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助您積累財富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 為未來生活打好基礎

黃女士35歲，專業人士。

她需要 …
終身人壽保障，專為長線儲蓄而設，設有整付
（躉交）、5年或10年供款（繳費）期的選擇

潛在回報來自保證現金價值和
非保證紅利

長線儲蓄，靈活理財，
助您實現不同人生階段的夢想

您可在保單上附加其他保障，
包括危疾（重大疾病）和醫療保障

$
及早開始儲蓄，以確保資金充裕，應付未來
突如其來的開支

為家人準備長期的
理財保障方案

計劃可以如何幫助黃女士？*
• 黃女士投保以美元結算的「雋升」儲蓄保障計劃，分5年供款（繳費），年交保費為15,386美元。
• 黃女士可選擇退保以提取所有的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作創業、退休用途，或在保單內積累此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賺取更高潛在回報。
預期（非保證）
現金總值

總保費

如黃女士在過往年期從未提取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並讓其在保單內積累，
黃女士可選擇在55歲、或65歲、或75歲退保以提取所有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

計劃開始
（35歲）

下次
生日年齡

40歲

55歲

65歲

75歲

5年支付總保費為76,931美元

172,537美元的預期（非保證）現金
總值，約為總保費的2.2倍

329,724美元的預期（非保證）現金
總值，約為總保費的4.3倍

642,311美元的預期（非保證）現金
總值，也是總保費的8.3倍

* 此單張所指的年齡為下次生日年齡。
以上數字只作參考之用並根據「名義金額」計算，此名義金額用作計算計劃的保費、紅利和其他保單價值的金額。以上例子的名義金額為165,800美元。以上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
包括保證現金價值和非保證紅利。以上計算假設保單生效期間，並無套現任何紅利的現金價值、提取現金價值、減少名義金額和行使保單貸款。此外，以上例子假設並無任何附加
保障而需要額外支付保費。請注意，附加保障不適用於整付（躉交）供款（繳費）期和人民幣保單。所有數字均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到整數，並將根據所選供款（繳費）年期和保單
貨幣而有所改變。
詳情請參閱「雋升」儲蓄保障計劃的產品小冊子。

注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保誠」）承保。此單張只作參考之用，不能
作為保誠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立的任何
合約。如您想瞭解更多有關本計劃的詳情，
可向我們索取保單樣本。
保誠保留根據投保人及／或受保人在投保時所
提供的資料接受或拒絕申請的絕對權利。
繳付保費之划線支票抬頭請注明「保誠保險有
限公司」。
購買人壽保險計劃的客戶有權於冷靜期
（猶豫期）內取消保單，並可獲退回已扣除任何
曾提取現金金額後之任何已繳付保費。只要
保單未曾作出索償，客戶可於（1）保單交付給
客戶或（2）發出有關通知書﹝以說明保單已經
備妥及冷靜期（猶豫期）的屆滿日﹞給客戶／
其代表後起計的21 日內，以較先者為準，以書面
通知保誠提出退保。保費將以申請本保單時
繳付保費之貨幣為單位退回。如繳付保費之
貨幣與本計劃之保單貨幣不同，在本保單下
退回之保費金額將按現行匯率兌換至繳付保費
之貨幣支付，保誠擁有絕對酌情權不時釐定
有關匯率。冷靜期（猶豫期）結束後，若客戶在
保障期完結前取消保單，實際之現金價值可能
大幅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總額。
此單張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
境外提供、出售或遊說購買任何保險產品。
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提供
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屬於違法，保誠不會在
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該保險產品。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退保∕提早提取保單價值∕流動性風險
保險計劃的流動性有所限制。我們強烈建議您
持有保單直至保障期完結，並預留足夠流動
資產以作應急之用。您於保單生效初期退保或
提早提取保單價值，可能會招致嚴重虧損，
或會損失全部已繳付之保費。
匯率及貨幣風險
外幣（包括人民幣）的匯率可升亦可跌，當權益
價值由保單貨幣兌換至其他貨幣時，您可能會
蒙受大幅的匯率損失。此外，將權益兌換至
其他貨幣時，須留意相關的貨幣兌換安排取決
於派發權益時相關貨幣兌換限制而定。人民幣
現時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同時透過香港銀行
兌換人民幣須不時受銀行所定或監管要求
限制。實際的兌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限制而定。
兌換外幣（包括人民幣）的權益至其他貨幣
全屬於客戶的決定和責任，保誠不會就此等
安排負上責任。
所有權益金額都以計劃貨幣支付。就人民幣
保單而言，保誠會在符合有關監管機構不時
發出適用的法律、規例及指引下，以人民幣支付
所有款項。惟保誠有絕對酌情權以港幣支付
此保單的款項。若需要兌換貨幣，在支付款項
時須以保誠於絕對酌情權下不時釐定的當時
兌換率計算。
非保證權益
此產品包括非保證權益及／或回報，在銷售資料
上所顯示之價值並非保證，及只作說明之用。
將來可得的確實權益及／或回報金額可能低於
或高於現時所說明之權益及／或回報。
非保證紅利
歸原紅利和特別紅利之面值將於保誠支付身故
賠償是派發，惟當保單全部或部分退保時，
保誠將僅支付這些紅利的現金價值。歸原紅利
之面值一經公佈即為保證，惟這些紅利的現金
價值並非保證。此等價值僅供舉例說明之用，
並僅根據保誠現時預期的退保價值及紅利率所
計算，而此兩項皆沒有保證，並由保誠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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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更改。實際支付的價值可能比列舉數值為
高或低。

