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半強積金基金蝕錢

強積金制度實施十一年
，其表現備受關注。消委會研究

本港逾五百隻強積金基金顯示，三百
四十一隻可提供比較數據的基金中，在
過去五年有一百五十九隻虧損，表現最
差的是東亞的日本股票基金，平均每年
蝕逾一成四。消委會又指出，同類基金
收費差距最高可達十倍，收費應有下調
空間。下月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消委
會提醒僱員，轉換強積金公司及計劃前
，須考慮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切忌羊群
心態。 本報記者 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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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日股最差 年虧逾14%

【本報訊】微波爐幾乎是每個家
庭必備電器，消委會與機電工程署測
試十款微波爐，所有樣本的實際輸出
功率比其聲稱低，一款量得的輸出功
率比表示低逾兩成。另外，有兩款樣
本未能通過物料耐熱及阻燃性測試，
機電署表示，根據測試結果，所有型
號在正常使用下都安全。

測試樣本包括三款小型微波爐、
四款燒烤微波爐和三款蒸氣燒烤微波
爐，售價三百九十九元至三千七百八
十元不等。六款通過IEC國際安全標
準的所有測試項目，格蘭仕及樂信牌
樣本的開關掣未能通過灼熱線測試，
物料阻燃能力有改善空間。三款樣本
說明書欠缺部分標準要求的警告字句
或說明。

各樣本的能源效率由四成七至六
成一，數值越大越慳電。以本港電壓
220V 操作樣本，再量度微波爐的輸
出功率，結果發現所有樣本的實際輸
出功率比其聲稱的功率低，De’
Longhi樣本更低逾兩成。

消委會認為，製造商應清楚標示
以本港電壓量度的微波輸出功率，以
便更準確及可靠地反映產品的實際效
能，有利消費者選擇。

此外，對於烹調有要求的消費者
，微波爐的加熱均勻度更為重要。有
兩個樣本的評分較低，兩杯分別放置

在轉盤中心與轉盤邊緣的水，加熱後溫度相差
超過七攝氏度。對於家中有幼童的消費者，可
選購設有兒童安全鎖的微波爐。

【本報訊】本港店舖眾多，不少
會提供購物積分回饋，招徠顧客。但
有商戶的積分兌換禮品計劃手續模糊
，安排混亂，令消費者無所適從，甚
至惹來一肚子氣。消委會提醒消費者
，留意每項推廣優惠條款。

投訴人李先生得知在一個連鎖電
器影音店舖購物，可獲三倍購物積分
，便在該店消費八千多元。他其後查
閱積分帳戶時，發覺只獲發給平常的
一倍積分，便致電查詢，獲悉其餘積
分要在購物六個星期後才發放。六星
期後，李先生依然未見額外積分，經
多次查詢，購物後三個月仍未獲發，
於是向消委會求助。

該公司向消委會解釋，由於優惠
期延長，故此發放額外購物積分亦相
應延遲。最後，該公司安排將額外積
分存入李先生的帳戶。

宣傳資料涉誤導
投訴人張先生於 C 公司網頁看

到，會員可以用四百購物積分換購一
套餐飲券，便登記以八百分換購兩套
。他其後收到換領信，但信中卻註明
每套餐飲券，除了要扣除積分外，還
要另外支付現金三百四十元。他致電

查詢時獲回覆謂，換領細則已列明有關安排。
張先生認為 C 公司的宣傳資料不清晰，誤

導消費者，於是向消委會投訴。C公司回覆消委
會時稱，優惠詳情已列出餐飲套票需要以積分及
現金換領，但發覺若干消費者有所誤會，同意更
改相關宣傳資料，並取消與張先生的交易，退還
積分。

黃先生加入 D 公司購物回饋計劃，出示會
員卡便可使用積分換取貨品或現金券。黃先生稱
，他已累積價值千多元積分，但偶然發現自己的
會員卡被掉換，帳戶中的積分被他人使用。他懷
疑是收銀員誤將他的會員卡與別人的掉換，便要
求 D 公司補償所損失的積分，但公司拒絕。他
致函消委會要求跟進，不滿會員卡上沒有相片或
名字，容易被人誤用或盜用。D公司回覆稱，不
能肯定是否於收銀櫃枱前被錯誤掉換，難以應要
求補償。

消委會表示，換取和使用回饋計劃的積分時
大多有限制，消費者應留意積分使用期限、使用
細則、是否需要預辦手續或網上登記，及妥善保
管會員卡。

【本報訊】舒適的工作椅可減輕
因長時間坐着而出現的背痛，消委會
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合作，首次測試旋
轉式工作椅，十九個樣本中有兩款表
現突出，通過全部測試。六款樣本
在與氣壓棒相關的安全設計有改善
空間。

