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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卓势保障计划

以灵活应变的计划来保
障您的财富，并同时享

有增加积蓄的优势



1指初始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并根据调整过的利益或部分提款而进行调整，若有。
有关保诚保障基金股利分配的重要信息，请参阅最后的重要事项。

规划一个随时改变计划的方案
在现今变化莫测的局势中，生活和计划的中断可能会带来出乎意料
的改变，从而加重我们的财务负担。您所成就的事业值得受保，理
应世代相传。

因此，您必须奠定牢固的根基来保障您的财富。通过持续投资于市
场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财富，同时为您的亲人保存财富。

指定一项给您灵活空间保障和增长财富的计划，让您在所有趋势中
都能轻松凌驾于市场之上。诚意推荐保诚卓势保障计划 : 一项给予
您应变能力，并让您随时改变投资方式的保障计划。

致力在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
不断改变
把握人生的起落，掌握      计划。这是项特别为帮助您
驾驭一个动荡不定的投资环境而设的投资联结计划。

在经济低迷的时期，继续受保 
于一项在您的投资组合巅峰1 锁定保障的
市场首项财富保障特征，以确保您的亲人
能继续得到应有的呵护。

抓紧新机遇
来增长您的财富。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保诚保障基金，轻松简易地进行投资来保障
您的财富。从第一天起，就以实惠简化的收
费来投资您所有的资金。 

保存 
为您的至亲保存遗产。

增长 
轻松掌握每项
增长财富的机会。

保障
降低您投资组合的风险，
以在人生意外事件发生之
际享有更大的保障。



规划一个
优化财富增长的计划

规划一个
随时改变计划的方案

规划一个
为至亲保障财富的计划

规划在 
巅峰之际保障您的财富

主要利益 

以递增保障受保
 以总保费之103%起，并每年增加3%的保障4于死

亡和意外全残2之际守护您的财富。

选择如何分配您的财富
利用受益人提名，以免除任何遗嘱认证的
延迟。

1指初始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并根据调整过的利益或部分提款而进行调整，若有。 | 2保障于受保人满70岁之前的保单周年终止。 | 3我们将赔偿以下最高的数额：(a)投保额；   
(b)财富保障价值；或 (c)初始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外加额外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扣除任何未清还的应付数额和提款。 | 4投保额的增加将不适用于所进行的充值数额和附加利。
每年3%的增加是根据单息计算，止于总缴付保费之160%，并根据调整过的利益或部分提款而进行调整，若有。 | 5您可在保单生效日的8年后（针对单期保费保单）或行政收费期
限后(针对常年保费保单)，降低投保额和/或财富保障价值，但却不可低于总缴付保费之125%(扣除任何初始投资户头的提款)。  | 6单期保费与常年保费保单的行政收费和付款期限
有别。 | 7根据最近期的初始投资户头价值 | 8喜迎红利仅适用于常年保费保单。 | 9仅可于保单生效两年后进行。 | 附带条款。请参阅产品简介查询更多详情。

持续跟进的灵活性
无论是转换基金、充值或部分提款，您都可选择

随着需要进行调整。

将遗产遗留给亲人
拥有在个人持有者保单和企业持有保单中个
别更换受保人9多达3次和无限次的选项。

灵活改变保障
根据需要调整保障5。

简化实惠的行政收费
于有限年数期间⁶，享有每年0.8%7起具竞争优势及
简化的行政收费。

充分利用所有投资
从第一天起就以100%的投资保费来启动您的投资
旅程。在首个保单年度里，领取多达30%的额外
单位做为喜迎红利8，并于每8年期间享有0.8%7的
忠实红利。

以财富保障特征锁定最高的保障数额
市场首项财富保障特征在增长您的投资之际，为

您锁定每日最高保单价值1。在死亡或意外全残之
际2，您的保障已在保单价值巅峰之际3被锁定。

灵活选择如何投资
选择单期保费，或5年、10年和15年的常年

保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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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的巅
峰价值:

$899,684

$497,000

$160,000

在市场低迷期间，财富保障价值
将把每日最高户头价值锁定于初
始投资户头中。

麦斯在85岁时，于市场低
迷之际过世，而他的受益人
将可获得以下赔偿：
$899,6842 
(两倍 的户头价值)

年龄

财富保障特征如何操作？

麦斯育有两子，并成功经营着一项价值4亿新元的生意。为了扩充其公司，他将一笔显著的收益重新注入业务中。

现在， 他有意增长财富，但对市场波动可能影响其投资而有所顾虑。他以100,000新元的单期保费认购保诚卓势保障计划，
以借助计划的独特财富保障特征和每年增长3%的投保额1回报率，在他不幸于市场危机之际过世时，确保财富仍能受保。

