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累累 回报颇丰

传承一脉 信誉保证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
）是一家大型跨国金融保险集团。 中国太平以客
户为本， 高效呈献一体化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我们的业务范围涵盖寿险和产险、 再保
险、养老保险、资产管理、证券经纪等。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1929 年创立于上海
2000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在全球设有 24 家子公司，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
澳门、北美、欧洲、大洋洲、东亚及东南亚。
自 2018 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总资产达12,990亿港元 (截至2021年6月)

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
1938年立足狮城，品牌历史悠久
财务实力评级：
标准普尔: A- | 贝氏: A
注册本金 2.1 亿新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
并且将会持续扩充资本以配合业务发展

致敬成功•展望未来•再创丰收

正如采用上乘原料和精湛技艺所酿造的美酒一样，您的生活欣欣向荣、静谧美好、硕
果累累，都源于您的奉献和坚持不懈。因为深知您的成功弥足珍贵，我们精心打造各
种解决方案为您的梦想保驾护航，让您的财富持续增值。

展望未来

播种财富

未来持久的富足始于在最肥沃的土地上播下繁荣的种子。 您可以着眼

于收获颇丰的生活--为您和您的挚爱带来富足的生活, 选择直观和明
智的投资回报方案。

利益概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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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享受人生

从保费缴付期结束后至 120 岁, 每月享有保证现金返还。
从第5个保单周年日起, 每月也可享有非保证现金返还以
增加您的额外收入。

安心且富足，资产有
保障

您已经播下了财富的种子, 可以放心即便发生意外, 您的
挚爱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永恒至尊丰裕 (美金) 将一次性
支付一笔身故利益3, 作为遗产赠予您的至亲。

您可使用您每月的现金返还过您想要的生活； 亦可将每
月收入累积储存1于太平新加坡， 建立您的储备, 以备将
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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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承诺未来，
硕果千载

5
您可以指定您的至亲或您自己（如果该计划是以您的孩
子或配偶为受保人）作为第二受保人, 以确保保单在原受
保人过世后能继续提供现金返还2。
这样可以确保您保单的连续性, 并不间断地享受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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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投资具有美元优
势, 使资产和回报更
加多样化

不让投资方案仅限于新元资产， 利用美元的投资机会,
使投资策略更胜一筹。

适合您需求的保费
缴付期

选择权由您掌握； 可选择三年或五年的保费缴付期。
以多长时间滋长财富，何时收割成果，一切由您决定。

情景 1 | 爱之赠予 代代相传
特拉维斯 (Travis)，30 岁，正在组建家庭，希望他的挚爱能有安全的财务未来。他希望拥有
一个能每月提供现金收入的计划，以补贴他的正常收入或增加他家庭的储蓄基金。他签署
了永恒至尊丰裕 (美金) 并设定自己为投保人和受保人。他选择了三年的保费缴付期和每年
50,000 美元的保费。

每月保证现金返还： 157.50 美元，从第三个保单周年日起

每月非保证现金返还4： 318.75 美元，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

特拉维斯与艾米丽 (Emily) 结婚。
指定艾米丽为第二人受保人。

特拉维斯去世，享年 65
岁。詹姆斯成为新的受
保人，保单继续。

特拉维斯 (Travis)
32 年来，每月收到的现金返还总额: 175,230 美元4
Age

30

33

特拉维斯每年缴
付 50,000 美元
的保费，为期3年。

37

40

65

120
55 年内每月收到的现金返还总额：314,325 美元4

育有一子詹姆斯 (James),
将第二人受保人2修改为詹姆斯。
Age

1

26

81

在保单期限结束时，将
支付 647,850 美元4
的满期利益。

每月现金返还总额 ： 489,555 美元4
保单满期利益 ： 647,850 美元4

收益总额 ： 1,137,405 美元4

收益总额 / 年度年缴保费总额 ： 758%4

情景 2 | 为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提供稳定的收入
苏珊 (Susan)，35 岁，想在她一岁的儿子杰克成年后，给予他一份稳定的月入。她以杰克为
受保人，签署了永恒至尊丰裕 (美金)，每年缴付 20,000 美元的保费，为期 5 年。她计划在杰
克年满 18 岁时将保单所有权转让给他。

