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安歡迎您！
謝謝您對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800系列」）的支持。強積金是您退休儲備的重要一環， 
積極妥善的管理，有助您的強積金帳戶發揮更大效能，讓您更好準備適合自己的退休人生！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了解您的
成員帳戶和服務
成員小冊子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成分基金概覽

信安強積金

整合強積金
個人帳戶
助您邁向無憂退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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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自願性供款
強制性供款以外的額外供款可為您的退休生活作更充分的預備。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信安特別自願性供款

踏出一小步
邁向更好退休生活

個人帳戶
開立個人帳戶並轉移資產至信安，可享限時獎賞優惠！

強積金個人帳戶整合
化繁為簡，讓您更方便及有效率地集中管理強積金組合！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獎賞計劃
既為您的退休儲備加碼，又可扣稅，一舉兩得！

成分基金概覽
為您提供強積金計劃的成分基金概覽，切合您投資風險/回報的 
不同需要。

成員小冊子
讓您更了解有關帳戶服務，例如提取供款安排、更改投資選擇等。

公司簡介
助您了解信安最新的公司概況、專業範疇/產品服務和獲業界認
可。

信安強積金計劃

信安強積金計劃

僱員成員

累算權益轉移
計劃小冊子

僱員成員累算權益轉移
將累算權益轉移到您於信安的僱員帳戶有機會獲得基金單位獎賞！

公司簡介
2022年3月

公司

信安香港：我們在這裡與香港社會一起成長超過二十載。我們充滿熱情並致力於幫助您實現長期財
務目標。

我們是全方位投資及退休計劃的服務提供者。透過結合環球投資管理、退休金領先地位及資產分配專業
的能力，為個人或公司籌劃將來，提供切合您所需的退休及投資方案，助您活出理想人生。

• 成立超過20年

• 資產管理總額超過1,090億港元

• 涵蓋逾70萬名客戶(僱主和成員)

專業範疇

信安提供一系列重點服務讓您選擇，切合需要。

 強積金計劃

•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 信安強積金－明智之選

• 信安強積金－易富之選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 特別自願性供款

• 個人帳戶

 職業退休計劃 

•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退休計劃

• 信安中央公積金

 互惠基金

•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 信安豐盛投資系列

• 中港基金互認安排 
(南下基金)

信安全球概覽

母公司

• 成立於1879年

• 《財富》雜誌500強公司之一 

• 資產管理總額達7,140億美元#

• 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公司 (代碼：PFG)

• 《巴倫周刊》美國100 家最具可持續發展 
 能力的公司2022名單排名第 7+

信安的環球資產管理經理

• 管理資產總值達5,906億美元^

• 多元化多重策略取向和多重經理方案

• 投資者廣及72個國家

• 長期致力於企業管理；負責任投資原則  
 (PRI) 簽署人

信安環球投資美國信安金融集團

助您劃出您想人生

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信安強積金
個人帳戶
助您更妥善計劃退休人生

適用於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個人帳戶新成員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SVC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Leaflet_S800_PA_ZH.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Account_Consolidation_Brochure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Principal_S800TVC_CampaignLeaflet_ZH.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Fund_Overview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Fund_Overview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Member_Booklet_ZH.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Member_Booklet_ZH.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Company_Profile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EE_Transfer_In_C.pdf


www.principal.com.hk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信安強積金
手機應用程式
讓您輕鬆掌上管理強積金投資

信安強積金手機應用程式
讓您於手機輕鬆管理強積金帳戶，例如設定基金到價提示、查閱
您的帳戶結存和個人投資回報或基金轉換等。

保薦人： 

受託人： 

受託人網站： 

查詢：

版本日期：

美國信安保險有限公司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www.principal.com.hk

+852 2827 1233
hkinfo@principal.com

2022年10月18日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信安強制性公積金 主要計劃資料文件
讓您了解計劃詳情，例如強積金供款安排，及如何處理您的強積
金等相關問題。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為您詳細說明強積金計劃的內容，包括風險因素、收費及費用等。

持續成本列表
本列表說明基金每供款港元1,000所須支付的費用總額。

計劃指南
讓您了解多元化電子增值的成員/僱主服務，以及成分基金的現行
收費等。

下載電子版本  實踐綠色生活Principal Hong Kong

年報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年度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為您提供強積金計劃在整個財政年
度的詳細資料。