麦斯
40岁 
非吸烟者

在您的投资组合每次创新高之际，保障您的财富。

这是个假设性例子，以帮助您了解财富保障特征和递增投保额如何同时操作来为您提供市场波动的保障。
这项案例仅为说明用途，并不可借以推断该产品的回报。它包括所有的应付收费和费用，包括仅限首8年的年度0.8%行政收费、每年1.3%的持续投资收费和适用的保险费用。
1投保额的增加将不适用于所进行的充值数额和附加利益所缴的保费。每年3%的增加是根据单息计算，止于总缴付保费之160%，并根据调整过的利益或部分提款而进行调整，
若有。
2实际应付利益将根据保诚保障基金的相关资产的实际表现而定。实际持续投资费用将根据指定的保诚保障基金而定，并可能每年调整。我们将赔偿以下最高的数额：(a)投保
额；(b)财富保障价值；或 (c)初始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外加额外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扣除任何未清还的应付数额和提款。

初始投资户头价值

财富保障价值

投资组合价值的巅峰

投保额

投资100,000新元
的单期保费。

130,000 新元的投保额高于财
富保障价值，并提供死亡和
意外全残保障。



计划。

固定收入2 现金3股票2 保诚卓势保障计划4,5

布伦达是一名通过创建公司而发达的企业家。虽然她手持大量现金寻找新投资机会，但是她不介意随时进行
市场投资。

让我们一睹          计划能如何帮助她于10年内，潜在地增加净值，并在她若不幸于市场危机之际过世
时，为她的家人保障其财富1。她投资350,000新元来认购一项单期保费的

1这是个假设性例子，以帮助您了解保诚卓势保障计划如何在个人不幸过世之际，于其投资组合中发挥增加和保障财富的作用。它展示了财富保障特征和递增投保额如何同时
操作来提供市场波动的保障，不包括任何充值。这项案例仅为说明用途，并不可借以推断该产品的回报。 | 2投资回报率是根据从1999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摩根斯坦利资本
国际（MSCI）所有国家世界指数，以及彭博巴克莱资本个别就股票和固定收入的全球综合指数来计算。所纳入的投资费用是使用每年0.45%的平均年化费用率来计算，并以
月度形式扣除 | 3新加坡国内储蓄存款利率应用于计算现金。 | 4根据保诚保障新加坡亚洲管理基金于1999年1月至2008年12月之间的回报来计算。它包括所有的应付收费和费
用，包括仅限首8年的年度0.8%行政收费、假设每年为1.3%的持续投资收费和适用的保险费用。 | 5170万新元的投资组合价值为保诚卓势保障计划应付的股票、固定收入、现
金和死亡利益的总市场价值。针对保诚卓势保障计划，我们将赔偿以下最高的数额：(a)投保额；(b)财富保障价值；或 (c)初始投资户头的户头价值，外加额外投资户头的户
头价值，扣除任何未清还的应付数额和提款。实际应付利益将根据保诚保障基金的相关资产的实际表现而定。实际持续投资费用将根据指定的保诚保障基金而定，并可能每年
调整。过往的基金表现不可做为未来表现的标准。

 

 

 

 

 

 

 
投资组合价值：

$1.5M

(+20%)
$1.2M

$1.0M

(+50%)

 

 

 

 

投资组合价值：

$2.0M

$1.7M
(+70%)

(+100%)

$1.0M

布伦达利用          计划充分把握市场上升的时机，并轻松驾驭市场低迷时期：

计划如何操作？

保单年度0

保单年度10

市场低迷
保单年度10

原本的投资组合 计划的新投资组合

保单年度0

保单年度10
市场低迷

保单年度10

她通过多元化投资, 把握市场上升趋势，使财富增长了
额外500,000新元。

以财富保障特征于市场低迷之际过世时，保障她的投资组合，从而为
家人遗留170万新元的投资组合价值5。这比她原先的投资组合多出
500,000新元或高出42%。

布伦达
40岁 
非吸烟者

布伦达
40岁 
非吸烟者



价值是根据每年8%的所示投资回报率和每年1.3%的持续投资费用来计算，并包括保险费用 (若适用)。实际应付利益将根据基金的相关资产的实际表现而定。实际持续投资费用将
根据指定的基金而定，并可能每年调整。根据每年4%的投资回报率和1.3%的持续投资费用来计算，保单于79年之际的预计现金值和死亡利益将为11,473新元。
这个图形未按比例绘制，并仅供说明用途。
1保单价值以首个保单年度末为基准。 | 23%保费收费适用于通过投资增进途径来进行充值  | 3每8年偿付一次。 | 4来自额外投资户头。 | 5来自额外投资户头和初始投资户头的余额。

