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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恒生減MPF兩基金收費
7 月起生效 匯豐涉基金規模 70 億 15 萬打工仔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匯豐、恒生
(0011)昨公佈整合強積金(MPF)計劃，其中匯豐將
旗下的自選計劃和智選計劃合併，合併後成員可
於智選計劃選擇 20 隻成分基金；同時下調智選計
劃兩隻成分基金，即歐洲股票基金及北美股票基
金的管理費，將其由每年資產淨值的 1.35%下調
至 1.3%，是次整合及管理費下調預定於 7 月 1 日
起生效，而整合正待有關監管機構的正式批准。

匯豐強積金計劃基金管理費
智選計劃
成分基金

現行收費*

其他受託人計劃歐美股票基金強積金收費比率
受託人計劃

新收費**

基金類別

基金收費比率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北美股票基金

1.93%

強積金保守基金

0.75%

不變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歐洲股票基金

1.96%

環球債券基金

0.79%

不變

銀聯信託BCT積金之選

歐洲股票基金

1.65%

最高0.755%

不變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

歐洲股票基金

1.94%

核心累積基金

0.75%

不變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

北美股票基金

2.81%

65歲後基金

0.75%

不變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美國股票基金

1.62%

保證基金

1.275%

不變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北美指數基金

1.05%

平穩基金

1.25%

不變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歐洲指數基金

1.07%

均衡基金

1.35%

不變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北美股票基金

1.26%

增長基金

1.45%

不變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歐洲股票基金

1.82%

北美股票基金

1.35%

1.3%

歐洲股票基金

1.35%

1.3%

亞太股票基金

1.45%

不變

中港股票基金

1.45%

不變

中國股票基金

1.45%

不變

自選均衡基金#

0.79%

不變

環球股票基金#

0.79%

不變

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0.79%

不變

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0.79%

不變

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0.79%

不變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基金#

最高0.79%

不變

恒指基金

■葉士奇昨表示
葉士奇昨表示，
，下調後
全線基金的管理費均會低
於市場平均數。
於市場平均數
。 殷考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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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為匯豐強積金自
次下調收費。匯豐香港退休金主

管葉士奇昨表示，下調後全線基金的管
理費均會低於市場平均數，現時兩隻基
金所管理的金額規模約 70 億元，預期
會有15萬成員受惠。

申設可扣稅自願供款計劃

註：*按每年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計算，**今年7月1日
起生效；#這6隻自選計劃下的成分基金，將於今年 7
月 1 日被複製並新增至智選計劃，合併後自選計劃將
會停止運作
製表：記者 殷考玲

上周立法會通過 4 月 1 日起，購買延
期年金保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合資格產
品，可獲最多 6 萬元扣稅額。葉士奇談
到該話題時表示，通過扣稅議案可鼓勵
市民增加自願性供款的意慾，該行已申
請設立可扣稅自願供款計劃，正等待監
管批准。目前該行客戶有 1.7%設有自
願性供款，此比例仍有上升空間。

另整合旗下兩強積金計劃
整合計劃方面，匯豐 6 隻自選計劃下
的成分基金，包括自選均衡基金、環球
股票基金、自選美國股票基金、自選歐
洲股票基金、自選亞太股票基金及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基金將被複製並新增至智
選計劃。因此，合併後的計劃保留了現
有兩個計劃下的所有基金選擇，從而增
加了強積金成員的成分基金選擇。

自選計劃將併入智選計劃
恒生昨亦公佈強積金自選計劃將併入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以及恒生強積金
將下調智選計劃旗下兩隻成分基金的管
理費，分別是「歐洲股票基金」及「北

全球經濟添憂 港股瀉 590 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歐美製造業
數據疲弱，引發市場對全球經濟憂慮，港股
昨跟隨外圍大幅低開，最多曾跌過 650 點，近
10 個交易日以來的累積升幅盡數被抵消。恒
指最終收報 28,523 點，跌 590 點或 2% ，國指
亦跌 2.48%報 11,232 點，跑輸大市，總成交
1,095 億元。港元拆息繼續全線上升，隔夜息
突破 2 厘，最新升至 2.12786 厘，較對上一日
升 31 點子，為今年首度升破 2 厘；1 個月拆息
亦升至 1.79 厘，見逾兩個月高位。市場人士
指出，拆息持續攀升反映本港銀根偏緊，側
面顯示市場資金減少。

