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尚盈家」寿险计划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单张提及的年龄均指被保人、最初被保人、另一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尊尚盈家」的保险利益受限于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内所列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本单张只提供「尊尚盈家」的部分主要特点和示例仅供 
参考用途。本单张应与有关产品说明书一并派发和细阅。您不应单独依靠本单张而作出任何购买决定，并应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1. 保证现金价值最早将在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达到一笔过缴付保费的100%。
2. 如果（i）被保人的缮发年龄为70岁或以下 ;和当「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的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低于或相当于1千万美元 ;或（ii）被保人的缮发 
年龄为71至80岁 ;和当「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的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低于或相当于5百万美元，则毋须健康状况核保。AXA安盛保留 
接受任何毋须健康状况核保的「尊尚盈家」申请的最终权利。为免存疑，同一被保人的（i）所有「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下保单的申请 ;  
和（ii）所有现有「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下保单（不论保单的保费缴清与否），都将包括在保费总额的计算内。

「尊尚盈家」寿险计划（「尊尚盈家」）助您在创富道路领先，让您达成重要的理财和传承目标，更加得心应手。「尊尚盈家」
设有灵活的一笔过缴付的保费缴付年期和快速回本期，更具备资金流动性，让您开启生活的无限可能。

投保「尊尚盈家」可享以下优势：

• 回本期尽在掌握
回本期快至5年 1

• 锁定回报功能 收放自如
灵活捕捉市场升势 随时锁定回报

• 独特兼具弹性的财富传承工具
弹性指定选项 实现保单长远增长

• 简易申请
毋须申报健康状况 2

了解更多 
「尊尚盈家」详情



1,220,000美元 6,100,294美元

1,274,000美元 12,253,922美元

1,024,000美元 435,000美元
+

示例1

流动性非凡的财富累积工具 
更快迈向美好人生愿景
Christine希望充分利用储蓄令财富增值，
为退休大计作周全准备。她正展开财富 
规划，并决定投保「尊尚盈家」，不仅能够
加速财富累积，且为她的资金提供充裕 
流动性。

保单持有人和被保人
Christine（35岁）
一笔过缴付保费
1,000,000美元
名义金额
1,000,000美元

保单年度

回本年度

0 5 10 30 45 54

在保单开始生效时， 
保证现金价值：
850,000美元
（一笔过缴付保费的85%）

总保单价值：
1,459,000美元
（一笔过缴付保费的146%）

合共提取：
2,250,000美元

提取后的总保单价值：
7,320,294美元

总身故保险赔偿支付：
13,527,922美元

在第10个保单周年日，总内部回报率
达3.85%

注：
• 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
 以下两项中的较高者

 i  已缴标准保费总额*的100%，额外再加已缴标准保费总额*的5%（如果被保人在（a）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后和（b）最初被保人为70岁或以下 
    时身故）；
 和
 ii  保证现金价值

  非保证终期红利（如有）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
  任何欠款（如适用）

* 已缴标准保费总额为从保单日期计起至被保人身故日到期和已付的保费总额，而不包括任何因核保规定所引起的额外保费。如果名义金额有变的 
情况下，已缴标准保费总额将相应地被调整。

注：
• 保单持有人必须就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经本公司批核，符合行政规定、保单合约的条件和本公司不时生效中的任何
其他要求。详情请参考「尊尚盈家」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 尚未给付的身故保险赔偿余额将按本公司不时以完全酌情权釐定的利率累积利息。余下的50%的总额乃根据年利率假设为2%累积所计算。实际金额 
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保证现金价值／
保证身故保险赔偿

非保证价值
她（65岁）决定行使终期红利 
锁定选择权以锁定50%的终期
红利之最新价值，以支持她的
退休生活开支
在66至80岁期间，她每年提取
150,000美元，开始环游世界
之旅

她在89岁时身故
她在世时已选择混合给付作为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她选择其受益人可一笔过
收取50%的身故保险赔偿，余下的50%赔偿将会在未来10年内分期收取，期间 
尚未给付的余额会继续累积利息：

此后，Christine的下一代可利用这笔资金追求梦想

一笔过收取50% 
（6,441,498美元）

余下的50%会在未来10年内分期收取
（6,441,498美元）和累积利息会连同 
最后的分期款项收取（644,926美元）

累积提取金额连同总身故保险赔偿支付的总价值为 

15,777,922美元（为一笔过缴付保费约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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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尚盈家」寿险计划由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承保。