布伦达
40岁 
非吸烟者

布伦达
40岁 
非吸烟者

保诚卓势保障计划如何优化财富
詹姆士迎接他的初生婴儿布赖恩，并开始为他们俩的主要人生里程碑规划，以确保其退休时期和布赖恩的未来都能获
得足够的保障。他认购一份保诚卓势保障常年保费计划，并为期10年地每年缴付10,000新元的保费。

 

$8,398,319 

 

保单价值詹姆士为保单持有者的保期 布赖恩为保单持有者的保期 （数字）- 指年龄

 

$8,398,319 

 布赖恩于80岁不幸过世，
而其孩子随即领取

布赖恩提取
100,000新元
来创业。
$867,421

詹姆士提取4 50,000新元
来资助布赖恩的大学   
学费。
$254,233

他为保单进行20,000新元
的充值2，以为儿子的教育
累积资金。
$92,813

詹姆士 (76岁) 已就备将财富
传给布赖恩 (41岁)，并将保
单分配给他。
$749,015

詹姆士将受保人转换
为布赖恩 (16岁)。

詹姆士认购一份10年缴付
期的保诚卓势保障计划，
并领取保费之10%的喜迎
红利。

$11,5231

开始领取0.8%的忠实
红利3。
$141,754

詹姆士提取5 75,000新元
来资助他的退休生活。
$301,125

保单年度5 9 15 20 26 40 45 79

詹姆士
35岁 
非吸烟者

$840万
的死亡利益。



其他产品特征和利益

下个生日1 to 80岁

单期保费

投保年龄

常年保费

随着您不断变化的需求，于需要之际拥有提取部分款项的选项。若您进行以下提款，我们将不向您征收任何适用收费：

附带条款。请参阅产品简介查询更多详情。

(1) 从您的初始投资户头进行首次提款，而提款数额不超过
单期保费之10%，或

(2) 在第8个保单年度后，从初始投资户头进行提款，或
(3) 从额外投资户头进行提款。

最近期初始投资户头价值之0.80% 的款项；
为期8年征收。

––

以最低1,000新元的保费充值额外投资户头，就能拥有通过投资提升特征来增加投资的选项。
3%保费收费将适用。

忠实红利：
于每8年期间领取最近期初始投资户头价值之0.8%的款项。

高达 10% 高达 20% 高达 30%

 征收为期8年 

每年
10,000新元  最低保费

红利

行政收费

通过投资提升特征
进行充值（一次性
款项）

部分提款

下个生日
1至75岁

50,000新元

5年缴付期

(1) 在行政收费期限后，从初始投资户头中进行提款，或
(2) 从额外投资户头进行提款。

每年征收最近期初始投资户头价值之1.75%

喜迎红利：于首个保单年度，通过派发额外
单位形式补充首年保费。

15年缴付期10年缴付期

下个生日
1至70岁

下个生日
1至65岁

每年
5,000新元  

每年
3,600新元  

 征收为期10年  征收为期15年 



欲知更多详情，请和您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
今天就拨打1800 333 0 333联系我们
重要备注：
保诚建议您参阅产品简介，并向合格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以进行财务分析，才购买一份适合您的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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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会比所缴付的保费少。

保诚卓势保障计划是一项投资于保费投资联结子基金的保费投资联结计划。每项投资都附有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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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未来表现的标准。

若您选择一只拟定期分配股利的保费投资基金，需要注意的是股利的分配由基础基金的董事会、管理人和/或保诚保险新加坡公司酌情决定，且不受保
证。分配的股利可从资本中实际支付，这将降低用于计算基金单价和保单退保价值的基金资产净值。

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基金的相关产品简介和产品亮点表都供您向您的保诚财务顾问索取。一名潜在投资者应该细读产品简介和产品亮点表，才决定是
否要购买保费投资联结计划子基金的单位。

这本宣传册只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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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条规及详情。所有保单文件均可向保诚财务
顾问索取。

这本宣传册仅限于新加坡派发，并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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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宣传册之间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
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这份保单受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实施的投保人保障计划所保护。您的保单的保障都是自动性的，您无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欲知更多有关这项计划的
利益类别和保障限额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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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为止正确无误。这则广告未经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Prudential Assurance Company Singapore (Pte) Limited. 
(Reg. No. 199002477Z)
7 Straits View #06-01 Marina One East Tower 
Singapore 108936
Tel: 1800 333 0 333 Fax: 6734 6953
Part of Prudential plc 

www.prudential.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