拆息全線升 隔夜息超 2 厘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本港銀
行結餘自去年 4 月以來減少了逾六成，令港元
的拆息波動性增加，加上正值季結，令拆息
出現抽升現象，料 1 個月拆息短期將升穿 1.8
厘，並有可能進一步攀升再 2 厘水平，反映短
期流動性趨緊。
不單港股急跌，區內股市亦全線向下，日
股跌逾 3%，韓股跌近 2%，分別錄得 3 個月及
5 個月的最大跌幅。滬指同樣跌近 2%，失守
3,100 點大關。港股跌近 600 點，也創出今年
來最大跌幅。下跌的主因為全球債息向下，
美國指標的長短債息 12 年來首次出現「倒

解禁高峰將到 後市波動大
盤面上，昨日保險、券商信託、多元金
融、銀行、港口水運等板塊淪為殺跌主力，

美股票基金」。該兩隻基金的管理費將
由每年資產淨值的 1.35%下調至 1.3%。
以上改動同為7月1日起生效。

基金開支比率低於市場
恒生又指，是次下調管理費對有關基
金開支比率的影響，將反映於智選計劃
2018/19 財政年度之基金開支比率中。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收費比較
平台所公佈的數據，截至今年 2 月底，
智選計劃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
1.23%，低於強積金整體市場的平均基
金開支比率1.52%
事實上，根據積金局資料顯示，截至
去年 12 月底，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總
資產值為 8,130 億元，自制度實施以來

的 年 率 化 回 報 為 3.2% 。 在 總 資 產 值
中，約 23%即 1,861 億元是扣除收費及
開支後的淨回報。強積金制度於 2000
年 12 月 1 日實施至 2018 年 12 月底，所
有基金類別在扣除收費及開支後的累積
回報皆錄得10.1%至115.5%正增長。
積金局資料又顯示，至於俗稱 「懶
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下的核心累積
基金及 65 歲後基金，兩者自 2017 年 4
月 1 日推出以來在扣除收費及開支後的
平均累積回報分別為 2.9%及 2.1%。現
時有超過六成的強積金資產投資於股
票，而預設投資策略會隨計劃成員接近
退休年齡而自動降低風險、設有 0.95%
的收費上限，及採納環球分散投資，是
適合作長遠退休的投資選擇。

獲認證綠債 政府已資助7宗

掛」，使市場憂慮全球經濟表現。
美國國債孳息率一旦出現「倒掛」，一直被
視為未來經濟衰退的先兆。原因是長期債息低
於短息，將反映出市場認為未來聯儲局需減息
來支持經濟，預示經濟轉差，資金也會流入長
債避險，亦令長債債息進一步向下。

■張建宗(左
四)稱，港府
將致力打造
香港成為區
內綠色金融
的樞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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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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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指短期博反彈良機
不過，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認
為，利率曲線「倒掛」的負面威力被市場高
估，拖累全球股市向下，但他料，本周港股
的市況不會差，反而是短期博反彈的良機。
他預測，港股昨日低位成為了短期支持位，
相信恐慌拋售氣氛已過，惟恒指在 29,500 點
的阻力巨大，相信難以突破。
重磅藍籌跌勢未止，有 11 隻藍籌跌幅超過
3%，當中便包括了「股王」騰訊(0700)。該股
大股東南非 NASPERS，計劃透過分拆旗下互
聯網投資資產，於荷蘭上市。騰訊收市跌
3.1%報 353.8 元，獨力拖低恒指近百點，友邦
(1299)、港交所(0388)順勢跌逾2%。

騰訊捱沽 資源股最受壓
手機股也跟隨大市向下，唯獨瑞聲(2018)業
績後獲大行唱好，逆市升 4.6%，成為表現最
佳藍籌。憂慮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增加，資源

■港股昨成交 1,095
億元。
億元
。
中通社
股最受壓，三大桶油挫 3.4％至 4.1%，神華
(1088)去年賺少 8%，股價急跌近 7%，大行
指，神華去年派息比率令投資者失望，故捱
沽的壓力大增。
個別股份方面，李寧(2331)被主要股東非凡
(8032)減持。非凡將與配售代理高盛訂立配售
協議，按配售價每股 11.72 元，配售李寧 1.48
億股，佔已發行股份 6.8%，配售價較上周五
收市價 12.7 元，有逾 7.7%的折讓。上周炒高
的李寧即挫 9.1%報 11.54 元，失守配售價，非
凡則反覆收升1.6%。