此计划须受有关保单合约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所限制。我们保留接受此计划申请的最终权利。本单张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我们与任何 
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单张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及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有关保单
合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本单张的繁简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繁体文本为准。本公司备有繁体文本的单张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20楼安盛保险 
（百慕达）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

2022年8月

备注
1. 以上示例假设 (i)已缴保费未有包括保险业监管局收取的保费征费 ; (ii)除以上示例中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须支付的身故保险赔偿外，并未有 
任何已支付或须支付的保单利益或赔偿 ;以及除以上示例中的提取外，并无进行提取 ; (iii)保单内并无欠款 ; (iv)所述提取（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 
年度开始时行使 ; (v)所述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行使 ; (vi)每次提取将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和其利息（如有）
中支付 ; (vii)除以上示例中因弹性指定选项而引致名义金额的减少外，保单的名义金额在保单年期内维持不变和 (viii)提取金额包括从非保证利益中
提取，实际提取的金额和年期或与上述说明数值有所不同，乃取决于应付的非保证利益实际金额。

2. 名义金额用于计算此计划的保费和相关保单价值，并不相当于被保人的身故保险赔偿，以及只是决定须支付身故保险赔偿的其中一个因素。
3. 总保单价值为保证现金价值、非保证终期红利之价值（如有）和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假设 
红利率和 (ii)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3.5%计算（如适用）。但该等红利率和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如适用）并非保证，本公司
可不时釐定并作出调整。实际金额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4. 如果您申请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转移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锁定金额将按截至本公司批准申请当日的终期红利之价值而厘定。该金额可能会
与您提交申请时所显示的终期红利之价值的金额有所分别。如果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的金额少于本公司不时釐定的最低金额，则该提取将不获
允许。

5. 本单张所示的数额可能存在调整的差异。



5,120,000美元 2,175,000美元

4,665,000美元 3,503,993,182美元

4,817,500美元 7,638,104,935美元

2,622,500美元 2,212,500美元

2,622,500美元 2,212,500美元

5,245,000美元 4,425,000美元

50%

「尊尚盈家」寿险计划
示例2

保单年度

回本年度

0 5 10

保证现金价值

非保证价值

15 16 53 – 83 136

15 23 14335 – 38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单张提及的年龄均指被保人、最初被保人、另一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尊尚盈家」的保险利益受限于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内所列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本单张只提供「尊尚盈家」的部分主要特点和示例仅供 
参考用途。本单张应与有关产品说明书一并派发和细阅。您不应单独依靠本单张而作出任何购买决定，并应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1. 保证现金价值最早将在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达到一笔过缴付保费的100%。
2. 如果（i）被保人的缮发年龄为70岁或以下 ;和当「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的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低于或相当于1千万美元 ;或（ii）被保人的缮发 
年龄为71至80岁 ;和当「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的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低于或相当于5百万美元，则毋须健康状况核保。AXA安盛保留 
接受任何毋须健康状况核保的「尊尚盈家」申请的最终权利。为免存疑，同一被保人的（i）所有「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下保单的申请 ;  
和（ii）所有现有「尊尚盈家」和指定分红寿险计划下保单（不论保单的保费缴清与否），都将包括在保费总额的计算内。

「尊尚盈家」寿险计划（「尊尚盈家」）助您在创富道路领先，让您达成重要的理财和传承目标，更加得心应手。「尊尚盈家」
设有灵活的一笔过缴付的保费缴付年期和快速回本期，更具备资金流动性，让您开启生活的无限可能。

投保「尊尚盈家」可享以下优势：

• 回本期尽在掌握
回本期快至5年 1

• 锁定回报功能 收放自如
灵活捕捉市场升势 随时锁定回报

• 独特兼具弹性的财富传承工具
弹性指定选项 实现保单长远增长

• 简易申请
毋须申报健康状况 2

了解更多 
「尊尚盈家」详情

高效卓越的财富和传承规划
企业家Sam持有相当具规模的业务， 
但考虑到市场波动，他积极寻求更稳健的
方式来累积财富，并传承至子女和后代。
因「尊尚盈家」的财富增长能力和财富分配
的灵活性，成为Sam的明智选择。

