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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資訊



1.強積金計劃安排



新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選擇1A:全部轉至宏利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選擇滙豐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全部
轉至宏利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選擇1B:新供款轉至宏利;
舊供款保留在滙豐

選擇滙豐的成員可將未來供款全部轉至宏利;全部累
算權益保留在滙豐

新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新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選擇2A:全部轉至永明彩虹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選擇滙豐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全部
轉至永明彩虹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選擇2B:新供款轉至永明彩虹;
舊供款保留在滙豐

選擇滙豐的成員可將未來供款全部轉至永明彩虹;全
部累算權益保留在滙豐

新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選擇3:全部保留在滙豐

原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選擇滙豐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全部
保留在滙豐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新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選擇1:全部轉至宏利

原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選擇永明基本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
全部轉至宏利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新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選擇2:全部轉至永明彩虹

原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選擇永明基本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
全部轉至永明彩虹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新計劃：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選擇3:全部轉至滙豐

原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新供款2累算權益1

生效日期：2022年1月1日

選擇永明基本的成員可將全部累算權益與未來供款
全部轉至滙豐

備註:

1) 累算權益 -是指入職後截至2021年12月供款期內之累積資產

2) 新供款 -是指2022年1月供款期開始及往後之供款(包括僱主、僱員所有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Ø 整個轉移過程需時約2-3個星期完成。

Ø 轉移過程不涉及任何額外收費及沒有買賣差價。

Ø 在原計劃贖回投資後，所轉移的金額在轉移過程中不會受市場的波動而影響其實
際價值。

Ø 當轉移完成後，您會收到新舊服務提供者寄出的「轉移結算書」，以證明過程中
沒有產生額外收費。

Ø 保證回報(如有)將不適用於滙豐、永明下的保證基金

注意事項

Your 
portfolio

所有投資皆會贖回，變為現金 轉移金額將會按照閣下
的指示作投資，並於3-5

天內生效。

接收及核實僱主的轉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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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安排總結
滙豐成員:

永明基本成員:

選擇 1A 全部供款轉移至宏利

選擇 1B 新供款轉移至宏利; 舊供款保留於滙豐

選擇 2A 全部供款轉移至永明

選擇 2B 新供款轉移至永明; 舊供款保留於滙豐

選擇 3 全部供款保留於滙豐

選擇 1 全部供款轉移至宏利

選擇 2 全部供款轉移至永明

選擇 3 全部供款轉移至滙豐



2.比較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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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選擇較好的計劃和基金?
• 在不同計劃與基金選擇下，即使是投資於相同的地區，仍會產
生不同的回報。

• 以下例子將說明即使同樣是香港基金，但十年後的回報相差可
以很大。

• 因此選擇正確的計劃和基金將為您退休做更好的準備

$1 百萬 10年
(2011-2020)

每年增長7.4% $2 百萬

每年增長2.7% $1.3 百萬

*!"#$均%&3.1%'(10&)*準



1). 基金表現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基金表現不代表反映將來之投資
表現，投資回報可升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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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前景及展望

如欲獲取更多資料，請透過二維條碼去觀看我們的影片

強積金市場中期預測

通脹預期面臨更大
不確定性

大中華地區於中長
期而言能跑贏其他

地區市場

各國的貨幣政策
（例如：量化寛鬆
的減少）將帶為市
場帶來一定程度的

波幅

疫苗效應將帶來一
定程度的經濟成長

舊經濟版塊預期將
逐步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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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2%

5.4%

4.2%

交通銀行

中銀保誠

滙豐

恒生

中國人壽

東亞

BCT

景順

信安 800

信安—明智之選

友邦

安聯

富達

宏利

永明彩虹

GM - 綜合

2011-2020年化報酬率 –綜合

5.2%

7.1%

7.3%
5.4%

中銀保誠
交通銀行

景順
恒生
滙豐
BCT
東亞

中國人壽
友邦
富達

信安 800
安聯

永明彩虹
信安—明智之選

宏利
GM - 股票

2011-2020年化報酬率 - 股票

4.5%

5.3%
5.3%

4.7%

信安—明智之選
中銀保誠

東亞
信安 800

滙豐
恒生
BCT
安聯
友邦
景順

交通銀行
宏利

永明彩虹
富達

中國人壽
GM - 混合資產

2011-2020年化報酬率 – 混合資產

0.6%

0.7%

1.1%

0.8%

安聯
永明彩虹

恒生
滙豐
BCT

中銀保誠
信安 800

友邦
交通銀行

富達
東亞
宏利
景順

信安—明智之選
中國人壽

GM - 固定收益資產

2011-2020年化報酬率 – 固定收益資產

來源：駿隆備註：以上報酬率只包含十五個計劃

在2011-2020年期間，永明及宏利分別跑贏強積金市場
約1.2%及1.0%。滙豐跑輸市場0.1%。(永明表現最佳，
宏利跑贏全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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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選擇了甚麼基金？

