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您的财富传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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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 

1938年立足狮城， 品牌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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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实力评级：
标准普尔: A-   | 贝氏: A 

总资产达12,990亿港元 (截至2021年6月)

1929 年创立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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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自 2018 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大师对决， 如骑士般游刃自如

我们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毅力、诚信和价值观的驱
使下， 我们得出了结论 -- 游刃有余方能如愿以偿。 正如国际象棋中“骑士”
的力量和灵活性一样， 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您在人生棋局中“大获全胜”。



  源远流长 无限回报    
把目光投向于安逸闲适的生活， 对于未来， 您已经做出明智的财务
选择， 并努力实现您的目标。 您的下一步便是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为您的挚爱留下一份源远流长的遗产。

通过永恒至尊传承（美金）实现您的最终目标。  明智之选， 保障您的

遗产和您挚爱的未来。



投保年龄 保证利益倍数

1 - 29 3.50

30 - 39 3.25

40 - 49 3.00

50 - 54 2.75

55 - 59 2.50

60 - 64 2.25

65 - 70 2.00

利益概要

保障升级，倍护您的利益
永恒至尊传承（美金）提供即时保证利益(GB)， 最高为基本保额的 3.5 倍， 直到 86 岁。 此后，
在五个保单年度内，GB 将于每个保单年度减少 10%并从 90 岁起保持在50%。 

通过这种方式， 您可以始终保障您的保证利益， 同时享有更长久的财务安全。

适合您需求的保费缴付期
您可以选择五年或十年的保费缴付期。

特惠保费
若您的健康状态良好， 可获享特惠保费， 具体依体检结果而定。

高额回报， 尽享收益
保障退保价值在保单生效后就可获得，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随着红利的增加，  您的
保单退保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终身保障
正是有了您的付出， 才有了财务上的宽裕。 这归功于您的辛勤努力和具有远见的传承战略
规划。 您的财产将获得终身保障1， 并确保为您的至亲留下完整的财富。



打造传承 后世流芳

无论是为您的挚爱打造遗产， 公平的分配财富或是确保您的业务能
永续发展， 永恒至尊传承（美金）都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些财务目标。  

保护遗赠， 惠泽子孙

为您辛苦建立起来的资产提供无缝的财富传承， 
并保持家庭和谐。

确保在关键业务利益相关者意外离去的情况下，
您的业务能够继续发展。

传承规划

财产规划

企业连续性



For retirement :
USD249,907

情景 1  -  传承规划 

劳拉 (Laura)， 35 岁， 非吸烟者， 新加坡居民， 核保等级为超优选：

她想给她的孩子留下一份宽裕的遗产。 她签署了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保费缴付期为五年， 年保费为 50,024 美元。 保证身故利益达1,713,000 美元， 劳拉享有终身保障， 她的儿子在她去世后也能得到经济保障。

情景 1：没有投保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她有 500,000 美元现金 她有 500,000 美元现金

退休需要：
250,000 美元 退休需要：

249,880 美元

投保了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五年内缴付的总保费：

250,120 美元 
保证利益：

1,713,000 美元

如果劳拉在 85 岁时去世。
身故利益赔偿金：
2,286,831 美元2 

留给孩子的财产估计：
250,000 美元

情景 2：有投保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理查德 (Richard)，55 岁，非吸烟者， 新加坡居民， 核保等级为超优选：
他希望在他的两个孩子杰森 (Jason) 和梅 (May) 之间公平地分配他的遗产， 
并在他去世后为他的妻子朱迪 (Judy) 提供足够的财务稳定性。

理查德用永恒至尊财富（美金）分配财产的方式：

理查德可以通过使用 3,499,380 美元的现金购买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保费缴付期为五年， 将
其总资产增加到 3,900 万美元 。

没有投保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32,499,380 美元

房地产
1,000 万美元

房地产
1,000 万美元

家族企业
1,000 万美元

现金
3,499,380 美元

永恒至尊传承（美金）提供
1,000 万美元保额

家族企业
1,000 万美元股票和债券

900 万美元
股票和债券
900 万美元

有投保永恒至尊传承（美金）
3,900 万美元

杰森
自毕业后一直在帮助理查德
打理价值 1,000 万美元的家

族企业。

梅
对艺术绘画充满热忱，希
望建立自己的艺术画廊

和展览。

朱迪获得 1,300 万美元：

房地产： 1,000 万美元
永恒至尊传承（美金）的赔付： 300 万美元3

这将足以让朱迪在她的黄金岁月里过上舒适的生活。

杰森获得 1,300 万美元：

企业：1,000 万美元 
股票：300 万美元

杰森将自己的心思放在家族企业上， 并了解其运作。 他可
以继续经营和发展父亲用一生时间建立的事业。 杰森自然
应当完全继承该企业。

梅获得 1,300 万美元：

债券：600 万美元
永恒至尊传承（美金）的赔付：700 万美元3

这将为梅提供足够的资金来追求她的梦想， 也能避免投
资风险。

情景 2  -  财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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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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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3日核对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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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身故利益是以下两项中的较高者：
(a) 保证利益；或
(b) 保额或保证退保价值的 101%， 以较高者为准， 加上任何附带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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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故利益 = 1,713,000 美元。 
实际派发的利益取决于分红基金的未来表现。

保单保证利益将保持不变直至受保人下一个生日年满 86岁。 此后， 在五个保单年度内， 保证利益将于每个
保单年度减少 10%， 并将保持在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