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 – 澳門
澳門友邦保險退休金服務

澳門友邦保險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
(「澳門友邦央積金」)
與你並肩建立你的退休儲備

閱覽電子版

僱員篇

僱員篇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
– 你重要退休儲備之一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央積金」)制度已於
2018年1月1日生效，此制度旨在讓澳門
居民的退休生活能有更好的保障。不論
你的理想退休生活是豐盛型或節儉型，
都應該備有足夠的退休儲備，以應付日
後生活所需。
於央積金計劃下，你及你的僱主每月均
最少作基本工資5%的供款，有了僱主的
參與，你可更快建立你的退休儲備，千萬
不要錯過機會！

問： 甚麼時候開始準備退休儲備最好？
答： 現在！「時間」是重要因素，大部分成功的退休計劃都是靠長時間定期投資累積而成。
越早開始，退休儲備就有機會透過「平均成本法」及「複息效應」累積得越多！

為什麼選擇澳門友邦央積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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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友邦 — 首屈一指的保險及退休服務供應商
• 1982年於澳門成立，為澳門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
• 若以退休基金管理資產規模計算，為澳門退休服務供應商之首▲
• 擁有最多參與成員▲，充分反映我們在澳門退休金市場的雄厚實力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Statistical Data of Registered Private Pension Schemes，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友邦」，就此文件而言，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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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全面基金選擇
• 不限次數免費轉換基金*
• 全面基金選擇 — 由保守至進取，適合不同成員的投資風險取向
基金

風險級別(1-5) 投資項目
低(1) → 高(5)
分配

投資目標

澳門友邦保險退休基金

1

在可接受的風險範圍內，將資金投資於一套經過周詳
籌劃並均衡的定息工具及股票組合內，從而獲得長線
高穩定收益。

澳門友邦保險穩定資本基金

2

盡量減低其短期資本風險。透過有限投資於全球股票
而提高其長遠回報。

澳門友邦保險均衡基金

3

透過投資於全球股票及定息證券等的均衡組合，在溫
和風險範疇內盡量提高其長期資本增值。

澳門友邦保險增長基金

4

透過投資於多元化的國際證券投資組合，主要投資於
股票，其余則投資在債券及現金，從而盡量提高其長
期資本增值。

澳門友邦保險
基金經理精選退休基金

4

透過採取動態的資產配置策略，投資於多元化的國際
證券投資組合，從而盡量提高其長期資本增值。

澳門友邦保險美國股票基金

5

主要投資於北美公司的股本證券，從而盡量提高其長期
資本增值。

澳門友邦保險香港股票基金

5

主要投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的股本證券，從而盡量
提高其長期資本增值。

以上所列之風險級別及投資項目分配僅供參考之用。
基金經理有權對資產分配比例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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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債券

超卓貼心的客戶服務
我們優秀的客戶服務團隊將盡心為你提供專業、可靠的服務及適時的協助。
• 每月基金表現概覽
• 網上「基金選擇評估」
• 網上平台以管理賬戶、轉換基金等
• 年終權益結算書
• 24小時互動語音回應系統
• 成員熱線服務時間(與客戶服務主任直接對話) :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友聯繫」流動應用程式

*

透過aia.com.hk 可不限次數轉換基金；如透過書面轉換，則每計劃年度內只准許進行一次基金轉換或重組。澳門友邦保險有權
修改基金轉換的條款。

投資涉及風險，你可能會遭受重大的投資損失，本計劃內的基金不一定適合任何人士。投資表現及回報可跌可升。過往表現並
非未來表現的指標。有關詳情，包括收費及產品特點，請參閱有關管理規章。
在作出投資決定前，你必須衡量個人可承受風險的程度及你的財政狀況。在選擇基金時，如你就某一項基金是否適合你(包括是否
符合你的投資目標)有任何疑問，應征詢獨立財務及/或專業人士的意見，並因應你的個人狀況而選擇最適合你的基金。
你不應純粹單靠此文件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請參閱有關管理規章以了解詳情(包括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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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積金」知多D
基本篇

1

我是否可參與央積金?
只要你年滿18歲，或是未滿18歲但已於社會保障制度登錄的澳門居民，就會自動成為央積金個
人賬戶擁有人。

2

央積金賬戶的結構是怎樣?
央積金個人賬戶由三個子賬戶組成：「政府管理子賬戶」、「供款子賬戶」及「保留子賬戶」。
政府管理子賬戶

款項來源

1. 鼓勵性基本款項
(10,000澳門幣)
2. 預算盈余特別分配

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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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子賬戶

保留子賬戶

1. 由僱主及僱員共同作
出的供款
(即公積金共同計劃)
2. 個人自願供款
(即公積金個人計劃)

離職後/終止個人自願供
款至公積金個人計劃後
由「供款子賬戶」轉入
的款項

社保基金

基金管理實體 (即澳門友邦保險)

