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筑安全网，
助您勇敢逐梦

细心聆听。深入理解。尽力实现。

保诚炫动增值计划 

保障您财富
增长的安全网。 



1 仅适用于保单期满或身故索赔的情况，不适用于提前退保。保单起保日的增长保证价值等于已缴付的单期保费。此后的每日增长保证价值，以下列较高者为准：(a) 前一日的增长保证价值，或(b) 已缴付的单期保费加上 90%
的户头价值收益。投资收益 (又称为“户头价值收益”) 由户头价值扣除已缴付单期保费计算得出，但前提条件是您未进行部分提款。若您进行部分提款，增长保证价值和保额将予以修订，同时身故赔偿金也会减少。| 2 只有在
保单期满前未进行部分提款的情况下，本金才会在期满时获得保证。 

勇敢逐梦，无惧人生起伏

保诚炫动增值计划 —  
拥有助您更勇敢逐梦的安全网 

我们都有憧憬实现的梦想 — 事业、爱好、新居或新的商业投资。梦想需要我们鼓起勇气，
逐梦则赋予我们充实人生的目标和动力，也让我们成为最真实的自己。 

如今的世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且与日俱增。但您仍然渴望拥有安全感，把控自己的
人生，守护自己以及至亲的幸福。现在，您有机会主动规划您的未来，保障您的财富，
即使事情没有按预期发展，也能保证您和您的梦想有所依托。 

这是一项单期保费投资联结计划，通过锁定 90% 的投资收益1

来增长您的财富，通过期满本金保证2的特征为您规避市场下行风险。

它是您可以依靠的安全网，守护您的辛勤所得，让您充满自信、
勇敢逐梦。 

立即开始，勇往直前!  



构筑安全网，尽享安心 

确保您的至亲有所依托 
在您的保单有效期内提供身故赔偿5。

保障您的本金
在保单期满之际，您的本金将获得保证4。

以更高的潜在回报增长您的财富

主要利益 

加速财富增长的明智之选
选择以现金或退休辅助计划 (SRS) 以单期保
费来投资 12 或 15 年 。

首日投入 100% 保费，最大化您的
投资收益。 

充分利用所有投资 只投资于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 
一支多元资产基金，通过追踪 Systematix® BEST 
10% RC USD 指数3来创造机会，实现股票和债券
市场的资本增长。 

锁定 90% 的投资收益，从上行市场中获利
利用增长保证特征，在期满时或身故日锁定 90% 
的每日最高投资收益1，从上行市场中获利。增长
保证价值一旦锁定，即使市场下行也不会减少2。

1 不适用于提前退保。保单起保日的增长保证价值等于已缴付的单期保费。此后的每日增长保证价值，以下列较高者为准：(a) 前一日的增长保证价值，或 (b) 已缴付的单期保费加上 90% 的户头价值收益。投资收益 (又称为 
“户头价值收益”) 由户头价值扣除已缴付单期保费计算得出，但前提条件是您未进行部分提款。若您进行部分提款，增长保证价值和保额将予以修订，同时身故赔偿金也会减少。| 2 增长保证价值不会减少，除非您在保单有
效期内进行过提款。| 3 请参阅《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 基金信息手册》,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该基金本质上利用杠杆 (最高300%) 来控制投资策略的波动性。| 4 只有在保单期满前未进行部分提款的情况下，才会在期满时保
证本金数额。| 5 如遇身故，我们将支付 (以下列较高者为准)：(a) 保额 (已缴付单期保费的101%)，或 (b) 增长保证价值，或 (c) 身故日的户头价值，扣除所有欠款后。



维罗妮卡 - 35岁，非吸烟者 
维罗妮卡是一位狂热的骑行运动爱好者。她梦想在 50 岁时参加世界各地的自行车赛事。
她认购了保诚炫动增值计划，以增长储蓄并获得财务保障，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追逐梦想。

仅供说明用途。这是一个假设性例子，用于向您说明增长保证特征如何在市场波动时守护财富。请勿理解为产品的真实回报。上图价值基于平均8%的投资回报率、整个保单期限内每年 2.0% 的行政费用，以及每年 0.5% 的持续
投资费用（如适用）计算得出。实际的持续投资费用可能每年有所调整，且不包括基金层面的费用。实际应付利益将视保诚炫动增值计划的投资资产表现而定。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将仅投资于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根据平
均 4% 的投资回报率、每年 2.0% 的行政费用以及每年 0.5% 的持续投资费用计算，第15年的预计增长保证价值和户头价值分别为 28,698 新元和 24,761新元。