以保障所有組別及時期的分紅保單持有人的
權利及合理期望。

股市及債券相關的投資風險
本計劃涉及投資於一籃子資產，包括環球股票
及債券。本計劃之投資回報將受環球股票及
債券之投資表現所影響。計劃的非保證權益、
回報及表現亦可能因利率及股市變動而受負面
影響。此外，計劃的非保證權益、回報及表現
亦受（計劃所投資的）債券發行人的信貸風險
所影響，而並非由承保人、保險代理或分銷商所
保證。由於大部分股票資產均涉及環球股票，
並以與本計劃不同的貨幣結算，因此外匯匯率
風險亦適用於本計劃。縱然目前債券的外匯
匯率風險以貨幣對衝作管理，但仍存有殘留
風險。

分紅保單業務基金投資於不同類別的資產，
例如股票、房地產、企業債券及現金，以分散
投資風險，此多項資產組合方法可確保回報
達至長期穩定。

人民幣結算資產相關的投資風險
就人民幣保單而言，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
業務基金之投資策略涉及人民幣結算資產的
投資。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業務基金之
投資收益率將受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表現所
影響。然而，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將受由相關
監管部門不時發佈的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
所約束。任何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之修改，
將可能導致投資策略更新，並影響相關投資
表現。
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限期
本計劃之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期有限，
並為限額發售。不論是否已收到您的保單
申請，保誠保留權利全權酌情隨時撤銷出售
此保單貨幣選擇，而毋須事先通知。然而，
若保誠於收到您的保單申請後行使權利撤回
此保單貨幣選擇，保誠將以繳付保費之貨幣
退回您就本計劃已繳保費的原有金額，
惟不包括任何利息。
投資策略
保誠會通過一籃子合適的投資組合，為保單
持有人爭取回報，同時維持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保誠採取積極管理的投資策略，資產組合根據
市場狀況變動而調整。在正常情況下，保誠的
風險管理和投資專家會以較低比例將較高風險
的資產，例如股票，分配到較高保證回報的
保險計劃內，反之亦然。這種做法的目的乃根據
我們所提供不同產品的風險性質，訂定相配的
風險水平。
以下段落解釋根據現時投資策略所制定的現有
資產組合。如投資策略有重大變更，保誠將
通知保單持有人變更之內容、作出變更的原因，
及對保單持有人的影響。
i.

多元化的證券組合
保單的資產會投放於多個不同類別，例如
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及股票類別資產。
資產的選擇會根據一系列的因素而調整，
包括但不限於保單之貨幣及不同國家可
提供之資產類別。
以美元及港元結算的保單，其股票類別
資產的長期目標持有量現時為60%，
而以人民幣結算的保單則為45%，確實
持有量會根據實際市場環境變動而調整。
而我們會定期檢討長期目標持有量，
以切合我們的投資目標。

ii.

