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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公積金計劃合同主要條款 

 

條款 1： 參與資格 

 

就共同計劃而言: 

a) 所有澳門居民可於本計劃生效日加入公積金共同計劃； 

b) 加入公積金共同計劃的澳門居民須年滿 18歲；或未滿十八歲但已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第十條第

一款(一)項的規定在社會保障制度登錄者； 

c) 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為該僱主提供工作，即使提供工作的地點為登記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企業在澳門以外的分支或代理機構亦然   。 

 

就個人計劃而言: 

d) 所有澳門居民可於本計劃生效日加入公積金個人計劃； 

e) 加入公積金個人計劃的澳門居民須年滿 18歲；或未滿十八歲但已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第十條第

一款(一)項的規定在社會保障制度登錄者。 

 

條款 2： 公積金共同計劃或公積金個人計劃的設立及修改自獲社會保障基金許可的翌月首日起生效。 

澳門友邦保險退休基金、澳門友邦保險穩定資本基金、澳門友邦保險均衡基金、澳門友邦保險增長基金、澳門
友邦保險基金經理精選退休基金、澳門友邦保險美國股票基金及澳門友邦保險香港股票基金之計劃年度為每年
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條款 3： 釋義 

 

本文所載之釋義應與基金管理實體 C1 至 C5 的管理規章或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7/2017 號法律有關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所

載之釋義相同。 

 

條款 4： 規則的修訂 

 

a) 公積金計劃的設立及修改須獲得社會保障基金的許可。 

 

b) 公積金計劃的設立及修改自獲許可的翌月首日起生效。 

 

c) 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修改僅對獲得有關許可後才參與計劃的僱員產生效力,但屬僱主繳納更高的供款金額或設定更有

利於僱員獲得僱主供款權益者除外。 

 

d) 有關規則可按基金管理實體的管理規章所列明的方式作出修訂、更改或增補。 

 

 

條款 5： 供款的開始 

 

a) 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供款自僱員書面同意參與該計劃的翌月開始,並在勞動關係終止的翌月終结。 

 

b) 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供款自有關計劃生效的當月開始。 

 

 

條款 6： 供款的繳納 

 

a) 須於每月最後一日前向基金管理實體繳納上月的相關供款金額。  

 

b) 須按下列方式繳納供款: 

 

(一) 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由僱主繳交與其有勞動關係的帳戶擁有人的所有供款,並可為此目的 在僱員的報酬 

中扣除其供款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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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由帳戶擁有人自行繳納。 

 

c) 基金管理實體須在收到供款之日起計五個工作日內, 在帳戶擁有人的供款子帳戶內記錄有關供款。 

 

條款 7： 供款的計算 

 

就共同計劃而言: 

 

a) 公積金共同計劃供款屬按月供款並以僱員當月的基本工資為計算基礎。 

 

b) 僱員及僱主的供款均是計算基礎的百分之五。 

 
c) 如計算基礎經扣除條款 7b)所指的供款後低於第 7/2015 號法律<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第三

條一款(三)項所指的金額，則: 

(一) 僱員獲豁免供款; 

(二) 僱主應繼續根據上款(條款 7b)的規定履行繳納相關供款的義務。 

 

d) 如計算基礎高於第 7/2015 號法律第三條一款(三)項所指金額的五倍，則僱員及僱主均豁免就超出的部分供款。 

 

e)  在不影響以上數款(條款 7a 至 7d)規定的適用下，僱員及僱主經向基金管理實體作出通知後，可進行屬下列情況的

供款: 

(一) 按僱主的決定，在計劃基礎內加入其他在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定期給付; 

(二) 供款比率高於百分之五; 

(三) 根據條款 7c)及條款 7d)的規定豁免繳納供款。 

 

f)    根據上款(條款 7e)的規定計算的供款: 

(一) 如屬(一)項者，則由僱主及僱員共同作出; 

(二) 如屬(二)及(三)項者，則可由僱主及僱員共同或分別作出。 

 

g) 如計算出的供款金額的尾數不足一元，則按一元計。 

 

就個人計劃而言: 

 

h) 在不影響下款(條款 7i)規定的適用下，公積金個人計劃毎月供款為澳門元五百元，帳戶擁有人可繳納更高金額，

但須為澳門元一百元的整倍數。 

 

i) 公積金個人計劃的毎月最高供款金額為根據上款(條款 7d)的規定計得金額的百分之十，如計算出的金額非為一百

元的整倍數，則須下調至最接近澳門元一百元的整倍數。 

 

條款 8：基金轉換 

 

a) 於接獲僱員及/或僱主之指示時，基金管理實體可不時同意由以上其中一款基金轉移部分或全部之權益至另外一款

之基金。 

 

條款 9: 中止繳納供款   

 

a) 向公積金共同計劃繳納供款,僅在下列情況且經社會保障基金許可下方可中止:  

 

(一) 僱主提出重大經濟理由,且中止供款是在同等條件下適用於其所有僱員;  