每月保证现金返还： 102.50 美元，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

6

苏珊每年缴付
20,000 美元
的保费，为期
5 年。

85

当杰克 85 岁去世时，
他的受益人将获得
384,500 美元5
的身故利益。

身故利益 : 384,500 美元5
收益总额： 676,010 美元5

收益总额 / 年度年缴保费总额： 676%5

受条款及条件规限。有关指定第二受保人的具体条件，请参阅产品概要。
身故利益包括如下，扣除任何欠缴款项：

i)（已缴付年保费总额的 105% 减去所有已派发的保证每月返现金）或保证退保金额中的较高者，
ii) 非保证终期红利，以及
iii) 累积储存于太平新加坡的每月现金返还总额（含利息)。

不过， 若受保人在保单签发日的一年内因意外以外的因素不幸身亡， 身故利益将为已缴付保费总额的
100% (无利息)。已缴付年保费是以年缴方式 (即使保单保费缴纳方式不是以年缴付费) 计算出的主险已缴
保费的总额, 当中不包括任何因保单贷款和保单复效（如适用）而支付的利息。

基于演示的投资年回报率4.99%计算。若以演示的投资年回报率3.49%计算: 每月非保证现金返还 = 160 美
元；32/55/87 年内收到的每月现金返还总额 = 118,080/209,550/327,630 美元, 满期利益 = 399,000 美元 , 收
益总额 = 726,630 美元，收益总额/年度年缴保费总额 = 484%。实际派发的利益取决于分红基金的未来表现。

基于演示的投资年回报率4.99%计算。若以演示的投资年回报率3.49%计算: 每月非保证现金返还 = 102.50
美元；12/67/79 年内收到的每月现金返还总额 = 29,520/164,820/194,340 美元，身故利益 = 242,300 美
元, 收益总额 = 436,640 美元，收益总额/年度年缴保费总额 = 436%。实际派发的利益取决于分红基金的未
来表现。

在保单有效期间，随时允许通过转让方式转移保单所有权。转让人和受让人都必须在转让时年满 18 周岁。

重要备注

保单所有权6
转让给杰克。

每月现金返还总额 : 291,510 美元5

此利率是非保证的，可能随时调整，但会提前 30 天给予书面通知。

本文案中提到的年龄均为下一个生日的年龄。本宣传册中的所有图示均非按比例绘制。各项金额经调为整
数并只供说明用途。欲知有关条款及条件，请参阅产品概览。

杰克在 67 年中收到
247, 230 美元 5。

18

3

6

Age

1

2

5

79 年来每月收到的现金返还总额：
291，510 美元5
苏珊在 12 年内收到
44,280 美元5。

1

4

每月非保证现金返还5： 205 美元，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

杰克 (Jack)

附注

购买人寿保险计划是一项长远承诺， 提早退保可能代价甚高， 保单的退保价值（如有）也可能低于已付保费总
额，甚至可能等于零。这份简介仅供一般参考使用， 并不根据您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作为考
量。

您在购买这份保险计划前， 应听取理财顾问的专业意见。如果您不考虑向理财顾问进行咨询， 就应该仔细考
虑这份计划是否适合自己。此简介非保险合约，也非向您提议或推荐购买这份保单。与保单相关的详情，已刊
载于保险合约上。
此保单将在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下自动获得保护， 因此无需办理任何手续。欲知保单
持有人保障计划的保障利益和范围，请联络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 或浏览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或新
加坡存款保险公司的网站(www.lia.org.sg or www.sdic.org.sg)。

此宣传册并没有经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批。以上内容译自英文版本，如果中英文版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
则以英文版本为准。以上内容截至2021年12月3日核对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