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GO x BCT 惜紙先鋒
2019 年對 BCT 來說是別具意義的一年！這標誌著公司成立 20 周年，以及我們在過去多
年對香港人退休保障作出的承諾。

可持續發展是 BCT 的核心價值，BCT 一直在環境保護、工作場所質素、綠色營運管理
和社區參與各方面付出努力，自 2014 年起，更獲得「世界綠色組織」（World Green 
Organization, WGO）頒發「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的標籤和「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

今年，我們選定以可持續發展的未來（Embracing a Sustainable Future）為周年慶祝的
主題，更以獨家贊助商的身分與 WGO 合作，舉辦名為「WGO x BCT 惜紙先鋒」的環保
活動。我們於 6 月 29 日舉辦了多項精彩活動，重點活動是推廣環保意識的城市挑戰賽，
有超過 100 位健兒參賽。其他活動包括升級再造工作坊及綠色數碼展覽區，鼓勵大家成
為惜紙一族，一起減少用紙，珍惜地球資源。

周年紀念短片及報紙特刊
為慶祝 BCT 於今年 6 月的 20 歲生日，我們製作了
周年短片及周年紀念報紙特刊，讓大家一起重拾我
們的成長故事。

BCT 跨躍學院 ( 前稱 BCT 第三齡學院 ) 今年亦已成立
10周年。學院一直資助「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課程，
讓合資格的人士以優惠學費報讀。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
苑於 7 月舉行第九屆畢業典禮，今屆共有 120 位學員獲
頒終身學習證書，而截至 2019 年 5 月學期，我們已資
助 5,986 人次，讓他們邁出快活學習第一步。BCT 跨躍學院亦鼓勵香港在職人
士透過學習自我提升，我們與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合作，為指定
人士提供學費優惠。想知更多，可參閱有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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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週年 - 共創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BCT 跨躍學院　推動終身學習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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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合照 ( 右起 ):
BCT 銀聯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 劉嘉時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郭黃穎琦女士 , JP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副主席及行政總監 羅盛梅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先生 , GBS, JP
BCT 銀聯集團首任董事長 陳智思先生 , GBS, JP 
世界綠色組織董事會副主席 葉毓強教授 
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余遠騁博士

短片

按此

特刊

按此

BCT 跨躍學院簡介

按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TH3-p6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TH3-p6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TH3-p6o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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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C 系列

BCT 積金教室

為慳稅踏出一步，你開立了 TVC 戶口了嗎 ?
慳稅新方法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ax Deductibl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TVC) 於今年 4 月推出，
截至 7 月中，BCT 的客戶中心收到逾 6,000 個相關查詢，逾千名成員已為此開立戶口，確切實行
了慳稅的退休計劃。你是其中一位嗎 ? 

* 2019/2020 課稅年度稅務扣除額上限為 $60,000，此乃 TVC 和合資格延期年金保費的合計上限。

陳嘉倩 x 夏卓華 : 2019 下半年市場展望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陳嘉倩與我們的投資總監夏卓華於第二集之 BCT 積金教室，
為你講解 2019 下半年市場展望。

陳嘉倩 x 劉嘉時 : 折解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迷思
BCT 請來人氣主播陳嘉倩主持一連四集的 BCT 積金教室，首集
嘉倩與我們的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嘉時一同為大家拆解「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的迷思，令大家更清楚這項慳稅新措施。

第一集

按此

第二集

按此

供款額
• 以「自動轉帳」作出每月供款的成員中，最多人設定的每月供款水平為 $5,000
• 較年長的成員平均供款額較高，估計這或與收入有關

供款模式
• 近七成以「自動轉帳」形式作出每月供款。定時定額供款是最佳投資策略，戶口資產會不斷增長
• 不少成員除了每月供款外，更另外作出一筆過供款，以達 $60,000 扣稅上限 *

性別
男 66%  女 34%

年齡
近七成為 40 歲或以上

開立 TVC 戶口之客戶小統計
TVC 已推出數個月，以下是 BCT 截至 7 月中的數據，統計了開立 TVC 戶口之客戶的資料，包括
性別、年齡層、以至選擇供款模式及金額，供你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TH3-p6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TH3-p6o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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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熟周期的投資方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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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 經濟增長放緩，企業利潤見頂
中美兩國在 G20 峰會期間達成暫停關稅戰的協議，但無助扭
轉局勢。在下半年，預料環球貿易將會以非常溫和的速度回
升，增長率應繼續低於國內生產總值水平。換言之，環球貿
易應持續拖累全球增長減慢。

關稅措施令工資和成本上漲，導致企業利潤率逐漸見頂。此
外，併購趨勢轉弱也是成熟周期的另一跡象。按相對估值來
看，價值股優於增長股的情況明顯，但經濟增長放緩及貿易
緊張關係帶來阻力，促使我們迴避增持相關資產的正面觀點。

美股在年初至今大幅揚升後，我們維持審慎中性立場，而行
業 / 股票選擇是入市的主要策略。

環球債券 - 存續期是關鍵 
綜觀歐元計價資產，由於核心債券的收益率極
低，投資者應採取更審慎的存續期觀點，從而受
惠於市場可能重新定價的情況。

美國方面，隨著整體經濟增長前景更趨負面，投
資者應傾向延長廣泛多元化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
存續期。 