多元化的貨幣組合
保誠現時會對所有債券的投資作出貨幣對
衝。若債券並非以保單的同一貨幣計算，
我們會利用貨幣對衝抵銷幣值變動所帶來
的影響。股票類別資產則相對享有更大
彈性，資產可以投資於其他貨幣，以獲取
風險分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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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絡取得更多資料
如欲瞭解本計劃之詳情，請聯絡您的顧問或
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2281 1333。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成就子女教育基金
陳先生32歲，專業人士，已婚，與太太準備迎接兒子的誕生。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 為子女教育經費而設

他需要 …

$
為兒子的大學教育基金做出
儲蓄安排

盡快完成供款（繳費），
而不必受長期供款（繳費）
年期束縛

終身人壽保障，專為長線儲蓄而設，設有整付
（躉交）、5年或10年供款（繳費）期的選擇

潛在回報來自保證現金價值和
非保證紅利

靈活理財，
支付子女未來教育開支

您可在保單上附加其他保障，
包括危疾（重大疾病）和醫療保障

為兒子提供長期的理財
保障方案

計劃可以如何幫助陳先生？*
• 陳先生在兒子1歲時，為他投保以美元結算的「雋升」儲蓄保障計劃，分5年供款
（繳費），年交保費為12,825美元。

預期（非保證）
現金總值

總保費

• 兒子年滿18歲時，陳先生每年可從保單提取27,475美元的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
（可共提取4年），以支付兒子的學費。保單將在這段期間繼續生效。

計劃開始
（1歲）

下次
生日年齡

5歲

18-21歲

5年支付總保費為64,125美元

在這4年間所提取的預期（非保證）
現金總值為109,900美元，約為總保費
的1.7倍

* 此單張所指的年齡為下次生日年齡。
以上數字只作參考之用並根據「名義金額」計算，此名義金額用作計算計劃的保費、紅利和其他保單價值的金額。以上例子的名義金額為138,200美元。提取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
的方法是透過減少名義金額，而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包括保證現金價值和非保證紅利。任何現金價值提取將減少可支付的身故賠償和退保價值。以上計算假設保單生效時，除了
在保單內受保障人士（「受保人〔被保險人〕」）18至21歲期間減少的名義金額外，並無套現任何紅利的現金價值、提取現金價值和行使保單貸款（並在已符合保誠規定的20,000美元
最低名義金額的情況下）。此外，以上例子假設並無任何附加保障而需要額外支付保費。請注意，附加保障不適用於整付（躉交）供款（繳費）期和人民幣保單。所有數字均以四捨
五入方式調整到整數，並將根據所選供款（繳費）年期和保單貨幣而有所改變。
詳情請參閱「雋升」儲蓄保障計劃的產品小冊子。

注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保誠」）承保。此單張只作參考之用，不能
作為保誠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立的任何
合約。如您想瞭解更多有關本計劃的詳情，
可向我們索取保單樣本。
保誠保留根據投保人及／或受保人在投保時所
提供的資料接受或拒絕申請的絕對權利。
繳付保費之划線支票抬頭請注明「保誠保險有
限公司」。
購買人壽保險計劃的客戶有權於冷靜期
（猶豫期）內取消保單，並可獲退回已扣除任何
曾提取現金金額後之任何已繳付保費。只要
保單未曾作出索償，客戶可於（1）保單交付給
客戶或（2）發出有關通知書﹝以說明保單已經
備妥及冷靜期（猶豫期）的屆滿日﹞給客戶／
其代表後起計的21 日內，以較先者為準，以書面
通知保誠提出退保。保費將以申請本保單時
繳付保費之貨幣為單位退回。如繳付保費之
貨幣與本計劃之保單貨幣不同，在本保單下
退回之保費金額將按現行匯率兌換至繳付保費
之貨幣支付，保誠擁有絕對酌情權不時釐定
有關匯率。冷靜期（猶豫期）結束後，若客戶在
保障期完結前取消保單，實際之現金價值可能
大幅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總額。
此單張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
境外提供、出售或遊說購買任何保險產品。
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提供
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屬於違法，保誠不會在
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該保險產品。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退保∕提早提取保單價值∕流動性風險
保險計劃的流動性有所限制。我們強烈建議您
持有保單直至保障期完結，並預留足夠流動
資產以作應急之用。您於保單生效初期退保或
提早提取保單價值，可能會招致嚴重虧損，
或會損失全部已繳付之保費。
匯率及貨幣風險
外幣（包括人民幣）的匯率可升亦可跌，當權益
價值由保單貨幣兌換至其他貨幣時，您可能會
蒙受大幅的匯率損失。此外，將權益兌換至
其他貨幣時，須留意相關的貨幣兌換安排取決
於派發權益時相關貨幣兌換限制而定。人民幣
現時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同時透過香港銀行
兌換人民幣須不時受銀行所定或監管要求
限制。實際的兌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限制而定。
兌換外幣（包括人民幣）的權益至其他貨幣
全屬於客戶的決定和責任，保誠不會就此等
安排負上責任。
所有權益金額都以計劃貨幣支付。就人民幣
保單而言，保誠會在符合有關監管機構不時
發出適用的法律、規例及指引下，以人民幣支付
所有款項。惟保誠有絕對酌情權以港幣支付
此保單的款項。若需要兌換貨幣，在支付款項
時須以保誠於絕對酌情權下不時釐定的當時
兌換率計算。
非保證權益
此產品包括非保證權益及／或回報，在銷售資料
上所顯示之價值並非保證，及只作說明之用。
將來可得的確實權益及／或回報金額可能低於
或高於現時所說明之權益及／或回報。
非保證紅利
歸原紅利和特別紅利之面值將於保誠支付身故
賠償是派發，惟當保單全部或部分退保時，
保誠將僅支付這些紅利的現金價值。歸原紅利
之面值一經公佈即為保證，惟這些紅利的現金
價值並非保證。此等價值僅供舉例說明之用，
並僅根據保誠現時預期的退保價值及紅利率所
計算，而此兩項皆沒有保證，並由保誠全權

