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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

公 司 最 新 動 態

連續15年獲頒 
《商界展關懷》商標
今年已是公司連續15年獲頒 
<商界展關懷>商標，充分印
證了公司在
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方面
所作出的貢
獻！

《奧比斯步步獻光明》
2018慈善步行籌款

3月4日清晨，
一 班 充 滿 愛
心 、 渾 身 活
力的同事齊集大潭，再一次支持
「步步獻光明」之行山善舉！

招聘活動
過去半年公司繼續積極參與 

不同的招聘活動：
— 浸會大學講座：1月24日 
— 香港大學職業博覽會: 1月31日 
—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職業博覽會：4月12日 
— IVDC(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講座:6月6日

周年頒獎典禮 
一年一度的周年頒獎典禮今
年假香港君悅酒店隆重舉
行，公司並於當日在蘋果日
報刊登紀念特刊，以表揚所
有成績卓越的得獎精英。

曼谷吃喝玩樂之旅
公司安排了一連4天之瘋狂
曼谷吃喝玩樂之旅，同事
們皆盡興並滿載而歸！

理工大學獎助學金捐贈答謝儀式
不經不覺公司已贊助香港理工大學獎學金計劃超過8
年，在4月20日我們有幸再次獲邀出席答謝茶聚，讓我
們與受惠學生見面交流。

WWF跑出未來2018
公司今年再次為同事舉辦『毅』員
訓練班，與一眾參與於2月25日舉辦
的WWF慈善跑之同事加強訓練，健
康第一、比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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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人 才 及 業 界 殊 榮

每月最佳理財顧問

月份 以營業額計算 以保單數量計算

17年12月 羅玲玲 Emily Law 陳美華 Elsa Chan

18年1月 馬麗玲 Karen Ma

2月 羅玲玲 Emily Law 馬麗玲 Karen Ma

3月 許桂顏 Christina Hui 馬麗玲 Karen Ma

4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馬麗玲 Karen Ma

5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馬麗玲 Karen Ma

憑著卓越的客戶服務和專業的道德操守，再次為同事贏得不少國際認可獎項，包括：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榮譽獎項 – 嘉許一眾優秀卓越的經理們，以表揚他們對業界的貢獻：

管理卓越獎(IMA)

鑽石獎 曹景柏 (Paul Cho)

銀獎 許桂顏 (Christina Hui)、萬國榮 (Derek Man)

管理發展獎(FLA)

金獎 許桂顏 (Christina Hui)、萬國榮 (Derek Man)

許桂顏 Christina Hui 陳美華 Elsa Chan

呂翊瑗 Judith Lui 馬麗玲 Karen Ma

《國際卓越品質獎》 – 由LIMRA頒發，嘉許於業績及持保率(以13個月計最少達90%以上)均有出色表現的同業：

理財顧問 獲獎年份

金妙雲 Sandy Kam 24年

梁葉萍 Ivy Leung 23年

葉卓鑫 Kenneth Yip 23年

呂翊瑗 Judith Lui 22年

馬麗玲 Karen Ma 22年

陳美華 Elsa Chan 17年

理財顧問 獲獎年份

羅玲玲 Emily Law 17年

李清華 Fanny Lei 16年

張晉嘉 Jenny Cheung 16年

廖佩芬 Janice Liu 14年

劉佳健 Henry Lau 12年

林德時 Nelson Lam 12年

理財顧問 獲獎年份

薩成信 Ronny Sat 10年

陳家駿 Andy Chan 1年

韓葵花 Karen Hon 1年

鄭詠婷 Katherine Cheng 1年

何嘉煒 Tommy Ho 1年

張達輝 Dicky Cheung 1年

2017年度百萬圓桌會會員資格 – 全球只有約6%的從業員能擁有此會員資格：

理財顧問 獲獎年份

金妙雲 Sandy Kam 24年 (終身會員)

呂翊瑗 Judith Lui 23年 (終身會員)

羅玲玲 Emily Law 20年 (終身會員)+超級會員資格

馬麗玲 Karen Ma 19年 (終身會員)

葉卓鑫 Kenneth Yip 16年 (終身會員)

陳美華 Elsa Chan 14年 (終身會員)

范嘉燕 Anita Fan 5年

張達輝 Dicky Cheung 2年

萬國榮 Derek Man 1年

韓葵花 Karen Hon 1年

羅玲玲 Emily Law

曹景柏 Paul Cho萬國榮 Derek Man許桂顏 Christina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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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您 的 財 富 、 健 康 、 智 慧

年初流感肆虐，公司特別引薦
價錢平但功效多的健康食品 – 
甘羅漢果，並於2月5日舉行試
食日。

我們於3月17日及6月23日分別舉辦了兩場『馬來西亞物業投資講
座』，邀請了由馬來西亞遠道而來的專家及物業發展商為客戶講解海
外物業投資機遇、樓盤
簡介及第二家園計劃的
優勢。如有興趣了解更
多馬來西亞物業投資詳
情，請即聯絡您的理財
顧問或致電客戶服務熱
線2297 8000查詢。