(二) 如僱員提出的理由為僱主已根據上項的規定中止供款。  

 

b) 中止繳納供款的期間不得超過一年,但得以相同期間續期,為此須於期間屆滿前至少六十日提出申請。  

  

c) 在未獲得許可下,僱主中止繳納供款將導致:  

 

(一) 進行相關的強制徵收。 

(二) 取消根據第 7/2017號法律第五十四條給予的臨時稅務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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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10： 供款的分配 

 

a) 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僱員及僱主須以明示方式,作出各自供款部分的投放選擇;且不影響僱主可將其供款的投放權轉予

相關僱員,但轉移須在同等條件下適用於其所有僱員。  

 

b) 如僱員的供款時間符合獲得其僱主的全部供款權益,該僱員 則有權以相關僱主的供款進行投放。 

 

c) 基金管理實體須於僱員獲得上款所指權利至少六十日之前。 通知其行使有關權利。  

 

d) 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帳戶擁有人以供款百分比分配的方式 將供款投放於其所選定的供款投放項目。 

 

條款 11： 供款時間的計算 

 

a) 供款時間是指向公積金共同計劃作出供款的時間，包括只有僱主供款的時間或其中一方中止供款的時間。 

b) 如雙方於勞動合同終止後三個月內簽訂新合同，則累計兩分合同的供款時間，但合同終止後至新合同簽定

前的期間不予計算。 

c) 供款時間按日計算，計得的時間應轉化為年數及日數，三百六十五日視為一年。 

d) 僱員離職時，僱員將可領取其帳戶中之既得權益。既得權益包括僱員本身供款所衍生的部分及僱主為僱員

之供款按照下列權益歸屬比例所衍生的部分： 

 

 

 

供款時間 

 

 

 
權益歸屬比率(%) 

未滿三年 0 

三年至未滿四年 30 

四年至未滿五年 40 

五年至未滿六年 50 

六年至未滿七年 60 

七年至未滿八年 70 

八年至未滿九年 80 

九年至未滿十年 90 

十年或十年以上 100 

 

條款 12： 取得僱主供款的權利 

 

a) 就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僱員有權在終止勞動關係時，根據上條款所指的供款時間及比率，取得僱主的供款結餘，

但僱員根據前述的規定無權取得的僱主供款的結餘部分的款項歸僱主所有，僱主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提取款項

或使用該款項以繳納其他僱員的供款。 

 

條款 13： 款項的提取 

a) 年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可申請提取其個人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結餘。 

b) 未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基於下列任一原因，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提前提取其個人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結餘: 

(一) 本人的嚴重傷病而需負擔龐大的醫療開支; 

(二) 年滿六十歲且沒有從事有報酬活動; 

(三) 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 

c) 未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處於下列任一情況，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提前提取全部或部分於其個人帳戶內根據

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已記錄的、屬政府所發放的款項: 

(一) 因配偶、任一親等的直系血親或姻親的嚴重傷病而需負擔龐大的醫療開支; 

(二) 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的規定正收取殘疾金，且已收取超過一年; 

(三) 根據第 9/2011 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的規定正收取特別殘疾津貼。 

d) 帳戶擁有人毎年只可提取全部或部分款項一次，提前提取款項所提出的理由應以文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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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曾以根據本條款 b)(二)項的理由獲准提前提款者，其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前提取款項。 

f) 提取帳戶擁有人個人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結餘不影響隨後的附加款項或供款的記錄。 

g) 提前提取部分款項的金額須由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帳戶擁有人的具體情況及其提交的文件作出釐定。 

h) 基金管理實體須經社會保障基金許可，方可向帳戶擁有人支付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記錄的結餘。 

i) 屬帳戶擁有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可根據第十五條的規定提取相關個人帳戶內的結餘。 

 

 

 

條款 14：款項的轉移 

 

政府管理子帳戶、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內的款項可根據第 33/2017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互相轉移。 

 

條款 15：個人帳戶的取消 

 

a) 個人帳戶僅在其擁有人死亡且帳戶結餘已由相關繼承人全數提取時,方予取消。  

 

b) 屬帳戶擁有人死亡者,其個人帳戶的最後結餘計入其遺産內。 

 

c) 自社會保障基金知悉有關帳戶擁有人死亡之日起計滿五年後,如繼承人不領取有關個人帳戶的最後結餘,則社會

保障基金須通知基金管理實體取消該帳戶擁有人的供款子帳戶和保留子帳戶,而有關款項轉入相關的政府管理子

帳戶。 

 

d) 保留子帳戶用作記錄因取消供款子帳戶而轉入的結餘。 

 

e) 保留子帳戶在取消供款子帳戶時，由基金管理實體予以開立。 

 

f) 每間基金管理實體僅可為每一帳戶擁有人開立一個保留子帳戶。 

 

g) 如保留子帳戶無結餘，基金管理實體須取消該子帳戶。 

 

條款 16：銜接 

 

a) 凡根據第 7/2017 號法律的規定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如根據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規定,已設立資金來源

於在澳門金融管理局已作出登記的退休基金且屬確定供款的私人退休金計劃,則可將相關公積金共同計劃與私人

退休金計劃銜接。  

 

b) 銜接將導致:  