基金名稱 資產規模 風險程度(%)
滙豐恒指基金 28% 高

滙豐增長基金 16% 中

滙豐強積金保守基金 16% 低

滙豐均衡基金 15% 中

滙豐中國股票基金 4% 高

滙豐保證基金 4% 低

滙豐北美股票基金 3% 高

滙豐核心累積基金 3% 中

滙豐中港股票基金 2% 高

滙豐亞太股票基金 2% 高

滙豐環球債券基金 1% 低

滙豐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1% 高

滙豐平穩基金 1% 中

滙豐歐洲股票基金 1% 高

滙豐65歲後基金 1% 中

滙豐環球股票基金 0% 高

滙豐自選均衡基金 0% 中

滙豐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0% 高

滙豐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基金 0% 高

滙豐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0% 高

滙豐:

永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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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標示為同期表現最佳者
基金表現 –股票基金

滙豐 宏利 永明彩虹

資料來源:晨星
2021年初至今:2021/1/1-2021/9/30
以上表現皆為淨回報

基金類別 基金名稱 2021年初至今 2020 2018-2020 2016-2020 2011-2020
香港股票基金 宏利 MPF 香港股票基金 -10.8% 21.1% 13.6% 64.2% 66.3%

滙豐中港股票基金 -9.9% 15.9% 10.9% 54.0% 44.1%
永明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 B類 -5.7% 17.7% 20.0% 72.0% 108.6%

香港股票基金（追蹤指數） 宏利 MPF 恒指基金 -8.3% -1.6% -2.0% 39.5% 不適用
滙豐恒指基金 -8.1% -1.1% -1.8% 41.0% 51.4%
永明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基金 - B類 -10.1% 9.6% 8.0% 55.3% 不適用

大中華股票基金 宏利 MPF 中華威力基金 -8.2% 22.7% 25.9% 69.4% 66.4%
滙豐中國股票基金 -14.4% 33.4% 31.6% 89.2% 89.2%
滙豐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基金 -17.2% -1.3% -0.8% 26.6%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 - B類 -4.7% 43.0% 39.7% 90.2% 82.6%

亞洲股票基金 宏利 MPF 亞太股票基金 0.6% 23.2% 22.9% 74.1% 58.5%
滙豐亞太股票基金 -0.3% 22.1% 20.7% 72.4% 47.5%
滙豐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1.5% 17.1% 16.9% 66.9%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 B類 -4.3% 36.2% 29.7% 84.1% 89.1%

日本股票基金 宏利 MPF 日本股票基金 15.6% 4.6% 4.5% 33.5% 81.6%
美國股票基金 宏利 MPF 北美股票基金 16.8% 26.1% 39.0% 78.5% 199.3%

滙豐北美股票基金 15.2% 17.1% 37.7% 81.5% 174.9%
滙豐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17.1% 16.7% 40.7% 87.7% 不適用

環球股票基金 宏利 MPF 國際股票基金 12.1% 19.6% 30.5% 65.6% 122.9%
滙豐環球股票基金 13.1% 12.4% 23.4%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國際股票投資組合 9.1% 12.4% 25.5% 52.5% 107.5%

歐洲股票基金 宏利 MPF 歐洲股票基金 17.5% 22.2% 33.9% 58.8% 85.9%
滙豐歐洲股票基金 10.4% 3.2% 0.8% 22.4% 37.5%
滙豐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11.6% 3.2% 11.4% 38.1% 不適用

未分類股票基金 宏利 MPF 康健護理基金 8.5% 7.3% 23.4% 30.9% 149.7%
永明強積金行業股票基金 - B類 11.1% 15.7% 21.8% 53.8%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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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標示為同期表現最佳者
基金表現 –混合資產基金