1 保单起保日的增长保证价值等于已缴付的单期保费。此后的每日增长保证价值，以下列较高者为准：(a) 前一日的增长保证价值，或 (b) 已缴付的单期保费加上 90% 的户头价值收益。投资收益 (又称为“户头价值收益”)
由户头价值扣除已缴付单期保费计算得出，但前提是您未进行部分提款。| 2 保单期满或索赔身故赔偿金时，本金将得到保障。| 3 保单期满当天，我们将一次性付清到期利益。到期利益以期满时的户头价值和增长保证价值中
较高者为准。我们将扣除您所欠的任何款项。

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增长并守护维罗妮卡的财富 

单期保费：
$20,000

保单期限：
15 年

投资来源：
现金 

基金：
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

增长保证价值 (GA) 

户头价值 (AV)保单年度

维罗妮卡的保单在市场下行
阶段期满3。不过，增长保证
特征保障了她的财富增长。

$56,2643

已缴付单期保费的 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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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87

增长保证特征锁定 90% 的
最高投资收益1。
GA (单期保费+90% 的
投资收益): $22,329  
AV: $22,588

保证本金在市场下行阶段得到
保障2

GA: $22,329
AV: $16,436

增长保证特征锁定 90% 的最高投
资收益1

GA: $30,858
AV: $32,064



大卫 - 50 岁，非吸烟者
大卫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希望通过财富增长，在晚年享受都市农耕生活。他希望透过退休辅助计
划 (SRS) 来加速财富增长，并尽可能地减免税金1。但是，他担心会在市场波动中损失本金。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他可以如何通过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助力SRS基金增长。

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增长大卫的 SRS 基金

您知道吗？
35 亿新元 (24%) 的 SRS 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

保单年度

12年后, 大卫可获得

$43,9073

已缴付单期保费的 1.7 倍

借助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大卫可实现
市场上行阶段的财富增长 市场下行阶段的本金保障

大卫将 SRS 资金中 闲
置的 2.5 万新元投资
于保诚炫动增值计划

仅供说明用途。在上图中，到期现金价值为户头价值，高于第12年的增长保证价值。上图价值基于每年 8% 的投资回报率、整个保单期限内每年 2.5% 的行政费用，以及每年 0.5% 的持续投资费用计算得出。实际的持续投资
费用可能每年有所调整，且不包括基金层面的费用。实际应付利益将视保诚炫动增值计划投资的资产表现而定。保诚炫动增值计划将仅投资于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根据每年 4% 的投资回报率、每年 2.5% 的行政费用，
以及每年 0.5% 的持续投资费用计算，到期现金价值为 27,916 新元。

1 税金减免须符合退休辅助计划账户条款和条件。|  2 基于新加坡财政部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数据。| 3 保单期满当天，我们将一次性付清到期利益。到期利益以期满时的户头价值和增长保证价值中较高者为准。我们将扣
除您所欠的任何款项。

单期保费
$25,000

保单期限：
12 年

投资来源：
SRS

基金：
保诚炫动增值基金 (SGD)

1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欲知更多详情，请向您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
立即拨打 1800 333 0 333，与我们联络。

重要注意事项：
保诚建议您先参阅产品简介，并向合格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以进行财务分析，然后再购买适合您的保单。

由于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承诺，因此提早退保一般会涉及高额费用，而且应付的退保价值（若有）也可能为零，或低于所缴付的保费。

保诚炫动增值计划是一项投资于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基金的保费投资联结计划。每项投资都附带风险，包括可能失去投资本金。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
基金的表现不受保证，而且投资单位价值和投资单位产出的收益（若有）可能上升或下降。过往的基金表现不可作为未来表现的标准。

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基金的相关产品简介和产品特色表，均可向您的保诚财务顾问索取。潜在投资者应细读产品简介和产品特色表，再决定是否要购
买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基金的单位。

本手册仅供参考，不可视为保险合约。请参阅此保险计划的保单文件，以了解有关保险之确切条款与条件、细则及排除情况。所有保单文件均可向保
诚财务顾问索取。

本宣传册仅限于新加坡派发，并不构成销售邀约或征求购买或提供任何新加坡境外的保险产品。若中、英文版宣传册之间存在任何差异，一切以英文
版为准。

此保单受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实施的投保人保障计划的保护。保单的保障范围自动生效，无需您采取任何行动。欲知更多有关这项计划的利益类别和
保障限额信息（如适用），请联络您的保险机构，或浏览新加坡普通保险协会/人寿保险协会或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网站 (www.gia.org.sg 或
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资料截至2022年12月15日正确无误。

本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保诚保险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199002477Z)
海峡景7号#06-01滨海盛景东座
新加坡邮区018936。
电话：1800 333 0 333 传真: 6734 6953
英国保诚集团成员

www.prudential.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