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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閣下作出任何投資選擇或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作出投資前應考慮閣下本身的風險承受程度和財務狀況。當閣下選擇基金或預設投資策略

時對某一基金或預設投資策略是否適合閣下存疑時（包括它是否與閣下的投資目標一致），閣下應尋求財務及	/	或專業意見並在考慮
到閣下狀況後挑選最合適的投資選擇。

•	 倘若閣下並沒有作出任何投資選擇，請注意，閣下所作供款及	/	或轉移至本計劃的累算權益將按預設投資策略來作出投資，而有關投
資不一定適合閣下。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BCT積金之選」及「BCT（強積金）行業計劃」之總說明書內「預設投資策略」一節。

•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之表現不能作為將來表現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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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 積金之選」基金平台全面更新 – 嶄新組合 「球勝之道」

留意通知：	我們已於 2017 年 12月底，向計劃成員寄發出有關是次變更的通知書及單張，相關資料亦已上載於www.bcthk.com。
短片介紹：為協助成員明白通知書的重點，相關短片已上載到「成員網站」供您收看。
重要時間：為配合變更，我們已就有關成份基金作出投資指示定出相關截止時間，詳情請參閱相關通知書或單張。

講座　　：BCT 將於 3、4 月舉辦 3 場講座，以協助成員了解本計劃的更新，有興趣者請到www.bcthk.com 或掃描 QR 碼
登記參與。

*  包括 BCT 中國及香港股票基金、BCT 香港股票基金、BCT 亞洲股票基金、BCT 歐洲股票基金、BCT 環球股票基金、BCT 國際股票基金、
BCT E90 混合資產基金、BCT E70 混合資產基金、BCT E50 混合資產基金、BCT E30 混合資產基金，及 BCT 環球債券基金。

3	 專家管理模式的好處

1	 擴大多元經理策略的運用

4	 撤換投資代理人更容易

5
	 提升規模經濟效益，降低重組成份基

金的基金管理費

2	 資產分配的好處

3
	 委任「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作為重組成份基金的投
資經理，進行資產配置

1	 簡化基金選擇

2	 重組成份基金

BCT 銀聯集團的「BCT 積金之選」（「本計劃」）的基金平
台將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全面更新	-	作出若干重組及投資政
策變動，籍此擴大 BCT 自強積金成立以來採用的多元經理策
略之運用，令各投資經理更能把握機遇，盡展所長。正如足
球賽事中戰術運用，把合適的球員放在合適位置，使球隊能
發揮最佳水平。

4	 降低重組成份基金的基金管理費

本計劃的變更涉及11個成份基金*，當中包括：

有何改變？ 對您有何好處？

想知更多

https://www.bcthk.com/images/articles/SchemeRestructure/MTS_Notice_C_Dec2017.pdf
https://www.bcthk.com/images/articles/SchemeRestructure/BCT_Scheme_Restructure_CHI.pdf
www.bcthk.com
https://www.bcthk.com/images/articles/SchemeRestructure/MTS_Notice_C_Dec2017.pdf
https://www.bcthk.com/images/articles/SchemeRestructure/BCT_Scheme_Restructure_CHI.pdf
www.bcthk.com


BCT 一向提倡可持續發展，積極推動綠色文化及環境保護。於 2017 年，BCT 參加了世界綠色組織舉辦的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並
獲授予「綠色辦公室」及「健康工作間」標誌，成為少數參與計劃並獲得嘉許的金融機構。2018 年我們會繼續實踐對環保及可持
續發展的承諾與決心，致力將之進一步實踐於我們的業務營運之中。

為減少紙張消耗及進一步透過 e 旅程提升客戶體驗，我們正逐步將服務及資訊電子化，如交易確認書、結單、定期刊物等。客戶
也可透過BCT	e 平台，登入我們的成員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隨時隨地管理強積金戶口及查閱戶口資料 !	
						