十九款樣本售價一百三十九元至
一千零三十九元，宜家家居六百九十
九元樣本及科譽一千零三十九元樣本
，通過歐洲標準EN1335全部測試。
其餘樣本在不同的嚴格測試項目中出
現損壞，有樣本因此被評定不適合進
行部分餘下的測試項目。

七款樣本通過座位及椅背靜載荷
測試，其餘樣本出現不同程度的損毀
，或在較早前的測試中已損壞而無法
進行此測試。四款通過向前翻倒測試
，其中三款同時通過向側返倒測試。
八款通過座位旋轉耐用程度測試，其
中七款同時通過滾輪及底座旋轉耐用
程度測試。

一般旋轉工作椅都裝有氣壓棒以
調校座位高度，連接座椅至氣壓棒的
組件最好是一個整體，邊緣要夠圓滑；
否則氣壓棒日久使用後可能會變形或
影響其結構。宜家、美時、PHOS、櫻花
牌及兩款無牌子樣本有改善空間。

消委會建議消費者，購買時親身試坐，並嘗
試各種調校；部分型號可配合不同的滾輪用於地
板或地氈上；一般而言，適合辦公室使用的型號
會較適合長時間使用。

部分基金錄得回報及開支比率
5年回報錄得10%或以上跌幅的基金

名稱
安盛信託AXA強積金易富之
選─AXA鄧普頓日本股票基
金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
劃─東亞（強積金）日本股
票基金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中銀保誠日本股票基金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
劃─宏利MPF日本股票基金
美國萬通萬全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日本股票基金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歐洲
股票基金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歐洲
股票基金

5年回報錄得5%或以上升幅的基金
名稱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永明
首域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A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永明
首域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B
銀聯信託 BCT 積金之選─
BCT環球債券基金
銀聯信託景順強積金策略計
劃─環球債券基金H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
劃─宏利MPF國際債券基金

基金開支比率3%或以上的基金
名稱

銀聯信託AMTD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18 退
休基金
銀聯信託AMTD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48 退
休基金
美國萬通萬全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保證基金
信安強積金計劃500系列─
保證基金─G類別
資料來源：消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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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4.62%

3.86%

3.16%

基金開支比率

2.3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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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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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開支比率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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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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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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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消委會抽驗市面五十款乾果零食，發
現不少樣本含有食物添加劑。全部話梅樣本含有糖精
，當中 「德盛棧超大話梅」含量最高，若六十公斤體
重人士日食十四至十五粒，已接近世衛建議上限。芒
果乾、柑桔等多含有二氧化硫，有過敏症人士可能出
現氣喘、頭痛及噁心。另外，部分乾果沒有正確或全
部標示所含添加劑。

二氧化硫影響過敏人士
抽驗的乾果零食樣本包含十二款芒果乾、十七款

柑桔、十三款話梅及八款檸檬乾，分別以預先包裝或
散裝出售。全部驗出最少一種防腐劑，包括二氧化硫
、山梨酸及苯甲酸。以芒果乾為例，全部樣本檢出二
氧化硫含量，由三十三至七百一十二毫克／千克不等
。含量最多的是鯉魚門紹香園菲律賓芒果乾，一個重
六十公斤的人士，食十至十一塊，攝入的二氧化硫接
近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物添
加劑專家委員會（JECFA）建議的每日可攝入量的上
限。消委會指，二氧化硫雖是低毒性，但對其有過敏
反應的人，可能出現氣喘、頭痛或噁心等過敏症狀。

另外，所有話梅、大部分柑桔和檸檬乾樣本均檢
出糖精，含量由一百至八千三百毫克／千克，含量最
高為 「德盛棧超大話梅」，食十四至十五粒已接近上
限。還有部分樣本驗出含有 「代糖」阿斯巴甜。

消委會表示，這兩款甜味劑都具爭議，可能對健
康有負面影響。曾有初步研究指糖精與膀胱癌有關，
但經多次動物測試後未能證實。雖然被JECFA評為安
全，但部分國家只准其在指定食物中使用。而阿斯巴
甜對患有苯丙酮酸尿症的人會構成危險，會令這類病
人的腦部嚴重受損。

