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T 積金之選（「本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的通知書
此乃要件，請即細閱。如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本計劃的受託人 —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受
託人」）就本文件所載資料承擔責任。本文件僅為有關本計劃的主要更改的概要。成員亦應仔細審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強積金
計劃說明書（經修訂）副本可透過致電僱主熱線 2298 9388 或成員熱線 2298 9333 或瀏覽 www.bcthk.com 免費取得。
除非本文另有界定，否則本文件所用詞彙應與本計劃日期為 2020 年 3 月 23 日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經修訂）
（「強積金計劃說明
書」）中的詞彙具相同涵義。
親愛的參與僱主 / 成員：
感謝閣下一直支持本計劃。我們謹致函通知閣下本計劃將引入以下新成份基金，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生效日期」）起生效。
引入三個新成份基金
•
•
•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BCT 美國股票基金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及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增設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及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乃本計劃所提供的目標日期混合資產基金之延伸，目標日期混合資產基金目
前由以下成份基金組成：
•
•
•
•
•

BCT 儲蓄易 202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2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3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3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40 基金

（統稱「儲蓄易基金」）
儲蓄易基金透過投資於其各自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投資於股票、債券及現金。儲蓄易基金旨在於接近特定目標年期時把基
金內以股票市場為主的投資逐漸轉移至債券及現金市場。
儲蓄易基金的目標年期是其基金名稱所指的年份。例如，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的目標年期是 2045 年，而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的目標年期是 2050 年。儲蓄易基金內各基金旨在向成員提供長期資產增值以令成員能在目標年期時處置基金內的投資。該目標
年期可配合成員預期 65 歲的退休年齡。
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以了解儲蓄易基金的特徵的進一步資料。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及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的投資政策說明載於本通知書附錄。
鑑於將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及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引入目標日期混合資產基金的範圍內，闡明不同年齡組別成員可適用的儲
蓄易基金的表格已更新如下：
出生年份
1989 後 *
1985 – 1989*
1980 – 1984*
1975 – 1979
1970 – 1974
1965 – 1969
1960 – 1964
1955 – 1959

目前，出生年份遲於 1979 年的年齡組別成員的可適用的成份基金為儲蓄易 2040 基金。自生效日期起，該年齡組別細分為三個年
齡組別（即 1980 – 1984、1985 – 1989，以及 1989 後），而目標日期混合資產基金範圍內各自可適用的成份基金於上表載列（即分
別為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及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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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適用的成份基金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4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3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30 基金
BCT 儲蓄易 2025 基金
BCT 儲蓄易 2020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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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示，儲蓄易基金並非銀行儲蓄存款，而是強積金產品。當選擇基金時，年齡不應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就算有關人士的年
齡屬於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就某一基金建議的年齡範圍內，這亦應只是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成員亦應考慮年齡以外的因素（如他們
本身的投資目標）並尋求適合的財務意見。
BCT 美國股票基金
BCT 美國股票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一個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組合，而後者投資於美國股票市場，為成員提供長期
的資本增值。BCT 美國股票基金本身並非指數追蹤基金。有關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附錄所載的 BCT 美國股票基金的投資政策
說明。
本計劃增設 BCT 美國股票基金乃旨在透過取得在美國股票市場的投資為成員提供多類型的投資選擇及分散其投資組合的機會。
統一費用表達方式
為統一 BCT 美國股票基金與其他基金的費用之表達方式，在強積金計劃說明書「5. 收費」一節中「5.1 收費表」一節下「5.1.3 說
明」一節下「5.1.3.2. 相關基金」一節中，BCT 大中華股票基金及 BCT 世界股票基金的「受託人、行政及保管人費用」及「投資管理
費」將被合併。儘管統一表達方式，BCT 大中華股票基金及 BCT 世界股票基金應付的費用水平並無改變。
一般資料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透過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的第二份補編（「第二份補編」）修訂，以載入有關自生效日期起生效的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及 BCT 美國股票基金的資料，並作出其他相應修訂。本文件所述更改僅屬概要形式。成員應
審閱第二份補編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經修訂）將可透過瀏覽 www.bcthk.com 或致電成員熱線 2298 9333 取得。
閣下如對有關更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僱主熱線 2298 9388 或成員熱線 2298 9333。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謹啓
2021 年 10 月
此乃電腦編印的信件，無須簽署。
附錄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及 BCT 美國股票基金的投資政策說明載於下文。除非下文另有界定，否則以下投
資政策說明段落所用詞彙應與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中所界定的詞彙具相同涵義。
BCT 儲蓄易 2045 基金
投資政策說明
(a)

