並提出推出核心基金為強積金制度改革的下一
步。積金局經理(聯繫)車速矗立主續介紹核心基金兩大點:以按計會 j
成員年齡自動調低投資風險為投資策略，用以平衡長線風險和回報;
以及引人收費管控，將收費設為不多於百分之零點七五。同時加強規
管強積金預設安排，規定所有強積金提供劃一的基金，核心基金將會
成為所有計劃的預設基金。積金局初步跟業界討論核心基金的推行方
法，暫未有定案，但強調目標是令收費盡量維持在低水平。核心基金
將可為強積金的表現和收費釐定指標，達至促進競爭，推動減費。積
金局期望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能夠初步落實計劃內容，並於 2016
年推出核心基金。積金局會盡早向各計劃成員清楚解釋所有安排，並
會繼續改善強積金制度，希望能更切合各成員的需要。

3.E 且直開放文件討論，各委員的提問及意見如下:

(i) 盟盟畫畫且詢問積金局定立核心基金收費的準則。他表示，在基
金市場急速發展下，不少基金相繼減低收費，詢問簡介上所指的
百分之零點七五是否有調整空間。他詢問積金局可有預計市民對
於核心基金的反應。最後他指出要是成員隨著年紀越漸進取，與
核心基金的安排有所不同，局方可有應對措施。

(ii) 盟進遮蓋且對於核心基金是按年齡自動調低風險並沒有異議，認
為這是符合基本投資方向。此外，對於未有選取任何基金計劃的
成員，區量真詢問核心基金會否自動成為其投資選擇。他表示，
有些成員未有選取任何計劃是因為他們認為現有的計劃均未如理
想。要是計劃成員被自動安排至核心基金而未有留意，這將會違
反了他們的原意。陸還且表示，由於積金局未有提供核心基金的
細節，現階段未能給予太多意見。最後，盟矗且指出其他投資工
具如 MSCI Equity Index 和 Bloomberg Bond Index '於過去五年分
別升了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跟簡報上指出同期消費物價指數的
百分之一點六有所差異。他認為不應以同期消費物價指數作為強
積金投資回報的參考指數而該選用其他投資工具。

(iii) 且主且主主表示，核心基金的收費依然是一個疑問。

(iv) 噩噩互道且質疑，當積金局自動為成員選擇了核心基金，哪一方
應負起虧蝕的責任。就此，她倡議全民退保，讓上一代沒有強積
金的市民受到保障。



(v) 主直詢問核心基金的收費模式。他表示，過往市民對於強積金抱持
負面態度，認為不少炒家利用投資仗倆於強積金賺取回報。對於
核心基金，主里表示抱有期望，希望能夠保本並讓退休後的生活過
得穩定。

4. 積金局盟主正是主戚謝委員的意見，並就各委員對基金的提問及意見
回應如下:

( i) 回應匯區畫道且對於收費定為不超過百分之零點仁五的查詢，他
認為這只是一個起點，希望未來可因應市場競爭而再作調整。盟
主主補充，希望核心基金能成為市場指標，局方會把資料公闕，
計劃成員可以核心基金的表現和收費作為參考，最終目標是能夠
使其他基金均減低收費。此外，就盟且主蓋且查詢參與計劃的人
數，盟主主表示未能預計。參考外國的數字，有些地方多達七至
八成的成員未有作投資選擇，他們會被安排至預設投資 o 他期望
會有更多人選擇核心基金，以達致規模效益，進一步減低收費。
最後，他補充，無論是自願選擇還是被安排至核心基金，成員均
可隨時退出此預設安排。

(ii) 就盟造盡量且詢問未有選擇任何計劃的僱員會否被自動安排至核
心基金，盟主主回應，現時未有既定的方向，希望在諮詢期內聽
取多方意見再作決定。他表示，希望能在諮詢期收集意見後再定
立細節安排。此外，以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比較強積金投資的回報，
盟主主解釋是因為坊間曾經指出「強積金回報追不上通脹 J '故今
次以通脹指數作為參考 o 他承諾會記錄盟益且提出利用不同投資
工具作為指標，在不同層面上反映強積金的表現。

(iii) 對於且主盟主主就核心基金收費的查詢，盟主主表示當局希望將
收費上限定於不超過百分之零點仁五的水平，但有待落實推行後
才可決定收費。

(iv) 回應噩噩盟量且倡議全民退保事宜，盟主主表示這涉及政策範疇
的事宜，局方會向政府反映有關建議。

(v) 對於主監查問收費事宜，盟主主表示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收取的基
金開支，是按整個資產的某個百分忱計算，而不是按每次交易收
費。他重申，強積金是一個可長達四十多年的投資，不應只著重
短期回報。參考強積金制度過往投資回報，賺取主回報的年頭是
比較多。他表示，現時五千多億的強積金資產里有超過六成是投
資於股票，反映計劃成員投資取向較為進取。這解釋了強積金何
以在金融海嘯的時候錄得負回報。他表示會繼續教育成員如何管
理退休投資，而亦是推出核心基金的原意，希望為不熟悉投資的
成員提供一個穩定而收費低的退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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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旦旦宜多謝積金局的代表出席會議，並表示呈拾文件里夾了一份積金
局提供的核心基金問卷，言語員可填寫意見讓積金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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