整體而言，歐洲投資級別債券的基本因素優於美
國投資級別債券。美國方面，我們仍然認為投資
環境有利於利差及溫和息差表現。我們對政府債
券持中性立場，並稍為看好企業信貸。

歐洲 - 經濟環境疲弱
歐元區方面，德國最近公佈的國
內生產總值數據確認，製造業危
機導致當地經濟尤其疲弱，並意
味當局可能向下修訂增長預期。
整體而言，主要市場的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下跌，清晰反映該行
業出現更廣泛放緩的情況。區內
的貿易和政治陰霾揮之不去，將
為投資決定帶來影響，尤其是德
國和意大利。

我們對歐洲股票保持中性。儘管
整體經濟環境疲弱，但內需穩
健這個主題對市場有利。歐盟各
級機構繼任人選及意大利財政問
題等多方面的政治風險緩和，在
估值吸引的支持下，可能促使投
資者略為調整配置，偏向歐洲股
票。英國脫歐及經濟增長進一步
放緩的風險值得注視。

日本 - 提高增值稅帶動國內需求增加
預期日本內需將保持上行動力，部份受今年 10 月上調消費稅前民眾提早
消費所帶動。資本開支可望靠穩，但外部需求仍將面對困境。

鑑於貿易戰緊張關係及整體承險意欲偏低，我們對日本股市仍然審慎。
因此，在這個環境下，日圓應可保持強勁，令日本市場表現難以優於其
他市場。事實上，日本是最受匯價波動和震盪影響的市場之一。日本股
票估值看來便宜，但環球貿易緊張局勢令市場頗為憂慮日後當地企業的
利潤。環球央行在最近數周開展減息周期，因此日本央行的取態將會是
關鍵因素。我們對日本股票保持中性。

中國及香港 - 
加快推出寬鬆政策
預期中美貿易緊張關係將持續令市
場表現受壓。鑑於中美兩國達成貿易
協議的時機仍欠明朗，中國政府已
準備加快推出寬鬆措施。財政開支步
伐勢將提速，而基建投資可能略為
回升。貨幣政策亦可望進一步放緩，
以推動私營企業及製造業貸款增長。
這些政策大多具有相當充裕的靈活
性，可在前景未明時為經濟增長提
供大量緩衝空間。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或會於 2019
年下降至 0%。由於外部經濟增長放
緩，預期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為 0.6%。抗議活動在 7 月開始日趨
劇烈，因此 2019 年下半年將受到負
面影響。

我們看好中國股票，但稍為看淡香
港股票。我們相信中國經濟較去年
更穩健，因為政策官員已作好準備，
而且地區投資氣氛看來好轉。

亞洲 – 良好的經濟基礎
雖然中美兩國維持現有關稅措施，並無進一步升級行動。但若雙方可在美國總統選
舉前達成協議，預期亞洲（日本除外）股市將進一步顯著上升。相反，若兩國談判
破裂，而且美國向中國加徵關稅範圍擴大至價值 3,000 億美元的商品，或會令市場
出現重大調整。

綜觀亞洲股市，印度（政局穩定和推行改革）為最具確信度的市場之一，而我們在
上月轉為看好印尼股市，其主要受惠於減息及經濟基本因素良好。

經濟前景穩定（中國經濟軟著陸、貿易緊張關係降溫及貨幣政策利好）為亞洲（日
本除外）股市帶來支持。貿易談判進展是刺激市場的主要動力，投資者須加倍留意。
我們仍稍為看好亞洲（日本除外）股市。



由 2019 年起，「成員權益報表 ( 半年度 )」將不再以郵寄形式發出。電子版本之
「成員權益報表 ( 半年度 )」已可供查閱，請你登入成員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查看，
感謝你與 BCT 一起走向綠色未來。

BCT 連續十年獲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以表彰我們長期以來
對香港中小企業的支持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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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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
熱線：2918 0102
www.mpfa.org.hk

環保無紙化 「半年度成員權益報表」將不會以郵寄方式發放

強積金計劃成員應避免頻密轉換基金組合

BCT 連續十年獲頒「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隨着中美貿易談判前景未明，下半年投資環境預料仍充斥著不明朗因素，強積金計劃成員可能會因擔心市況波動而轉換其投資組合。定
期檢討自己的投資組合固然是管理強積金的好習慣，但頻繁地轉換強積金基金又是否最佳做法？

計劃成員要明白，強積金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長線投資，其回報難免受到金融市場的周期或短期波動影響。所以計劃成員毋須為環球金
融市場的反覆表現而過份憂慮，同時要持冷靜理智的態度看待市場波動。

成員更切忌嘗試捕捉市場短期走勢，而在短期內過於頻密地轉換基金組合。大家要留意轉換基金會涉及「間斷市場風險」，在轉移過程中，
由原計劃的受託人為你沽出所持有的基金單位至新計劃的受託人為你買入基金單位的期間，一般會出現一至兩星期的投資空檔，這段時
間內你的強積金不會投資於任何基金。在此期間，基金價格可能因市場波動而出現變化，有機會影響回報。

一般而言，計劃成員應根據自己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投資目標及可承受風險能力等因素，作出合適的投資配置。若計劃成員真的無暇
或沒有足夠的投資知識，可考慮選擇俗稱 DIS 的預設投資策略，隨計劃成員接近退休年齡而自動降低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比例，成員亦無
需為經常調整基金組合而煩惱。

www.bcthk.com
www.mpf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