資料來源:晨星
2021年初至今:2021/1/1-2021/9/30
以上表現皆為淨回報

滙豐 宏利 永明彩虹

基金類別 基金名稱 2021年初至今 2020 2018-2020 2016-2020 2011-2020
20% 至 40% 股票 滙豐平穩基金 -2.2% 11.2% 14.3% 30.0% 32.0%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 B類 -1.7% 12.2% 16.2% 34.3% 47.3%
40% 至 60% 股票 宏利 MPF 富達平穩增長基金 -1.2% 12.2% 16.7% 37.9% 50.2%

宏利 MPF 智優裕退休基金 1.0% 13.0% 15.5% 34.9%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均衡基金 - B類 -0.3% 14.3% 19.3% 45.8% 67.7%

60% 至 80% 股票 宏利 MPF 增長基金 1.9% 15.1% 17.1% 43.6% 57.6%
滙豐均衡基金 1.1% 13.6% 16.2% 45.7% 54.8%
滙豐自選均衡基金 1.8% 13.8% 19.0% 50.2%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增長基金 - B類 1.0% 17.0% 22.3% 58.2% 90.9%

80% 至 100% 股票 宏利 MPF 富達增長基金 1.0% 14.4% 19.5% 52.9% 73.5%
宏利 MPF 進取基金 3.6% 17.3% 20.0% 54.1% 74.5%
滙豐增長基金 2.7% 14.8% 16.5% 52.5% 62.7%

預設投資策略-65歲後基金 宏利 MPF 65歲後基金 -0.3% 8.3% 17.4% 不適用 不適用
滙豐65歲後基金 0.1% 9.0% 17.8%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65歲後基金 -0.4% 9.2% 17.1%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65歲後投資組合 -0.4% 8.9% 16.7% 不適用 不適用

預設投資策略-核心累積基金 宏利 MPF 核心累積基金 5.5% 12.2% 24.0% 不適用 不適用
滙豐核心累積基金 6.6% 11.9% 22.3%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5.3% 13.9% 22.7%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核心累積投資組合 5.2% 13.8% 22.5% 不適用 不適用

未分類混合資產基金 宏利MPF 退休收益基金 0.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目標日期基金 宏利 MPF 2025 退休基金 1.5% 13.7% 15.9% 42.5% 不適用

宏利 MPF 2030 退休基金 3.1% 16.4% 19.5% 51.1% 不適用
宏利 MPF 2035 退休基金 3.9% 17.6% 21.3% 54.7% 不適用
宏利 MPF 2040 退休基金 4.3% 18.0% 22.0% 56.0% 不適用
宏利 MPF 2045 退休基金 4.5% 18.1% 22.4% 56.7%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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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標示為同期表現最佳者
基金表現 –債券及貨幣基金

基金類別 基金名稱 2021年初至今 2020 2018-2020 2016-2020 2011-2020

強積金保守基金 宏利MPF保守基金 0.0% 0.9% 3.3% 3.5% 3.8%

滙豐強積金保守基金 0.0% 0.5% 1.9% 1.9% 3.5%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 B類 0.0% 0.7% 2.5% 2.5% 2.5%

保證基金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0.0% 0.0% 0.1% 0.1% 0.3%

宏利 MPF 穩健基金 -0.5% 9.0% 11.4% 22.8% 31.3%

滙豐保證基金 -1.5% 4.3% 4.9% 4.5% 2.3%

人民幣及港幣貨幣市場基金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 B類 1.1% 5.1% 3.1% 7.4% 不適用

亞洲債券基金 宏利 MPF 亞太債券基金 -2.8% 10.0% 13.8% 24.0% 不適用

人民幣債券基金 宏利 MPF 人民幣債券基金 2.0% 7.8% 11.9% 17.8% 不適用

港元債券基金 宏利 MPF 香港債券基金 -0.8% 7.0% 12.5% 15.6% 25.3%

永明強積金港元債券基金 - B類 -1.1% 5.8% 8.4% 9.9% 17.5%

環球債券基金 宏利 MPF 國際債券基金 -4.3% 7.4% 8.4% 13.9% 16.6%

滙豐環球債券基金 -5.0% 9.2% 13.8% 22.7% 34.8%

永明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 B類 -2.8% 7.0% 9.5% 14.7% 5.9%

資料來源:晨星
2021年初至今:2021/1/1-2021/9/30
以上表現皆為淨回報

滙豐 宏利 永明彩虹



2). 基金配對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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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宏利及永明提供不同類型的基金