讓我們一起走向綠色未來！更多電子服務詳情將於稍後公佈，敬請留意。

2BCT Connect 成員通訊

如此方便又環保的「e平台」服務，您只需一個戶口密碼即可登入 !	忘記密碼 ?您只需透過短訊	/	電郵索取驗證碼，即可重設密碼。

踏入新一年，我們會為自己訂立目標和計劃，作為退休儲蓄重要部份的MPF 也不應例外。只需數個簡單步驟即可做到！

首先，了解自己戶口的最
新情況。由 2018 年 3 月
9 日起，您可登入 www.
bcthk.com 查 看 及 下 載
2017 年度的「成員權益報
表」，檢視自己
的投資組合及去
年的投資回報。

若您有多個戶口，不妨考
慮將它們整合，以便日後
管理，化繁為簡。

至於日常的戶口管理，如
查閱結餘及轉換基金等，
您可善用「BCT	e 平台」
包括成員網站、手機應用
程式、每月戶口結餘 SMS
提示服務等，讓您輕鬆管
理M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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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將踏入報稅季節，提提您在2017/18課稅年度，您對強積金計劃所作的強制性供款最高扣稅額為18,000港元，
記緊於您的報稅表上填妥強制性供款可扣稅金額。

與 BCT 一起走向綠色未來

新年伊始 管理積金三部曲

提提您：積金供款稅項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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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積金局於今年 1 月傳媒活動上公佈的數字，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MPF 的總
資產為 8,435 億港元，自成立以來的年率化回報為 4.8%。單看 2017 年度回報，6 類
強積金基金均錄得正回報，當中股票基金及混合資產基金分別高達 34.4% 及 22.3%。
市場升勢於 2018 年會持續嗎 ?今年市況又如何呢 ?

2017 積金成績

通脹憂慮 – 市場波動的主要來源

通脹憂慮引法美股波動
聯儲局保持利率不變，但提升了通脹的預期，為 3 月份的加息鋪
路。於稅改通過下，許多美國公司將享受較低的稅率，現金流增
加可鼓勵併購活動，股份回購及增加派息。可是，由於股值昂貴，
美股與其他發達市場相比仍不吸引。再者，對通脹和加息的預期
上升可能會給美股帶來更多波動。我們維持美國股票「中性」的
展望。

於政治不確定性下 對歐洲
股票看法審慎
歐洲央行（ECB）維持利率不變，
主席德拉基表示歐元區經濟加速超
過預期。如果經濟增長和通脹數據
繼續走強，歐洲央行可能會變得更
加鷹派，這可引發歐洲股市的波動。
而且，德國 ( 默克爾仍在竭力籌組
聯合政府 )、加泰羅尼亞、和意大利
(2018 年 3 月大選 ) 的政治不確定性
可能於來季對歐洲市場造成壓力。
我們維持歐洲股票「中性」的評級。

通脹憂慮 引發環球債券拋售潮
隨著經濟數據高於預期下聯儲局變得更加鷹派，債券
收益率可能進一步走高。然而，由於現時債息已升至
吸引水平，預料會引發一些投資者將資產由股票重新
配置到債券。此外，隨著美國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對
加息的預期提高以及稅改的實施，美元可能會受到支
持。雖然歐元可能受到歐洲央行在 2018 年「收水」
的預期所推動，但短期內，歐洲的政治不確定性可能
會限制歐元上升空間。在中國緊縮的貨幣政策底下，
人民幣可能保持穩定，甚至更強。我們繼續維持整體
債券「中性」的展望，但維持人民幣債券「稍為正面」
的評級。

日圓的潛在走強可為日股帶來波動
日本央行（BOJ）的貨幣政策保持不變，並預
計到 2019 年通脹率將達到 2%。雖然如此，由
於通脹仍低於目標，日本央行不太可能於短期
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外圍環境依然支持出口，
為日本企業盈利提供了順風，這成為日本股市
的主要動力。然而，歐洲政治風險的再度升溫
及市場的避險情緒可能會支撐日圓，給日本股
市帶來波動。我們維持日本股票「中性」的展
望。

基本面穩健繼續支持中國股市
中國宏觀環境回穩，和更廣泛的盈利增
長動力是中國市場的利好因素，並繼續
支持中港估值。加上來自內地的南向資
金持續，中國股市仍具吸引力。再者，
2018 年，中國 A 股納入 MSCI 指數可為
中國市場提供充裕的流動性。然而，政
府持續關注企業去槓桿化，消費信貸控
制和控制污染下關閉產能，均是經濟增
長的潛在阻力。我們繼續維持整體中港
股市「稍為正面」的展望。

• 成份基金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如需詳細資料包括風險因素，請參閱 BCT 積金之選及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總說明書。
• 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目的只是作為參考用途，不構成任何招攬和銷售投資產品。有意投資者應注意該等投資涉及市場風險，故應視作長線投資。