目標及政策
儲蓄易 2045 基金旨在透過作為聯接基金只投資一個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富達環球投資基金 — 富達「儲蓄易」2045 基
金」，為成員提供長期的資本增長。該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繼而透過其投資於富達管理的其他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投資於
一系列遍布環球市場的廣泛的資產類別（股票、債券及現金）。
預計儲蓄易 2045 基金可望於 2045 年達到長期資本增值。（註：本基金的短期表現可能高於或低於長線的預期回報。）

(b)

投資分布
該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會於起初時用其淨資產約 100% 投資於股票市場，其後維持適合的資產分配，藉此在 2045 年到
期時取得收益及長期的資本增長（即臨近 2045 年，投資於債券及現金的比重將較高）。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維持實際港元之比重不少於 30%。

(c)

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本基金不會參與任何證券借貸或購回協議。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d)

期貨及期權
本基金不可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僅可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作對沖用
途。

(e)

風險
儲蓄易 2045 基金的表現承受多項風險，包括下列的風險：一般投資風險、貨幣風險、法律、規例、政策及慣例改變的風
險、新興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違約風險、債務證券發行人違約風險、股票市場風險、中國 A 股市場和互聯互通機制的風
險，以及第 4.2.1 節所述的風險。
請參閱第 4 節「風險」，以了解相關風險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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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 儲蓄易 2050 基金
投資政策說明
(a)

目標及政策
儲蓄易 2050 基金旨在透過作為聯接基金只投資一個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富達環球投資基金 — 富達「儲蓄易」2050 基
金」，為成員提供長期的資本增長。該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繼而透過其投資於富達管理的其他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投資於
一系列遍布環球市場的廣泛的資產類別（股票、債券及現金）。
預計儲蓄易 2050 基金可望於 2050 年達到長期資本增值。（註：本基金的短期表現可能高於或低於長線的預期回報。）

(b)

投資分布
該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會於起初時用其淨資產約 100% 投資於股票市場，其後維持適合的資產分配，藉此在 2050 年到
期時取得收益及長期的資本增長（即臨近 2050 年，投資於債券及現金的比重將較高）。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維持實際港元之比重不少於 30%。

(c)

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本基金不會參與任何證券借貸或購回協議。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d)

期貨及期權
本基金不可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僅可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作對沖用
途。

(e)

風險
儲蓄易 2050 基金的表現承受多項風險，包括下列的風險：一般投資風險、貨幣風險、法律、規例、政策及慣例改變的風
險、新興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違約風險、債務證券發行人違約風險、股票市場風險、中國 A 股市場和互聯互通機制的風
險，以及第 4.2.1 節所述的風險。
請參閱第 4 節「風險」，以了解相關風險的詳情。

BCT 美國股票基金
投資政策說明
(a)

目標及政策
美國股票基金是一項投資組合管理基金。美國股票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一個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組合，而
後者投資於美國股票市場，為成員提供長期的資本增值。
美國股票基金乃一個只投資於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股票基金，並非指數追蹤基金。其投資於的相關緊貼指數集體投
資計劃將只投資於美國並追蹤美國相關股市的指數，例如標準普爾 500 指數及納斯達克 100 指數。
預計美國股票基金將提供普遍相當於美國股票市場表現的投資結果。（註：本基金的短期表現可能高於或低於長線的預期
回報。）
相關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將從市場上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挑選（不論其是否由美國股票基金的同一投資經理或其
關連人士所管理），惟所挑選的可達到以上目標。

(b)

投資分布
美國股票基金並無既定的投資分布於任何特定指數。
美國股票基金將維持至少 30% 港元貨幣資產。為使美國股票基金維持所需的有效貨幣投資額，美國股票基金亦可以訂立
貨幣遠期合約，以作對沖用途。

(c)

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美國股票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或購回協議。

(d)

期貨及期權
美國股票基金僅可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作對沖用途。

(e)

風險
美國股票基金的內在風險及回報將與美國的股票市場息息相關。美國股票基金的表現承受多項風險，包括下列的風險：
一般投資風險、貨幣風險、法律、規例、政策及慣例改變的風險、金融機構違約風險、股票市場風險，以及第 4.2.6 節所
述的風險。
請參閱第 4 節「風險」，以了解相關風險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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