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  頁 1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本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之通知

敬請注意：此乃重要通知，請即時閱讀。閣下如對本文件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信安信託（亞
洲）有限公司對本文件所載資料承擔責任。

本通知僅概述對本計劃的變更。閣下可於我們的網站 www.principal.com.hk 下載本計劃的最新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亦可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852)2827 1233索取副本。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

感謝閣下一直以來對本計劃的支持。

茲致函通知閣下，本計劃將有變更，並於2020年10月22日生效（「生效日期」）。請注意，這些變更與計劃合併有
關，並視乎計劃合併情況而定，經此合併，信安強積金計劃600系列將自生效日期起併入本計劃。因此，倘上述合併
因任何原因無法繼續，此等變更便不會發生。

本通知內未界定的大寫術語具有強積金計劃說明書賦予的相同涵義。

主要變更

本計劃將作以下變更（統稱「變更」）：

(a) 將成立以下兩項新成分基金（「新成分基金」）：
•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及
•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

 有關新成分基金的詳情，請參閱附錄1。

(b) 若干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將按附錄2所載方式調低。

影響

兩項新成分基金的成立，將使基金的品種多元化，使本計劃下的成分基金數目由17項增加至19項，從而提供更多元
化的基金，以切合計劃參與者的不同需求及風險狀況。

此外，若干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調低，無疑會惠及計劃參與者。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變更不會對本計劃或本計劃參與者的利益造成不利影響。

所需採取的行動

參與僱主及成員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
觀塘道 392號創紀之城 6期 30樓
傳真：(852) 2827-1707
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1233
網址：www.principal.com.hk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  頁 2

查詢

閣下如對本通知所載變更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852) 2827 1233。

* * *

閣下可於我們的網站 www.principal.com.hk 下載經更新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亦可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27 1233索取副本。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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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

基金種類 混合資產基金 - 環球 - 最高約100%投資於股票

投資目標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的目標是尋求長期資本增長，信安進取策略基金以港元為貨幣單位。

長期而言，信安進取策略基金預期將能提供較香港通脹率為高的回報。

投資比重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投資於信安單位信託傘子基金下的信安進取策略基金，是一個以單位
信託形式成立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由投資經理管理，並進而投資於兩項或以上的核准
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在挑選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緊貼指數集體
投資計劃時，投資經理將檢討基礎投資的切合性以符合信安進取策略基金的目標。考慮
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基礎投資的投資政策及目標、投資組合策略、過往表現及流通性。

透過該等基礎投資，信安進取策略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不同國家的股票及債務證券。信安
進取策略基金為投資者提供國際性的投資機會，而相對較為著重股票投資。

信安進取策略基金的資產分配及地理分配目標範圍如下：

資產分配 所佔比例

 股票證券 60 – 100%

 債務證券 0 – 40%

 現金及短期投資（例如：票據及存款）  0 – 30%

地理分配 所佔比例

 亞太區 0 – 75%

 歐洲 0 – 75%

 北美洲 0 – 80%

 南美洲 0 – 10%

 非洲╱中東 0 – 10%

按照有效貨幣風險計算，信安進取策略基金將維持最少30%為港元貨幣投資。

基金管理費 D類1：每年1.25%

I類1：每年1.45%

1 儘管信安進取策略基金設有D類及I類單位，但在2004年10月1日後參加本計劃的計劃參與者一般不會獲發D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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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計劃下，信安亞洲債券基金將僅發行N類單位。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

基金類別 債券基金 - 亞洲

投資目標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中期至長期的投資，提供包括入息及資本增值的回報，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以港元為貨幣單位。

長期而言，信安亞洲債券基金預期（但概不保證）將能提供與香港通脹率相約的回報。

投資比重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投資於信安單位信託傘子基金下的信安亞洲債券基金，是一個以單位
信託形式成立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由投資經理管理。該核准匯集投資基金進而投資
於另一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該另一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其大部分資產投資於亞洲債務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多邊代理機構或公司所發行及基本以美元及主要亞洲貨幣為
貨幣單位的不同到期日主權、半主權、機構、公司債券。信安亞洲債券基金主要投資的
債務證券種類有政府債券、公司債券╱債權證、浮動票據、票據、商業票據及存款證。
此外，信安亞洲債券基金將不多於其資產的30%投資於定期存款或可持有現金。

除美元及港元外，任何單一亞洲貨幣的投資（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人民幣、南韓圜及新加
坡元）將不多於信安亞洲債券基金總資產的30%。在特別情況下，如亞洲債務證券市場
處於不穩或高度波動期間，信安亞洲債券基金可能將不多於其資產的30%投資於非亞洲
資產以保障信安亞洲債券基金。於高度波動期間，亞洲債務證券流動性可能較低或因買
賣差價較高等，使其較難及昂貴於市場交易。於該等情況，為幫助信安亞洲債券基金維
持流動性及緩衝市場的波動，投資經理可選擇投資於流通性較大、買賣差價較低等的非
亞洲資產，如美國國庫券、非亞洲高評級主權債券。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的資產分配及地理分配目標範圍如下：

資產分配 所佔比例

 債務證券 70 – 100%

 現金及定期存款 0 – 30%

地理分配* 所佔比例

 亞洲 70 – 100%

 其他 0 – 30%

按照有效貨幣風險計算，信安亞洲債券基金將維持最少30%為港元貨幣投資。

* 信安亞洲債券基金債務證券的地理分配按國家風險分類。「國家風險」乃基於多項標準
釐定，就證券而言，包括發行人所在國家、交易債務證券的主要證券交易所、發行人大
部分收入來源地及發行人呈報貨幣。

基金管理費 N類2：每年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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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以下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將按下表所載方式下調（為便於查閱，變更以塗色顯示）：

成分基金 單位類別
合併前 合併後

600系列 800系列 800系列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D類 1.25% 1.25% 1.25%

I類 1.49% 1.49% 1.45%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D類 0.95% 0.99% 0.95%

I類 0.99% 0.99% 0.99%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平穩回報基金

D類 1.25% 1.25% 1.25%

I類 1.49% 1.49% 1.45%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D類 1.25% 1.25% 1.25%

I類 1.49% 1.49% 1.45%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國際股票基金

D類 不適用 1.25% 1.25%

I類 不適用 1.59% 1.44%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美國股票基金

D類 不適用 1.25% 1.25%

I類 不適用 1.59% 1.44%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亞洲股票基金

D類 不適用 1.25% 1.25%

I類 不適用 1.59% 1.44%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中國股票基金

D類 不適用 1.25% 1.25%

I類 不適用 1.59% 1.44%

N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安恒指基金

D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I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N類 0.89% 0.89% 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