行政表格
個別表格有指定用途，填妥所需表格交予信安便有專人為您跟
進。

每月表現概覽
讓您快速檢視強積金每月的投資表現。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Principal MPF 
Scheme Series 800
每月表現概覽
Monthly Performance Review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Principal MPF Scheme 
Series 800

2021年12月
December 2021

季度基金便覽
讓您更全面了解自己的強積金投資組合，除基金表現外，還有基
金目標、風險/回報程度、基金開支比率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Principal MPF Scheme 
Series 800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系列
Principal MPF 
Scheme Series 800
季度基金便覽
Quarterly Fund Fact Sheet

2021年12月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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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為甚麼對您很重要 ? 2

您的強積金供款安排 3 

您的強積金供款會如何投資？ 4-6

您的強積金投資有何風險？ 6

如何轉移您的強積金？ 7

轉工時，如何處理您的強積金？ 8

何時調整您的強積金投資組合？ 8

您可於何時提取強積金？ 9

對您有用的其他資料 9-10

如何作出查詢及投訴？ 10

• 受託人：
 信安信託 ( 亞洲 ) 有限公司

• 保薦人：
 美國信安保險有限公司

• 計劃年度終結日：12 月 31 日

• 成分基金數目：19

本主要計劃資料文件提供有關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的主要資料，屬於要約文件的一部分。您不應單憑本文件的內容
作出投資決定。

有關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的詳情，請到以下網站參閱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
列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
C.pdf) 及集成信託契約 ( 只提供英文版本 ) (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
general-files/S800_Master_Trust_Deed.pdf)。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集成信託契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計劃指南

信安香港

結合環球投資管理、退休金領導地位及資產分配專業的能力，提供專業的退休金及資產管理服
務和屢獲殊榮的投資產品，我們的成員公司包括：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信安信託（香
港）有限公司、信安資金管理（亞洲）有限公司、信安投資及退休金服務有限公司、信安代理
人服務有限公司及美國信安保險有限公司

註：以上獎項只供參考，並不代表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及其成分基金的實際回報。

75+年
退休金管理經驗

美國信安
金融集團

140+年
金融服務經驗

投資者
廣及72個國家

信安
環球投資

14個
不同專業	

投資策略團隊

強積金

積金評級「2022強積金大獎」 3

銀級計劃 
銅級計劃
最佳進步計劃

一年期持續傑出表現基金 – 債券基金(亞洲)
五年期持續傑出表現基金 – 債券基金(亞洲)

理柏香港基金年獎2021 4

團體大獎 – 最佳強積金團體 – 債券

2

1 1 1 1

香港客戶中心協會大獎2021 5

金獎 – 神秘客戶評審大獎 –
保險及金融業(連續四年)

服務
1

互惠基金 理財教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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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 
持續成本列表

2022年6月30日

有關本列表

本列表旨在說明就下列基金每供款港元1,000所須支付的費用總額。基金的收費是選擇基金的考慮因素之一，但您亦須考慮其他
重要的資料，如基金的風險、基金的性質、受託人及服務提供者的基本資料、服務範疇及質素等，而最重要的一項，是您個人
的情況及期望。下表載列的收費資料，旨在協助您比較投資於不同成分基金的成本。

本列表按下列假設因素編製，而各基金的假設因素均相同：

(a) 向成分基金供款總計港元1,000，並在符合資格的情況下，於以下每個時段結束時提取累算權益；

(b) 純就本列表的目的而言，供款的總投資回報率為每年5%。〔請注意，該5%為本列表採用的模擬回報率，僅作解說及比
較資料用。該項回報並非保證回報，亦非過往回報。實際回報與模擬回報或有差異〕；及

(c) 在本列表所示的整段投資期內，各基金的開支（以百分比表示，稱為「基金開支比率」）均沒有改變。

根據以上假設因素，您每供款港元1,000所須承擔的成本載列如下。請注意，實際成本視乎不同因素而定，與下列數字或有差異：

https://www.principal.com.hk/zh
http://www.principal.com.hk/zh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Mobile_App_Leaflet_Chi.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OCI.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QuickGuide_C.pdf
https://www.facebook.com/PrincipalHongKong/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principalhongko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TlDRehURiz_naxqnSuE4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TlDRehURiz_naxqnSuE4g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Annual_Report_C.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zh/resources/downloads#downloads-admin-form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MPR.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MPF_S800_FFS.pdf
https://www.principal.com.hk/sites/default/files/general-files/S800_KSID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