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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核心基金」公眾諮詢
為麗麗毯肆覓處撐 E謹漫育方第

話詢問擅自 R儀表格
(諮詢問題補充資料載於第 3至 4頁)

你支持按諮詢文件中第 36(a)至(d)段所述的方式引進「核心基金 J 的方向嗎?

回支持口不支持

你是否同意在所有強積金計直到中，作為預設基金的成分基金應大致相同?

可同意口不同意

你認為「核心基金」以獸一的預設基金作為基礎是否恰當。

可是口否

你是否同意「核心基金 J 的適當投資方式，是隨著成員越來越接近 65 歲而自動降低風險?

因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初步而言，把「核心基金」的費用總額維持在 0.75% 或以下的水平，是合理的做

法l!
回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中期而吉，把「核心基金」的開支總額(即基金開支比率)維持在 1.0"10或以下的
水乎，是合理的做法?

回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應以被動的、以指數為本的投資策略 a 作為強積金「核心基金」的主要投資方式?

d同意口不同意

色 υ: ‘1

8.

9.

你是否同意諮詢文件中第 78及 79 段所湛的處理實施及過渡事宜的一般原則?

d 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諮詢文件中第 81段所述，有關如何為現有預設基金的強積金成員作出過渡安排的建
識?

囝同意口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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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盛畫室主主(請參閱背質所載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白 J)

姓名(非必要):系妝的
機緝名稱(如適用，非必要) :/

地址(如適用，非必要 )γ
‧

"，

靈童
語於 2014年9月30 日或之前，將填妥的固應表格傳真至 31830502.

如有查詢，請致電積金局熱線 29180102 。
連接

甜饅否認豬 ll.1l1l1l;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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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私隱條例))的規定編寫。本聲明
列出積金局收集你的個人資料 1的用途﹒你就積金局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而同意的事項，以及你根據{私
隱條例}享有的權利﹒

2 你就本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時，是否向積金局提供個人資料純厲自願﹒

收集資料的目的

3. 積金局或會為以下任何一個或多個目的，使用你在本諮詢文件意晃蓄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執行{強制性公積金計 J1J條例}授予積金局的法定職能;
﹒進行資料研究及統計;
﹒就本諮詢文件進行公開諮詢工作，及/或
.與上述目的直接有關的佳何其他目的。

彼露個人資料

4. 就本諮詢文件作公開諮詢的過程中，積金局或會向(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眾人士披露你在本諮詢文件
意見書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積金局亦可能會向公眾人士被露本諮詢文件提供意見人士/機惰的姓名/
名稱及其意晃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並在諮詢期內或總結公眾意見的時候或之後，把上述資料上戰到積
金局網站或刊 Ep在積金局的刊物內。

查閱資料

5. 根據{私隱條例〉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於積金局的個人資料，以及蒙取你在本諮詢文件意
見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積金烏有權為符合資料查閱要求的規定而收取{私隱條例}第 28條所
准許收取的費用。

保留資料

6 積金局將保留公眾人士為回應本諮詢文件而提供的個人資料，直至這致上述目的為止，

查詢

7. 如對在本諮詢文件意見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恃有任何查詢，或要*查閱或修正該等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形
式向積金局提出:

香港

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
環球貿易廣場的積 150lA 及 1508 室
強制性公積金計量 1管理局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2 個人資料指{值人資料(私隱)條例}所界定的個人資料。

2

'旬，



J
.'

轄詢問團補禿資料

血直 1 按諮詢文件中第 36(砂至(d)段所述. r核心基金 J 建設的主要元蒙包括下列各項:

a. r核，已基金」將建基於賣自一的預設墓金﹒每個強積金計劃的預設基金應大致相同﹒
這些預設基金將作為沒有作出成分基金選擇的計 ilJJ成員的投資基金，並用以作為「核
心基金 J •

b. 作為預設基金. r核心基金」應錄取適合退休儲蓄的投資方式，平衡長期風險與回
報﹒預設基金的投資方式，必須特別配合其作為沒有或不想作出選擇的成員的長這
退休儲蓄策略的用途﹒可取的投資設計也許是採取「人生階段」或「目標日期」投

資方式:

c. r核心基金」路要物有所值﹒強積金「核心基金」的設計及提供方式對計割成員而
言，必須是物有所值的;以及

d. rt頁，已、基金」可供所有強積金計割成員選擇﹒雖然「核心基金 J 是沒有作出投資還
擇的計割成員的預設基金，但由於其設計特點是作為長邁的退休儲蓄工具，及收費

低廉，因此該基金亦可供有意作出投資選擇的成員選擇﹒

且直主且主諮詢文件中第 37至40段節錄;

現持不同強積金計劉採用的預設成分基金因計割不同而差別很大﹒在這個方式下，兩名
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僱員，即使他們所有情況相同，但由於僱玉為他們揀畫畫了不同計量詞，
他們面對的退休儲蓄結果也可能會大不相同﹒基於強積金計割成員轉移供款的權利，強
積金計割成員的背景應整體上大致相間，因此原則上，對於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成員而
言，他們的供款所作的投資似乎沒有理由因計會 j不同而有差異﹒