*股票基金包括亞洲，歐洲，香港，美國，環球，中國，日本及其他股票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包括20%-40%，40%-60%，60%-80%，80%-100%及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資料來源:駿隆及積金局

風險程度基金類別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
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
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
積金）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
劃

低 保守基金 1 1 1 1

低 保證基金 1 1 2 0

低至中 債券及貨幣市
場基金 1 0 4 3

中至高 混合資產基金 6 4 13 5

高 股票基金 11 3 9 5

總數 20 9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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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選擇 -債券及貨幣市場基金

風險程度 基金類別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
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低 強積金保守基金 滙豐強積金保守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強積金
保守投資組合 宏利MPF保守基金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 B類

低 保證基金 滙豐保證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本金保
證投資組合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穩健基金

低至中 亞洲債券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 MPF 亞太債券基金 不適用

低至中 環球債券基金 滙豐環球債券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國際債券基金 永明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
B類

低至中 人民幣及港幣貨幣
市場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

金 - B類

低至中 人民幣債券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 MPF 人民幣債券基金 不適用

低至中 港元債券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 MPF 香港債券基金 永明強積金港元債券基金 -
B類

總數 3 2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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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選擇 –混合資產

註：滙豐自選均衡基金將於2021年12月3日更名為智優逸均衡基金 。

風險程度 基金類別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
計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低至中 20% 至 40% 股票 滙豐平穩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 B類

中 40% 至 60% 股票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平穩
增長投資組合

宏利 MPF 富達平穩增長基
金 永明強積金均衡基金 - B類

宏利 MPF 智優裕退休基金

高 80% 至 100% 股
票 滙豐增長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進取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富達增長基金

中 60% 至 80% 股票 滙豐均衡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均衡
增長投資組合 宏利 MPF 增長基金 永明強積金增長基金 - B類

滙豐自選均衡基金

中至高 目標日期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 MPF 2025 退休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2030 退休基金

宏利 MPF 2035 退休基金

宏利 MPF 2040 退休基金

宏利 MPF 2045 退休基金

中至高 未分類混合資產基
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MPF 退休收益基金 不適用

低至中 預設投資策略-65
歲後基金 滙豐65歲後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65歲

後投資組合 宏利 MPF 65歲後基金 永明強積金65歲後基金

中 預設投資策略-核
心累積基金 滙豐核心累積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核心

累積投資組合 宏利 MPF 核心累積基金 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總數 6 4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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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選擇 –股票基金

註：滙豐自選股票基金將於2021年11月12日起重組，自選亞太股票基金更名為智優逸亞太股票追蹤指數基金，
自選美國股票基金更名為智優逸北美股票追蹤指數基金，自選歐洲股票基金更名為智優逸歐洲股票追蹤指數基
金。

風險程度 基金類別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
劃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高 亞洲股票基金 滙豐亞太股票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亞太股票基金 永明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
B類

滙豐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高 歐洲股票基金 滙豐歐洲股票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歐洲股票基金 不適用

滙豐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高 大中華股票基金 滙豐中國股票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中華威力基金 永明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
- B類

滙豐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基金

高 環球股票基金 滙豐環球股票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國際股
票投資組合 宏利 MPF 國際股票基金 不適用

高 香港股票基金 滙豐中港股票基金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香港股
票投資組合 宏利 MPF 香港股票基金 永明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

B類

高 香港股票基金（追
蹤指數） 滙豐恒指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恒指基金 永明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基

金 - B類
高 日本股票基金 不適用 不適用 宏利 MPF 日本股票基金 不適用

高 未分類股票基金 不適用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美國及
香港股票投資組合 宏利 MPF 康健護理基金 永明強積金行業股票基金 -

B類
高 美國股票基金 滙豐北美股票基金 不適用 宏利 MPF 北美股票基金 不適用

滙豐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總數 11 3 9 5



3). 基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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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 – DHL員工現時未能享有折扣優惠

資料來源:滙豐

基金名稱 標準基金管理費
滙豐亞太股票基金 1.450%
滙豐中國股票基金 1.450%
滙豐歐洲股票基金 1.300%
滙豐環球股票基金 0.790%
滙豐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基金 0.790%
滙豐恒指基金 0.755%
滙豐中港股票基金 1.450%
滙豐北美股票基金 1.300%
滙豐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0.790%
滙豐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0.790%
滙豐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0.790%
滙豐65歲後基金 0.750%
滙豐均衡基金 1.350%
滙豐核心累積基金 0.750%
滙豐增長基金 1.450%
滙豐平穩基金 1.250%
滙豐自選均衡基金 0.790%
滙豐環球債券基金 0.790%
滙豐保證基金 1.275%
滙豐強積金保守基金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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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 DHL 員工享有平均約20%折扣優惠