A 股挫近 2% 外資大幅淨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受
環球市場走弱影響，A 股亦在本周首個交易日
表現萎靡。滬深三大股指低開低走，最終齊
齊收綠。滬綜指下行 1.97%，報 3,043 點；深
成指報 9,701 點，跌 1.8%；創業板指報 1,668
點，跌 1.48%。兩市共成交 8,194 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滬市錄得 3,754 億元。昨日
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出 103.86 億元，為
2015年7月以來最高。

資料來源：積金局網頁

保險、券商信託重挫近 4%，銀行板塊個股盡
墨。船舶製造、航天航空、木業傢具、化
纖、包裝材料、安防設備、電子信息、貴金
屬、農藥獸藥、軍工等少數板塊逆市飄紅。
上周五上海證券交易所披露了 9 家科創板受
理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上述企業的股東成
為受益者，與之相關的A股「影子股」也已聞
風而動。昨日科創板概念股掀起漲停潮。
國盛證券發佈最新策略周報指出，這波春
季攻勢，國內外共振、風險偏好快速提升的
時期已經過去，後續大市波動將加大。外圍
尤其是美股劇烈波動，料將擾動A股，加之解
禁高峰期即將到來，也會對流動性形成一定

制約，但估計調整幅度不會太大。

光大證券薛峰被監管談話
另外，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 3 月 25 日網
站上發佈公告稱，決定對光大證券董事長薛
峰採取監管談話的行政監管措施。中證監
指，光大證券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對子公司
管控機制不完善，對子公司管控不力，公司
內部控制存在缺陷；二是公司對重大事項未
嚴格執行內部決策流程；三是公司出現風險
事件時，未能及時向證監會及上海監管局報
告。薛峰作為時任總經理，對上述問題負有
領導責任和管理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政
府去年中推出綠債資助計劃，資助
合資格的綠債發行機構使用綠色金
融認證計劃的成本，上限 80 萬元。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盧偉國昨表
示，綠色金融認證計劃去年推出至
今，已完成 34 宗認證個案，其中獲
得認證的綠債及貸款的發行總額料
逾 60 億美元（折合約 471 億元），
而參與者來自金融界、地產界、公
用事業及製造業等，當中有 7 宗已取
得政府資助。

資助額有足夠吸引力
盧偉國提到，綠色金融認證計劃
費用在整個發債成本佔比輕微，而
不少綠債發行機構都未有申請政府
資助。對於政府應否提高資助上
限，以吸引更多合資格的綠債發行
機構發債，香港品質保證局運營總
監陳沛昌補充，在該局綠色金融認
證計劃中綠債部分，一般平均認證
費用只需 10 萬元，因此認為政府提
供上限 80 萬元的資助已有足夠的吸
引力。
對於政府擬發行千億元綠債，盧
偉國認為綠色金融是一項新事物及
發展中領域，因此仍然需要學習過
程，而政府牽起帶頭作用，可為綠
色金融認證計劃等配套措施帶來助
力作用，同時看好本港發展綠色金
融及金融科技前景，特別是《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爐後，

香港的定位更為清晰，料有助吸引
更多外資留意有關商機。

綠色基金認證盼年底推
陳沛昌亦透露，未來局方將推出
綠色基金認證計劃之先導計劃，主
因留意到綠色基金發展近年愈趨蓬
勃，不過在透明度如投資組合、資
金使用流向等仍有待提升，期望推
出有關認證計劃後，可吸引更多綠
色資金投資，而綠色基金認證計劃
早前已進行廣泛業界諮詢，並期望
先導計劃可大幅提升綠色基金的透
明度及責任制度，今年底將再作檢
討及優化，料最快年底或明年初正
式推出綠色基金認證計劃。另外，
香港品質保證局亦正開發金融科技
應用的評級服務，料將於下半年推
出先導計劃。

港冀成綠色金融樞紐
另外，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出
席綠色金融認證計劃論壇致辭時表
示，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金融認
證計劃，可為發行機構為其綠債提
供第三方評估，有助金融業在綠色
金融市場尋找新的商機，同時促進
香港、內地和全球的環保投資，有
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及內地綠色企
業及項目的首要融資平台，而在內
地和「一帶一路」倡議下，港府將
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區內綠色金融的
樞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