於弱美元及盈利向好下 對亞洲股市看法樂觀
美元持續走弱進一步為該區提供了有利的流動性環境。展望
未來，由於出口增長強勁，預計 2018 年的盈利增長將繼續。
而且，於強勁的盈利背景下，估值依然吸引。然而，我們應
注意美國和亞洲國家的通脹可能會加快，這或會加速央行加
息，為亞洲市場帶來風險。我們維持亞洲（日本、中國及香
港除外）股票「稍為正面」的評級。



本文部份資料包括任何意見或預測均根據或來自我們認為是可靠的來源，但並不保證來自該等來源的資料的充足、準確、可靠及完整性。任何人仕在作

出投資決定時，應尋求獨立之投資意見，不應依賴本文所提供的資料作出投資決定，而任何人仕依據本文所提供的資料而作出任何決定或改變其狀況均

需自負風險。本文並不是提供或邀請或煽動買賣除「BCT 積金之選」和「BCT( 強積金 ) 行業計劃」以及其相關成份基金外的有關證券。請留意，在若

干情況下，基金贖回可能會暫停。投資附帶風險，尤其是投資於新興及發展中的市場所附帶之風險。詳情請參考有關基金的章程。過往之基金表現並不

一定可作未來基金表現的指引。

「BCT銀聯集團」	–	銀聯金融有限公司	( 計劃保薦人 )

	 –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 受託人及行政管理人 )	 此文件由銀聯金融有限公司刊發

成員熱線：2298 9333
僱主熱線：2298 9388
www.bcthk.com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
中遠大廈 1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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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各位打工仔在管理強積金方面多花心思，為自己的退休儲蓄作更好
的準備。

若計劃成員不懂得或沒有時間打理強積金，大家可考慮於去年 4 月 1 日推出的
預設投資策略（「預設投資」）。「預設投資」有三個特點，分別是隨成員接
近退休年齡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收費設上限及分散投資於環球市場。「預設
投資」正好為這些計劃成員提供一個現成的、適合退休投資的方案。

為讓公眾進一步認識「預設投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早前邀請了「美
女廚神」小儀，以三味佳餚︰「自動幫你餃」、「切得掂豆腐」及「環球資味
涼拌」為主題，製作了三套短片，解釋「預設投資」的三個特點。如欲了解「預
設投資」，可在 YouTube 的 The	MPFA	Channel 觀看短片或瀏覽「預設投資」
的專題網站。

「美女廚神」小儀透過佳餚介紹「預設投資」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熱線：2918	0102
www.mpfa.org.hk

作為一家服務超過 110 萬成員帳戶的主要 MPF 公司，BCT 一直致力提供優秀的退休產品
和投資服務，並獲得認同，於 2017《指標》年度基金大獎獲頒 7 項殊榮：

有關獎項詳情，請瀏覽：https://www.fundawards.asia/hk/result-announcement-2017/。

而我們的成份基金於《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領先基金大獎 2017」亦贏得五個獎項：

卓越大獎及傑出大獎根據截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的彭博數據，分別從一年及五年回報
作出分析而嘉許表現優秀的基金。有關獎項詳情，請瀏覽	http://www.bbwhkevent.com/
tfa2017。

註：以上獎項只作參考用途並以企業資訊為單一目的。

以上獎項給 BCT 莫大的鼓勵！作為 MPF 專家，BCT 會繼續努力，不斷創新及提升顧客體
驗，助您籌劃理想的退休生活。

•	 卓越大獎	-	目標期限基金，強積金	( 一年 )
•	 卓越大獎	-	目標期限基金，強積金	( 五年 )
•	 傑出大獎	-	目標期限基金，強積金	( 一年 )
•	 傑出大獎	-	歐洲股票基金，強積金	( 一年 )
•	 傑出大獎	-	目標期限基金，強積金	( 五年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黃友嘉博士（中）
頒發獎項予 BCT 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嘉時
女士（右二）及其他管理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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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 再下一城

「美女廚神」用佳餚讓你更認識「預設投資」

強積金實力大獎
•	 傑出表現獎	-	最佳預設投資管理
•	 同級最佳獎	-	僱主支援
•	 同級最佳獎	-	成員服務
•	 同級最佳獎	-	產品盡職審查
•	 傑出表現獎	-	投資者教育

最佳強積金基金
•	 傑出表現獎	-	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
•	 傑出表現獎	-	目標期限

www.bcthk.com
www.mpfa.org.hk
https://www.fundawards.asia/hk/result-announcement-2017/
http://www.bbwhkevent.com/tfa2017
http://www.bbwhkevent.com/tfa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