因此，建議規定所有強積金計劃提供大致同類的→園或多個成分基金，作為該計割的預
設基金﹒

措定一個劃一的預設方式並以此作為計割的「核心基金 J .亦將有助對不同強積金計會 l
及同一計劃內不同基金的投資表現和收費，釐定較佳基準及作出比較，現時要對不同計
劉及服務提供者作有意義的比較，會受制於各吉十割的成分基金範園和類別的差異。揉用
費j一預設基金作為「核心基金 J .將有助計劃成員及市場評論員集中就單一要點作基本
比較，亦會清晰顯現因收費水平或開支較高而拖低表現的主要差異，從而加強營運者的
市場紀律，確保其令收費及投資結構更完善，為成員帶來更使投資結果自假以時日. r核
心基金 J 將可驅使強積金制度下的其他基金相互競爭及減低收費﹒

單單且諮詢文件中第 41至49(司段節錄﹒

退休儲蓄制度(例如強積金制度)的投資特點之一，是成員在緊接退休前的一段年頰，
特別易受投資市場衝摯的影響﹒快將退休的成員若經歷數年投資失利，他們為退休儲蓄
收復失地的機會使少得多﹒除了距離退休的年期較短外，他們受投資市場衝擊所影響的
儲蓄金額亦可能較大，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有助臨近退休人士大幅降低風險的投資方式，較適合作為退休儲蓄
計勤的預設投資策略﹒

積金馬最近與經合組織合作﹒以香港的數據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確認，如政策目標是要
平衡以下兩者:關障快將退休而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以兔他們受到極其負面
的投資結果所影響，以及提供較佳的回報中位數，則可取的投資方式是採用會隨著成員
自漸接近 65歲而逐步減少高風險資產投資的人生階段/目標日期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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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直至乏正諮詢文件中第 50至 581'.\i:節錄:

強積金「核心基金」的設計及提供方式應該要基於物有所值的原則。

現時，積金局網站設有「低收費基金列表 J ，~月j載費用在 1.0%或以下，或開支總額在 1.3%
或以下的基金﹒政府及積金局預期， r核心基金 J 的收費總額應大幅低於低收費基金列
表的門糧，建議規定組成 f核心基金 J 的成分基金的費用應為管理資產的。 .75%或以下。

由於基金開支比率包括成本和費用，因此會比單純的費用水平為高。鑑於成立新基金 j所
涉及的成本會對鐘鐘開支造成影響，因此基金開支比率需要一段時間才轉趨平穗，但預
期，中期而言(例如實施「核心基金 J 後三年) ， r核心基金 J 內的成分基金以基金開
支比率形式顯示的開支總額(即不僅是費用﹒還包括從基金扣除的其他開支)應維持在
1.0%或以下﹒

盟盟Z 諮詢文件中第 66至 73段節錄:

要令成本及費用盡量維持於最低水平的方法之一，是要確保投資結憐的設計具有效率﹒
其中一個可影響設計效率的元素，是應否以被動式、以指數為本的投資策略(不論是在
成分基金層面抑或基礎基金層面) ，作為 f核心基金」的主要投資方式﹒儘管主動式管
理實際上能否較被動式管理賺取較佳固報仍存在爭蓋章，但有一點似乎是無可爭諧的，就
是採取被動式管理的基金所招致的成本和費用低於採取主動式管理的基金。因此，建淺
在可行情況下， r核心基金」應主要採取被動式的投資策略令沒有或不想作出投資決定
的成員的權益發哥哥更佳保障。

園星星按諮詢文件中第 78及79段所述:

一如其他重大改革，改變現狀並轉變至新安排的實施及過渡安排會帶來不少挑戰﹒雖然
在實施新「核心基金」時，主要的過渡議題是決定應把多少(砂現有累算權益及 (b)未來供
款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 J '但有關細節需待諮詢文件提出的多頃議題得出最後決定後，
才能全面考慮。對於之前已清楚選擇其強積金權益的投資方式的強積金計量割成員而言，
新「核心基金」並不會影響其累算權益或供款的投資方式。不過，所有現有強積金計割
成員均應獲悉新「核心基金 J 安排，因為他們臼後在重新審視現有強積金投資選擇時，
或許會把這項因素納入考慮範圍之內，尤其是考慮是否選擇新的「核心基金 J 作為其現
有累算權益及/或未來供款的投資策略。

概括而言，現有強積金計直到成員若之前並無作出成分基金選擇，其累算權益及未來供款

便應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 J' 除非他們選擇把供款投資於其自選的其他成分基金﹒成員
會預先獲告知新安排，如果他們想重新選擇基金的話，可重新作出選擇，但如果他們沒
有作出選擇，其供款便會投資於新「核心基金 f 計劃的新成員(例如剛轉新僱主的僱員、
第一次把權益轉移至另一個計劃的僱員或於計創內開設新的特別自顯性供款帳戶的僱
員〕的供款將會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 J' 除非他們選擇把供款投資於其自選的其他成分
基金。

聞監 2 按諮詢文件中第 81段所述:

至於有關如何為現有預設基金的強積金成員作出過渡安排，視乎是次諮詢收集所得的意
見及進行進一步法律分析的結果，如計劃的受託人或管理人不能容易識耳目，從未作出投資
選擇的成員，建籤所有把全數供款投資於現有預設成分基金的成員均有機會重新選擇基
金，但若成員沒有作出選擇，其累算權益及未來供款便會投資於新「核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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