資料來源:宏利

基金名稱 標準基金管理費 紅利回贈 實際基金管理費
宏利 MPF 中華威力基金 1.900% 0.050% 1.850%
宏利 MPF 歐洲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恒指基金 0.900% 0.110% 0.790%
宏利 MPF 康健護理基金 1.900% 0.050% 1.850%
宏利 MPF 香港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國際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日本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北美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亞太股票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2025 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 MPF 2030 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 MPF 2035 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 MPF 2040 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 MPF 2045 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 MPF 65歲後基金 0.750% 不適用 0.750%
宏利 MPF 進取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 MPF 核心累積基金 0.750% 不適用 0.750%
宏利 MPF 富達增長基金 1.750% 0.100% 1.650%
宏利 MPF 富達平穩增長基金 1.750% 0.100% 1.650%
宏利 MPF 增長基金 1.750% 0.450% 1.300%
宏利MPF 退休收益基金 1.300% 不適用 1.300%
宏利 MPF 智優裕退休基金 0.990% 不適用 0.990%
宏利MPF保守基金 0.750% 0.050% 0.700%
宏利 MPF 香港債券基金 1.150% 0.360% 0.790%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1.750% 不適用 1.750%
宏利 MPF 國際債券基金 1.150% 0.360% 0.790%
宏利 MPF 亞太債券基金 1.150% 0.360% 0.790%
宏利 MPF 人民幣債券基金 1.150% 0.360% 0.790%
宏利 MPF 穩健基金 1.750% 0.45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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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 DHL 員工享有平均約20%折扣優惠

資料來源:永明

基金名稱 標準基金管理費 紅利回贈 實際基金管理費
永明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基金 - B類 0.963% 不適用 0.963%
永明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 B類 1.693% 0.500% 1.193%
永明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 - B類 1.743% 0.500% 1.243%
永明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 B類 1.548% 0.400% 1.148%
永明強積金行業股票基金 - B類 1.578% 0.500% 1.078%
永明強積金65歲後基金 0.733% 不適用 0.733%
永明強積金均衡基金 - B類 1.548% 0.500% 1.048%
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0.733% 不適用 0.733%
永明強積金增長基金 - B類 1.548% 0.500% 1.048%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 B類 1.548% 0.500% 1.048%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 B類 0.883% 不適用 0.883%
永明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 B類 1.548% 0.500% 1.048%
永明強積金港元債券基金 - B類 1.548% 0.500% 1.048%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 B類 1.173% 不適用 1.173%



3.執行強積金計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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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線上系統提交您的選擇

請點擊或掃描以下QR Code 進行您的選擇

請填入公司電郵取得專屬連結
https://s.surveyanyplace.com/d
hlmpf



Copyright © 2021 Gain Miles and its subsidia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Gain Miles. Distribu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33

您將收到電郵，並進入該專屬連結以進行選擇。

步驟 1/3 
輸入您的登入編碼

步驟 2/3 
提交您的選擇

步驟 3/3 
如有需要，可選擇駿隆提供的其他服務

遞交期限 : 2021/12/17 (星期一)

透過線上系統提交您的選擇



Copyright © 2021 Gain Miles and its subsidia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Gain Miles. Distribu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34

宏利 – 透過應用程式填寫個人資料 (如適用)

如果成員決定選擇1、1A、1B，這意味著您需要開一個新的宏利強積金戶
口。您將會收到宏利給您的短訊以填寫個人資料。

資料來源: 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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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 – 透過應用程式填寫個人資料 (如適用)

如果成員決定選擇1、1A、1B ，這意味著您需要開一個新的宏利強積金
戶口。您將會收到宏利給您的短訊以填寫個人資料。

資料來源: 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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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 – 透過應用程式填寫個人資料 (如適用)

如果成員決定選擇2、2A、2B ，這意味著您需要開一個新的永明強積金
戶口。您將會收到永明給您的短訊以填寫個人資料。
1. 註冊 2. 填寫個人資料 3. 預覽及簽名

資料來源: 永明



2021年12月6~10日
強積金講座時間

2022年1月1日
生效日

時程表

37

2021年12月17日
遞交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