各賬戶間的款項可互相轉移嗎?
可以。你可透過申請轉移以上三個子賬戶內的款項。但請注意，供款子賬戶內有關在職
的供款款項只可於離職後才可轉移。

4

我何時可提取款項?
一般來說，你於65歲後才可提取款項，並須向社保基金提出申請。每年只可提取賬戶內
全部或部分款項一次。於下列特別情況可提早提取款項：
個人賬戶內的全部或
部分結余

申請提款的原因

以分配制度累計金額為上限*

因嚴重傷病而需負擔龐大的醫療開支
年滿60歲且沒有從事有報酬活動#
基於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
因配偶、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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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收取社會保障基金殘疾金且已收取
超過一年
正收取社會工作局的特別殘疾津貼

*

上限為歷年獲政府注入帳戶的鼓勵性基本款項及預算盈余特別分配的款項減去累計提取的款項
# 申請經批准後，其後不可再以相同理由提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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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篇
公積金共同計劃 — 你與僱主共同參與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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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月要供款多少?
你及僱主每月需最少按你每月基本工資的5%作供款，並受供款計算基礎上、下限所限制：
僱主供款

僱員供款

低於 $7,007 *

5%

0%

$7,007◆* – $33,280◆

5%

5%

$1,664

$1,664

◆

基本工資
(澳門幣)

6

高於 $33,280◆

我可選擇參與與否?
可以。公積金共同計劃是由僱主自願設立、僱員自願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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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作投資選擇嗎?

你可為你自己的供款部分選擇合適的基金及投資分配比率。至於僱主的供款部分，一般
來說，你的僱主會自行作選擇。如果你的供款時間(見下題)符合獲取僱主全部供款權益時
(即權益歸屬比率為100%)，你亦可為僱主供款部分作投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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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計算供款的權益歸屬比率?
權益歸屬比率取決於截至你離職當日的供款時間：
供款時間
未滿3年
3年至未滿4年
4年至未滿5年
5年至未滿6年
6年至未滿7年
7年至未滿8年
8年至未滿9年
9年至未滿10年
10年或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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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歸屬比率
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註： 如你是由私人退休金計劃
(「私退金」)銜接到央積金，須將私退金
的供款時間合併計入央積金內計算。
例： 2012年1月–2017年12月供款至私退金
2018年1月–2019年11月供款至央積金
供款時間會介乎：7年至未滿8年

如我要離職，我可怎樣處理我的「供款子賬戶」?
你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方式：
i. (預設方法) 保留於澳門友邦保險的「保留子賬戶」
ii. 轉移至「政府管理子賬戶」(每年只可轉移一次，並需向社保基金申請及獲社保基金批核)
iii. 轉移至澳門友邦保險的「供款子賬戶」
iv. 轉移至於其他基金管理實體的「保留子賬戶」或「供款子賬戶」

◆

*

2019年9月1日起生效，並按法例要求不時調整。最新詳情，請瀏覽www.fss.gov.mo。
此乃供款計算基礎之下限，亦即物業管理業務中從事清潔及保安工作的僱員的最低工資，並可能會不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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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僱主之前已為我設立私退金，我可參與央積金嗎?
可以，但只限於僱主也選擇加入央積金計劃。僱主首先會向社保基金作出申請，申請核准
後，僱主會於10日內通知你有關他所選擇的央積金計劃的資料，你可於3個月內決定是否
參與此計劃。
如參與，你需向僱主遞交參與同意書，僱主會註明銜接日期，該日期後所收到之供款將會
繳納到公積金共同計劃。銜接前於私退金的供款則繼續保留於私退金滾存。
如不參與，你及僱主可繼續向私退金作供款。

更多有關私退金與央積金
★ 如於私退金訂立的條款更有利於你 ( 例如 ： 供款比率較高 ) ，則你的僱主
會於央積金計劃保留這些條款。
★ 於私退金計劃下，僱主供款可被用作抵扣解僱賠償；但若選擇參與央積
金，銜接後累積的供款結余則不可被用作抵扣解僱賠償。

公積金個人計劃 — 你自行選擇的個人計劃

11 我可選擇自己心儀的基金管理實體嗎?
可以。不論你的僱主有否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你都可自由選擇加入公積金個人計劃，並選
擇心儀的基金管理實體。

12 每月的供款額有限制嗎?
每月最低供款額為500澳門幣，可以百元為單位增加供款額，最多3,300△澳門幣。

13 如我想參加澳門友邦保險的個人計劃，我需要做什麼?
你可致電成員熱線0800 272，我們會為你詳細說明申請程序。

2019年9月1日起生效，並按法例要求不時調整。最新詳情，請瀏覽www.fss.gov.mo。

聯絡我們
成員熱線

0800 272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24小時互動語音回應系統

0800 272

傳真號碼

(853) 2872 2782

通訊地址

澳門商業大馬路251A-301號友邦廣場1903室

網站

ai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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