( 英國保誠集團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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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更改。實際支付的價值可能比列舉數值為
高或低。

以保障所有組別及時期的分紅保單持有人的
權利及合理期望。

股市及債券相關的投資風險
本計劃涉及投資於一籃子資產，包括環球股票
及債券。本計劃之投資回報將受環球股票及
債券之投資表現所影響。計劃的非保證權益、
回報及表現亦可能因利率及股市變動而受負面
影響。此外，計劃的非保證權益、回報及表現
亦受（計劃所投資的）債券發行人的信貸風險
所影響，而並非由承保人、保險代理或分銷商所
保證。由於大部分股票資產均涉及環球股票，
並以與本計劃不同的貨幣結算，因此外匯匯率
風險亦適用於本計劃。縱然目前債券的外匯
匯率風險以貨幣對衝作管理，但仍存有殘留
風險。

分紅保單業務基金投資於不同類別的資產，
例如股票、房地產、企業債券及現金，以分散
投資風險，此多項資產組合方法可確保回報
達至長期穩定。

人民幣結算資產相關的投資風險
就人民幣保單而言，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
業務基金之投資策略涉及人民幣結算資產的
投資。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業務基金之
投資收益率將受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表現所
影響。然而，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將受由相關
監管部門不時發佈的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
所約束。任何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之修改，
將可能導致投資策略更新，並影響相關投資
表現。
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限期
本計劃之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期有限，
並為限額發售。不論是否已收到您的保單
申請，保誠保留權利全權酌情隨時撤銷出售
此保單貨幣選擇，而毋須事先通知。然而，
若保誠於收到您的保單申請後行使權利撤回
此保單貨幣選擇，保誠將以繳付保費之貨幣
退回您就本計劃已繳保費的原有金額，
惟不包括任何利息。
投資策略
保誠會通過一籃子合適的投資組合，為保單
持有人爭取回報，同時維持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保誠採取積極管理的投資策略，資產組合根據
市場狀況變動而調整。在正常情況下，保誠的
風險管理和投資專家會以較低比例將較高風險
的資產，例如股票，分配到較高保證回報的
保險計劃內，反之亦然。這種做法的目的乃根據
我們所提供不同產品的風險性質，訂定相配的
風險水平。
以下段落解釋根據現時投資策略所制定的現有
資產組合。如投資策略有重大變更，保誠將
通知保單持有人變更之內容、作出變更的原因，
及對保單持有人的影響。
i.

多元化的證券組合
保單的資產會投放於多個不同類別，例如
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及股票類別資產。
資產的選擇會根據一系列的因素而調整，
包括但不限於保單之貨幣及不同國家可
提供之資產類別。
以美元及港元結算的保單，其股票類別
資產的長期目標持有量現時為60%，
而以人民幣結算的保單則為45%，確實
持有量會根據實際市場環境變動而調整。
而我們會定期檢討長期目標持有量，
以切合我們的投資目標。

ii.