 

(一) 私人退休金計劃及公積金共同計劃同時生效;  

(二) 終止向私人退休金計劃繳納供款,並向公積金共同 計劃供款;  

(三) 保留按私人退休金計劃的規則所獲得的權益並按該計劃的規則作相關處理。  

 

c) 銜接不影響可根據一般的規定,取消原私人退休金計劃。  

 

d) 為計算僱員權益,須將僱員在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時間計入私人退休金計劃的供款時間內,但不影響本條款

b)(三)項規定的適用。 

 

e) 從私人退休金計劃所獲得的權益,經帳戶擁有人申請,可轉移至非強制央積金。 

 

 

條款 17：基金管理實體於下列情況取消供款子帳戶:  

 

a) 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經僱主通知已终止相關勞動關係;  

 

b) 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經帳戶擁有人通知終止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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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18： 收據 

 

基金管理實體就其已支付的款項所提供的任何付款收據證明，應被視為基金管理實體的付款責任已獲充份解除，也被視為

有關款項已妥善支付，並由具法定擁有權的人士收取的最終及不可推翻的證據，而基金管理實體亦已全面履行所有索償及

要求。 

 

條款 19： 費用及收費  

 

a) 基金管理實體的管理規章所列明的所有費用及收費均可按條款 4d 進行修訂。基金管理實體須就任何有關修訂，向

申請人、帳戶擁有人(如適用)發出一個月或任何較短時間的預先通知。  

 

b) 本基金的投資管理費（不超逾基金資產淨值每年 0.3%）包括營運基金之實際開支。投資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過

戶稅，或所屬國家所徵收的其他費用和稅收，及其他有關收費。 

 

c) 基金管理實體若提供條款 19 並無提及的額外服務，可就該等服務收取額外開支及費用並於本基金外收取。基金管

理實體如認為任何該等開支及費用乃因某名申請人及／或僱主或帳戶擁有人(如適用)而產生，則該等開支及費用

將由該申請人及／或僱主或帳戶擁有人(如適用)承擔。 

 

d) 基金管理實體可酌情免收上述部分或全部費用。 

 

條款 20： 擁有權 

 

除下文所列明應付予基金管理實體的任何費用或收費外，本基金的任何部分將不會構成或成為基金管理實體的資產，而本

基金的任何部分，亦不受任何僱員或其指定人仕或帳戶擁有人(如適用)之任何轉讓或產權負擔所規限。本基金可於法律容

許的範圍內，免受債權人的所有或任何索償。 

 

條款 21： 帳戶資料查詢 

 

a) 帳戶擁有人有權取得其個人帳戶的資訊，尤其是相關結餘。 

 

b) 僱主有權取得其僱員供款子帳戶所記錄有關僱主本身的供款資訊。 

 

c) 資訊權亦包括與供款投放項目有關的資訊，尤其是： 

 

（一）可供選擇的退休基金； 

（二）相關退休基金的轉換及結算條件； 

 （三）資產說明、投資政策、每一出資單位的價格、風險程度、投資表現和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 

 

d) 基金管理實體收到根據以上數款(a至 c款)規定作出的要求後，最遲應在十個工作日內提供有關資訊。 

 

 

條款 22： 周年報表 

 

基金管理實體須於每年第一季度内向帳戶擁有人提供有關其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截至上一曆年年底所記錄的資訊。 

 

條款 23： 基金管理的終止 

 

就共同計劃而言: 

 

a) 若僱主或基金管理實體任何一方有意終止雙方的服務協議合同的關係，必須最少提前 30 日通知對方；且合同關係

的終止必須獲得社會保障基金的許可，終止日期並由社會保障基金訂定。 

b) 若雙方的服務協議合同終止，僱員計劃之累算權益將根據以下情況安排﹕ 

（一）倘若是僱員離職，累算權益的支付將根據條款 11 處理。 

（二）倘若是僱主轉換至另一間管理實體或計劃轉移，累算權益將全數轉移至另一退休基金內。 

 

條款 24： 贖回費 

 

在終止日期或條款 23所指定的期間後（如適用），下列條文將依序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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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金管理實體可根據基金管理實體的管理規章所列收費表，即時從僱主的帳戶扣除贖回費。 

 

b) 若僱主向基金管理實體作出書面指示而在有關監管機構已核准（如適用）之情況，僱主的帳戶結餘將於扣除贖回

費（如適用）後，轉移至另一個退休基金。 

 

c) 若基金管理實體認為在當時並無適當的現成市場出售有關投資，以支付上述僱主的帳戶結餘，基金管理實體應諮

詢帳戶擁有人/僱主取消有關子帳戶轉移/轉換投放分配/提款之申請的意願，並通知社保基金(如涉及政府管理子

帳戶)或相關基金管理實體(如屬供款子帳戶或保留子帳戶間的轉移)。 

 

 

條款 25： 資產分配 

 

澳門友邦央積金提供的基金根據基金管理實體的管理規章進行管理。毎一基金的投資項目將按投資基金詳情所列明之方式

進行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