人人講年金， 
您真係識揀 ?
政府年金蓄勢待發，其實坊間私營年

金也有很多選擇，這議題關係著將來

退休的儲備，請務必審慎了解比較當

中細節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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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Hard • Play Hard”是我們的公司文化
《進樂會》的成立，就是希望通過舉辦各種不同的聯誼康樂及慈善活動，讓同事及
其家人忙裏偷閒，達至工作及生活上的平衡。

《 進 樂 會 》 活 動 回 顧

周年晚宴之 
《紅白歌合戰》
進樂會周年晚宴在1月7日假座陽
明山莊舉行。當晚高潮一浪接一
浪，一輪勁歌熱舞後緊接有腹語
大師的精彩表演，之後的歌唱比
賽更是節目焦點，當然還有獎金
豐富的遊戲和大抽獎環節。

春茗之《喜迎狗年賀新歲》
今年春茗由麻雀大賽
作前奏，之後由總裁
為獅頭主持點睛儀式
正式揭開序幕，緊接
著大會又安排了連場
刺激惹笑的遊戲及人
人有份的大抽
獎，參加者個
個滿載開心和
禮物而回。

新春行大運
進樂會趁著年初九好日
子邀約同事們一齊行山
做運動，由恆安邨出發
向昂平草地進發，一輪
體力消耗後馬上享受燒
烤樂，超爽！

進樂會包糭同樂日
進邦滙理一班義工今年轉戰香
港 耀 能 協 會 位 於 橫 頭 磡 的 中
心，與一班小朋友齊齊包水晶
糭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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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富

淺談高派息基金
在過去多年，環球利率一直維持低企，追求穩定收入的投資者難免欠缺投資出路。有見及此，近年很多基金公司一改以往傳
統產品設計，加強基金派息元素，一方面提高派息率，另一方面也增加派息頻率。現時市場上每月派息、年度派息率高達5%
以上的基金比比皆是，高派息類型基金可說是近年基金界的寵兒，廣受投資者歡迎。

為什麼有些基金能夠派發高息? 
很多投資者都會好奇，為什麼有些基金能夠派發高息? 要了解其原因，大家可從有關基金的投資組合入手。大部份派發高息
的基金，其主要的投資部位都會集中在高息債券、高息股票或是兩者的混合體，從而獲得投資收入，以應付派息要求。

此外，投資者要留意基金派息率是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而並非保證，派息率是會跟市場狀況或其他因素而轉變。同時，基金
往往更可以從其資本中派發股息給投資者。倘股息來自基金的資本，都可能導致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這會使基金未來可供
投資的金額減少，長遠會導致整體投資價值滑落。

派息基金值得投資嗎?
派息基金其中最大的賣點，是能夠為投資者帶來潛在的穩定現金流，難怪有不少投資者都投資該類基金，每月領取基金股息
作定期收入。與此同時，投資派息基金並沒有投資時間的限制及約束，投資者可隨時因應市況及個人需要作套現，具有高度
的靈活彈性。

然而大家需理解派息基金的回報並沒有保證，派發高息更不代表其回報會較穩定，投資者切忌只單看派息率的高低去作投資
決定。高派息背後往往是因為基金持有較具風險的資產如高息股或非投資級別的高息債券等，因此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投資
者應先要了解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基金派息政策詳情及相關風險。

免責聲明

在此提供的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本公司並不對該等資料作任何保證，讀者亦不應將該等資料視為出售要約、訂購招攬或投資建
議。投資涉及風險，過往的表現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業績。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讀者亦應尋求專業理財顧問意見。

進邦滙理投資服務部 
2018年6月

派息率如何計算?
年度化派息率 = [(1+ 每股派息 / 除息日資產淨值)12-1] x 100% 

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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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真實例子 

 

資料來源: 彭博，至 30/5/2018 

 
基金A及基金B 均為市場上頗受投資者歡迎的派息基金。儘管基金B派息率遠勝基金A，

但基金 B 的投資組合卻遠較基金 A 進取，其回報波幅率亦明顯較高，反映其投資風險較

大。 

 

 

 

除息日  每股派息（美元） 除息日資產淨值 年度化派息率 (%)

15/03/18 0.066US$                       9.28US$                     8.88%

15/02/18 0.066US$                       9.16US$                     9.00%

16/01/18 0.066US$                       9.44US$                     8.72%

年初至今 2017 2016 2015

基金A 環球高評級債券 4.08% -1.15% 6.43% 7.34% 2.03% 2.89%

基金B
美國股票、高息及

可換股債
8.71% 2.74% 12.55% 8.96% -3.38% 7.47%

過去回報
波幅率(5年)主要持有資產 最近年度化派息率

((1+0.066/9.28)^12-1)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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