多元化的貨幣組合
保誠現時會對所有債券的投資作出貨幣對
衝。若債券並非以保單的同一貨幣計算，
我們會利用貨幣對衝抵銷幣值變動所帶來
的影響。股票類別資產則相對享有更大
彈性，資產可以投資於其他貨幣，以獲取
風險分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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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絡取得更多資料
如欲瞭解本計劃之詳情，請聯絡您的顧問或
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2281 1333。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助您安享退休生活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 ─ 為您打造充足的退休生活儲備

李先生45歲，教師。

他需要 …

$

$
在退休前，以能夠
負擔的方式儲蓄

充足的儲備應付
通脹所帶來的影響

終身人壽保障，專為長線儲蓄而設，設有整付
（躉交）、5年或10年供款（繳費）期的選擇

潛在回報來自保證現金價值和
非保證紅利

靈活理財，
應付退休後的財務需要

您可在保單上附加其他保障，
包括危疾（重大疾病）和醫療保障

為家人準備長期的
定期收入支持
理財保障方案
退休后的日常開支

計劃可以如何幫助李先生？*
• 李先生投保以美元結算的「雋升」儲蓄保障計劃，分5年供款（繳費），年交保費為
23,079美元。

預期（非保證）
現金總值

總保費

• 李先生希望在65歲時有定期收入，以支持他在65至85歲期間的退休生活。在退休
期內，他每年可從保單提取20,165美元的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同時維持保單
生效。
計劃開始
（45歲）

下次
生日年齡

50歲

65-85歲

5年支付總保費為115,394美元

李先生在這21年間所提取的預期
（非保證）現金總值為423,465美元，
約為總保費的3.7倍

* 此單張所指的年齡為下次生日年齡。
以上數字只作參考之用並根據「名義金額」計算，此名義金額用作計算計劃的保費、紅利和其他保單價值的金額。以上例子的名義金額為249,500美元。提取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
的方法是透過減少名義金額，而預期（非保證）現金總值包括保證現金價值和非保證紅利。任何現金價值提取將減少可支付的身故賠償和退保價值。以上計算假設保單生效時，除了
在保單內受保障人士（「受保人〔被保險人〕」）65至85歲期間減少的名義金額外，並無套現任何紅利的現金價值、提取現金價值和行使保單貸款（並在已符合保誠規定的20,000美元
最低名義金額的情況下）。此外，以上例子假設並無任何附加保障而需要額外支付保費。請注意，附加保障不適用於整付（躉交）供款（繳費）期和人民幣保單。所有數字均以四捨
五入方式調整到整數，並將根據所選供款（繳費）年期和保單貨幣而有所改變。
詳情請參閱「雋升」儲蓄保障計劃的產品小冊子。

注
「雋陞」儲蓄保障計劃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保誠」）承保。此單張只作參考之用，不能
作為保誠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立的任何
合約。如您想瞭解更多有關本計劃的詳情，
可向我們索取保單樣本。
保誠保留根據投保人及／或受保人在投保時所
提供的資料接受或拒絕申請的絕對權利。
繳付保費之划線支票抬頭請注明「保誠保險有
限公司」。
購買人壽保險計劃的客戶有權於冷靜期
（猶豫期）內取消保單，並可獲退回已扣除任何
曾提取現金金額後之任何已繳付保費。只要
保單未曾作出索償，客戶可於（1）保單交付給
客戶或（2）發出有關通知書﹝以說明保單已經
備妥及冷靜期（猶豫期）的屆滿日﹞給客戶／
其代表後起計的21 日內，以較先者為準，以書面
通知保誠提出退保。保費將以申請本保單時
繳付保費之貨幣為單位退回。如繳付保費之
貨幣與本計劃之保單貨幣不同，在本保單下
退回之保費金額將按現行匯率兌換至繳付保費
之貨幣支付，保誠擁有絕對酌情權不時釐定
有關匯率。冷靜期（猶豫期）結束後，若客戶在
保障期完結前取消保單，實際之現金價值可能
大幅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總額。
此單張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
境外提供、出售或遊說購買任何保險產品。
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提供
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屬於違法，保誠不會在
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該保險產品。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退保∕提早提取保單價值∕流動性風險
保險計劃的流動性有所限制。我們強烈建議您
持有保單直至保障期完結，並預留足夠流動
資產以作應急之用。您於保單生效初期退保或
提早提取保單價值，可能會招致嚴重虧損，
或會損失全部已繳付之保費。
匯率及貨幣風險
外幣（包括人民幣）的匯率可升亦可跌，當權益
價值由保單貨幣兌換至其他貨幣時，您可能會
蒙受大幅的匯率損失。此外，將權益兌換至
其他貨幣時，須留意相關的貨幣兌換安排取決
於派發權益時相關貨幣兌換限制而定。人民幣
現時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同時透過香港銀行
兌換人民幣須不時受銀行所定或監管要求
限制。實際的兌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限制而定。
兌換外幣（包括人民幣）的權益至其他貨幣
全屬於客戶的決定和責任，保誠不會就此等
安排負上責任。
所有權益金額都以計劃貨幣支付。就人民幣
保單而言，保誠會在符合有關監管機構不時
發出適用的法律、規例及指引下，以人民幣支付
所有款項。惟保誠有絕對酌情權以港幣支付
此保單的款項。若需要兌換貨幣，在支付款項
時須以保誠於絕對酌情權下不時釐定的當時
兌換率計算。
非保證權益
此產品包括非保證權益及／或回報，在銷售資料
上所顯示之價值並非保證，及只作說明之用。
將來可得的確實權益及／或回報金額可能低於
或高於現時所說明之權益及／或回報。
非保證紅利
歸原紅利和特別紅利之面值將於保誠支付身故
賠償是派發，惟當保單全部或部分退保時，
保誠將僅支付這些紅利的現金價值。歸原紅利
之面值一經公佈即為保證，惟這些紅利的現金
價值並非保證。此等價值僅供舉例說明之用，
並僅根據保誠現時預期的退保價值及紅利率所
計算，而此兩項皆沒有保證，並由保誠全權