保单持有人
Sam（33岁）
最初被保人
Victor，Sam的大儿子（2岁）
一笔过缴付保费
5,000,000美元
名义金额
5,000,000美元

在保单开始生效时， 
保证现金价值：
4,250,000美元
（一笔过缴付保费的85%）

总保单�值：
7,295,000美元
（一笔过缴付保费的146%）

Sam迎接 
小儿子 
Ivan诞生

在第10个保单周年日，总内部回报率 
达3.85%

现有保单的名义金额随之减少50%至2,500,000美元

已分拆保单的名义金额：2,500,000美元

现有保单的总保单价值：
4,835,000美元

现有保单的期满利益：
3,508,658,182美元

已分拆保单的总保单价值：
4,835,000美元

部分转移前现有保单的总保单价值：
9,670,000美元

Sam（56岁） 
把已分拆保单的 
持有人转移至 
Ivan（18岁）

Ivan（30岁）行使终期红利锁定 
选择权，以锁定65%的终期红利之
最新价值，并从31至33岁期间，
每年提取3,000,000美元支持其 
初创业务

已分拆保单的期满利益：
7,642,922,435美元

Sam（48岁）行使弹性指定选项，以转移50%的现有 
保单价值至另一份「尊尚盈家」保单，并指定 
Ivan（10岁）作为已分拆保单的被保人（另一被保人）

Sam（49岁）把现有
保单的持有人转移
至Victor（18岁）

Victor决定在55和60岁时行使
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以每次 
锁定50%的终期红利之最新 
价值，并在66至85岁期间， 
他每年提取4,000,000美元， 
以支持他的慈善基金

将来Victor和 Ivan也可行使弹性指定选项，转移部分已累积的保单价值至后代……

累积提取金额连同在保单期满时的总保单价值为 

11,240,580,617美元（为一笔过缴付保费约2,248倍）

注：
• 当行使弹性指定选项时，现有保单的部分价值转移至另一份「尊尚盈家」保单，并指定另一位人士为该保单的被保人。已分拆保单将会 
被缮发，而其保单价值将相当于转移价值，现有保单的名义金额和相应价值将相对地减少。详情请参考「尊尚盈家」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 
合约。

• 保单持有人必须就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弹性指定选项和更换保单持有人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经本公司批核，符合行政 
规定、保单合约的条件和本公司不时生效中的任何其他要求。详情请参考「尊尚盈家」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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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尊尚盈家」寿险计划由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承保。

此计划须受有关保单合约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所限制。我们保留接受此计划申请的最终权利。本单张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我们与任何 
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单张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及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有关保单
合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本单张的繁简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繁体文本为准。本公司备有繁体文本的单张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20楼安盛保险 
（百慕达）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

2022年8月

备注
1. 以上示例假设 (i)已缴保费未有包括保险业监管局收取的保费征费 ; (ii)除以上示例中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须支付的身故保险赔偿外，并未有 
任何已支付或须支付的保单利益或赔偿 ;以及除以上示例中的提取外，并无进行提取 ; (iii)保单内并无欠款 ; (iv)所述提取（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 
年度开始时行使 ; (v)所述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行使 ; (vi)每次提取将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和其利息（如有）
中支付 ; (vii)除以上示例中因弹性指定选项而引致名义金额的减少外，保单的名义金额在保单年期内维持不变和 (viii)提取金额包括从非保证利益中
提取，实际提取的金额和年期或与上述说明数值有所不同，乃取决于应付的非保证利益实际金额。

2. 名义金额用于计算此计划的保费和相关保单价值，并不相当于被保人的身故保险赔偿，以及只是决定须支付身故保险赔偿的其中一个因素。
3. 总保单价值为保证现金价值、非保证终期红利之价值（如有）和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假设 
红利率和 (ii)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3.5%计算（如适用）。但该等红利率和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如适用）并非保证，本公司
可不时釐定并作出调整。实际金额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4. 如果您申请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转移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锁定金额将按截至本公司批准申请当日的终期红利之价值而厘定。该金额可能会
与您提交申请时所显示的终期红利之价值的金额有所分别。如果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的金额少于本公司不时釐定的最低金额，则该提取将不获
允许。

5. 本单张所示的数额可能存在调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