部分樣本標示成分不清
部分樣本未有標示含有糖精或阿斯巴甜，當中

「松屋極品」潤喉話梅的糖精含量更高達四千毫克／
千克。紹香園九製柑桔則誤把 「甜味劑」糖精 954 的
作用類別標示為 「抗氧化劑」。所有話梅的樣本均檢
出苯甲酸，但沒有一個在標籤上標示。有代理商表示
，梅肉天然含有苯甲酸而非刻意添加。消委會認為，
製造商有責任清楚列出其產品所含成分，準確的成分
標籤對消費者十分重要，尤其是對個別成分敏感的人

士，須倚賴標籤資料來選擇食物。
半數樣本檢出的需氧菌落計數；五個樣本檢出霉

菌。按食物安全中心指引，結果都屬滿意。
是次結果已交由食安中心跟進，中心表示會跟進

懷疑違規樣本，如有足夠證據顯示有觸犯法例，會採
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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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源（左）提醒，僱員在轉換強積金
計劃前，須清楚考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及投資目標。旁為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消委會發現，強積金計劃收費與表現未
必有直接關係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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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店舖會提供購物積分回饋，消委會提
醒消費者，留意每項推廣優惠條款 資料圖片

▲消委會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合作，首次測試
旋轉式工作椅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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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與機電工程署測試十款微波爐，
所有樣本的實際輸出功率比其聲稱低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消委會在今年七月至九月中，向各強積金公
司收集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研究涵蓋本港現時
十五間強積金公司，三十九個強積金計劃，合共
五百二十三隻基金。

研究發現，截至今年六月，過去五年有一百
五十九隻基金回報「見紅」，表現最好的是宏利
MPF 國際債券基金，年均回報百分之五點八一，
最差的是東亞日本股票基金，回報虧損百分之十
四點零四，兩者相差逾二十個百分點。若一名月
薪一萬五千元的打工仔，與僱主合共每年供款一
萬八千元，若選擇表現最差的東亞，連續虧蝕五
年，結餘剩下五萬多元，蒸發了三萬多元，即僱
員白供三年半。加上基金收費百分之二點八四，
扣多六千多元，即白供四年。若選擇表現最好的宏
利，五年結餘可達十萬六千多元，賺一萬六千多
元，其收費亦只需百分之一點八三，即五千多元。

收費遠高於其他國家
本港基金平均收費百分之一點七四，消委會

指，遠高於其他四個實施相類退休計劃國家的基
金收費，以智利最低，僅百分之零點五六；英國
、澳洲及新加坡分別是百分之一點一九、一點二
一和一點四一。

基金收費最高的是銀聯信託的 AMTD 景順目
標 2048 退休基金，達到百分之四點六二；最低為
滙豐機構強積金保守基金，僅百分之零點一七，
兩者相距二十六倍。同類基金比較，收費水平亦
有很大差異，如混合資產基金的開支比率，最高
與最低相距十倍。

消委會發現，收費與表現未必有直接關係，
本港有一百零九隻基金收取高於同類平均收費，
但回報低於平均。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表示，過
去四年本港基金淨資產值增加五成四，收費應有
減價空間。而下月一日將實施強積金 「僱員自選
安排」（即 「強積金半自由行」），相信可以有
更多競爭，促使基金公司減價。

研究顯示，基金收費百分之一的分別，可大
大影響僱員強積金戶口結餘。以僱員與僱主每月
合共二千元，年平均回報百分之五計算，若每年
額外支付百分之一收費，三十年後其戶口累積結
餘會減少二十二萬元；額外支付百分之二，將減
少四十萬元。

切忌跟風 「人轉我轉」
下月起，僱員可自選強積金公司及計劃，消委

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樹源提醒，僱員在轉
換前，須清楚考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及投資目標
，切忌跟風「人轉我轉」，除比較收費外，亦要參考基
金過往表現。而轉移至自選公司，流程需時六至八
星期，出現投資空檔期，有機會出現「平賣貴買」的
情況。基金資料，已上載至消委會網站。許樹源強調
，資料只作參考，基金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表現。

消委會又建議，積金管理局在網上整合一站
式資訊平台，方便僱員查詢及比較；加強監控中
介人的銷售過程；在檢討 「半自由行」運作時，
考慮增加僱員轉移累算權益的靈活性。

▲消委會抽查▲消委會抽查5050款乾果零食，芒果乾、柑桔等款乾果零食，芒果乾、柑桔等
多含有二氧化硫，有過敏症人士可能出現氣喘、多含有二氧化硫，有過敏症人士可能出現氣喘、
頭痛及噁心頭痛及噁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尚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TEL:(28)6565825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9號王府商務大廈A座19-D TEL:(351)3377302 FAX:(351)3377302 ＊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望園路6-2號望湖苑15樓15A TEL:(771)5705598 FAX:(771)5705598＊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