( 英國保誠集團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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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更改。實際支付的價值可能比列舉數值為
高或低。

以保障所有組別及時期的分紅保單持有人的
權利及合理期望。

股市及債券相關的投資風險
本計劃涉及投資於一籃子資產，包括環球股票
及債券。本計劃之投資回報將受環球股票及
債券之投資表現所影響。計劃的非保證權益、
回報及表現亦可能因利率及股市變動而受負面
影響。此外，計劃的非保證權益、回報及表現
亦受（計劃所投資的）債券發行人的信貸風險
所影響，而並非由承保人、保險代理或分銷商所
保證。由於大部分股票資產均涉及環球股票，
並以與本計劃不同的貨幣結算，因此外匯匯率
風險亦適用於本計劃。縱然目前債券的外匯
匯率風險以貨幣對衝作管理，但仍存有殘留
風險。

分紅保單業務基金投資於不同類別的資產，
例如股票、房地產、企業債券及現金，以分散
投資風險，此多項資產組合方法可確保回報
達至長期穩定。

人民幣結算資產相關的投資風險
就人民幣保單而言，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
業務基金之投資策略涉及人民幣結算資產的
投資。與本計劃相關的分紅保單業務基金之
投資收益率將受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表現所
影響。然而，人民幣結算資產的投資將受由相關
監管部門不時發佈的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
所約束。任何適用法律、法規及指引之修改，
將可能導致投資策略更新，並影響相關投資
表現。
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限期
本計劃之人民幣保單貨幣選擇的銷售期有限，
並為限額發售。不論是否已收到您的保單
申請，保誠保留權利全權酌情隨時撤銷出售
此保單貨幣選擇，而毋須事先通知。然而，
若保誠於收到您的保單申請後行使權利撤回
此保單貨幣選擇，保誠將以繳付保費之貨幣
退回您就本計劃已繳保費的原有金額，
惟不包括任何利息。
投資策略
保誠會通過一籃子合適的投資組合，為保單
持有人爭取回報，同時維持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保誠採取積極管理的投資策略，資產組合根據
市場狀況變動而調整。在正常情況下，保誠的
風險管理和投資專家會以較低比例將較高風險
的資產，例如股票，分配到較高保證回報的
保險計劃內，反之亦然。這種做法的目的乃根據
我們所提供不同產品的風險性質，訂定相配的
風險水平。
以下段落解釋根據現時投資策略所制定的現有
資產組合。如投資策略有重大變更，保誠將
通知保單持有人變更之內容、作出變更的原因，
及對保單持有人的影響。
i.

多元化的證券組合
保單的資產會投放於多個不同類別，例如
政府債券、企業債券及股票類別資產。
資產的選擇會根據一系列的因素而調整，
包括但不限於保單之貨幣及不同國家可
提供之資產類別。
以美元及港元結算的保單，其股票類別
資產的長期目標持有量現時為60%，
而以人民幣結算的保單則為45%，確實
持有量會根據實際市場環境變動而調整。
而我們會定期檢討長期目標持有量，
以切合我們的投資目標。

ii.

多元化的貨幣組合
保誠現時會對所有債券的投資作出貨幣對
衝。若債券並非以保單的同一貨幣計算，
我們會利用貨幣對衝抵銷幣值變動所帶來
的影響。股票類別資產則相對享有更大
彈性，資產可以投資於其他貨幣，以獲取
風險分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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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絡取得更多資料
如欲瞭解本計劃之詳情，請聯絡您的顧問或
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2281 1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