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项目

掌握 
您的将来

安盛卓越投资计划
一项附带红利奖励和广泛基金 
选项的投资联系式计划，给您 
未来更好的保障。



我们知道您已为未来规划了许多宏图 
计划，而且我们想帮您一一实现。 
安盛卓越投资计划能在关键时刻给您 
启动红利和忠实红利1，以增进您的投资，
并让您享有广泛的基金选项来助您保障
未来。今天就在无需医疗核保的情况下，
启动您的投资联系式计划。

长期投资的忠实红利1

在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奖励您相等于总贡献保费之4% 的忠实红利。 
您投资的时间越长，我们就可能让您越贴近您的投资目标。

独特的基金投资组合

从90余项投资联系式保单子基金中选择您心仪的投资项目。享有特别 
为您广泛需要而定的独特投资战略，让您拥有一个多样化的有效组合。

高额启动红利 

以附属于您投资的额外单位形式，在首个年度的保费中享有启动红利， 
开启您的投资联系式计划，以让您在市场上升时，增强您的回报；并为 
您在市场下滑时，平稳您的投资组合。

成功实现您的投资目标

典型常年投资计划

资本

资本

安盛卓越投资计划

上升趋势
中的市场

时间启动红利让您在市场上升时提高回报

典型常年投资计划
安盛卓越投资计划下降趋势 

中的市场

时间启动红利帮助您保存您的投资组合，
抵挡下降趋势中的市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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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卓越投资计划

案例说明

Charles，35 岁，以为期 30 年月度 SGD 1,000 的保费购买安盛卓越 
投资计划

制定您的投资计划，以迎合您的需要。 

• 4 种保费缴付形式供您选择：年度、半年度、季度、月度（仅限新元）
• 选择从 S$300 的最低月度保费额起，投资于新元计划
• 选择您的保费缴付期： 5 至 30 年
• 从第 19 个月份起，进行低至 S$5,000 / US$3,000 的不定期投资充值

利用复利回报的优势来实现您的财务目标

56 岁45 岁35 岁

启动红利总值 
S$20,1602
168% 的启动 
红利从一开始就 
提升您的投资

忠实红利3 
S$4,8003

来源： 
https://www.veteransunited.com/money/5-reasons-to-start-investing-early/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d/dollarcostaveraging.asp

成功实现您的投资目标

尽早开始进行投资
尽早投资让您坐享复利的优势；长期投资小数额的款项能让您在未来累积 
大笔的资金。

定期进行投资
定期投资固定数额能让您在不计市场环境的情况下，享有平均成本投资法 
的效应，减少投机的因素成份。这样一来，您将能不受突发的市场下滑趋势 
影响，并有助您在市场复苏之际平均化回报。即便是小数额的长期定期投资， 
也能达到显著增加您财富的效应。

资本

一般产品特点

投保年龄
受保人： 1 个月至 70 岁（最接近生日的年龄） 
受 ≤75 岁（保费缴付期 + 投保年龄）的年龄范围限制 
保单持有者： 18 至 70 岁（最接近生日的年龄）

保费缴付选项

付款频率
最低常年保费

新元 美元
年度 3,600 3,600

半年度 1,800 1,800 
季度 900 900 

月度 300 不允许

保费缴付期选项 5 至 30 年

身亡利益选项 基本或增进

不定期追加保费 最低 SGD 5,000 或 USD 3,000 
从第 19 个月起，受限于 5% 的保费收费

部分提款
首 18 个月内不允许 
每次最低提款数额 SGD1,000 / USD500 
受限于保费缴付期4 

常年保费的调整
仅在首 36 个月后 
最高的减少幅度：原本常年保费数额之 25%，不低于所允许
的最低常年保费（参见上方保费缴付选项表）  

不失效保证
保单将在首 18 个月受保证不会失效，即使户口价值因投资
表现和 / 或费用扣除而降至零。不过，若常年保费在宽限期
后仍然未清还，不失效保证将立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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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和收费

红利回收收费

• 在保费缴付期间每次减少常年保费之际被征收

• 请参阅产品简介了解计算公式

• 红利回收收费将在常年保费被减少之际，从初始单位户
头中扣除

户头维持费 首 18 个月保费户头价值 x 每年 4.0% / 12

投资管理费 总户头价值 x 每年 1.5% / 12

行政费 每月 SGD 10 / USD 8

保单维持费 初始年度常年保费 x 保单生效年数 x 每年 0.5% / 12。 
于保费缴付期间适用

保险收费 只限增进身亡赔偿。请参阅产品简介查阅更多详情

提早兑现收费 首 18 个月保费的户头价值 x EEC% 
EEC% = 首年 100%；其余将根据剩余保费缴付期年数计算

基金管理收费 根据您所选择的投资联系式保单子基金。 
详情可参阅基金简介

基金转换费 基金转换收费目前被豁免。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有权向
您征收由本公司所定夺的基金转换收费

脚注  

1. 适用于为期 20 年或以上的保费缴付期。

2. 启动红利 = 首保单年度的常年保费缴付数额 x 适用启动红利率 x 保费缴付期  

 案例说明： 
保费缴付期 30 年  
月度常年保费  S$1,000  
适用启动红利率 5.6% 
  
若常年保费以月度形式缴付，启动红利将在每个常年保费付款后支付  
= S$1,000 x 5.6% x 30 = S$1,680

   
启动红利总额 = S$1,680 x 12 = S$20,160 
欲知适用启动红利率的详情，请参阅安盛卓越投资计划产品简介。

3. 忠实红利 =（首 10 个保单年度缴付的常年保费总额 – 部分提款总额和 /  
或首 10 个保单年度充值总额 [若有] ） x 忠实红利 4%

 案例说明： 
保费缴付期 30 年

  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

 首 10 个保单年度缴付的常年保费总额 S$120,000  
首 10 个保单年度缴付的充值总额 S$0 
首 10 个保单年度所提出的部分提款总额 S$0  
适用忠实红利率 4% 
  
    忠实红利将于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支付  = (S$120,000 – S$0) x 4% = S$4,800

4. 保费支付期
保费支付期内 保费支付期后

只能从累积单位户头中部分提款

可以从初始单位户头或累积单位户头
中部分提款

受限于 SGD / USD 3,600 的最低账户
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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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信息
这项计划是由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所承保。本宣传册不可视为保险合约，而且不
可在新加坡境外使用。详细条款与条件都注明在保单合约中。

本宣传册仅为提供一般信息而出版，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私人
需要。在决定购买本产品之前，您应征询合格财务顾问的意见。如果您选择不征询财
务顾问的意见，请考虑本产品是否适合您。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承诺。提早终止需要付出高代价，而取回的现金价值（若
有）或比已缴付的总保费额低。

购买投资联系式保单带有投资风险，因为投资联系式保单子基金的单位价值和累计
收入（若有）可升可降，可能导致失去本金。

我们有提供关于投资联系式保单子基金相关产品特征和收费的产品简介，以及一份
产品亮点表。您可向任何一位代表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索取产品简介
和产品亮点表。您应该细读产品简介和产品亮点表，才决定是否要认购投资联系式
保单子基金的单位。

这项计划下的投资在新加坡存款保险计划下受保，保额为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
所制定的限额。

这份宣传册未经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本宣传册是英文版的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PULSAR 宣传册的中文译本。中文译本
仅供参考，不构成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的任何声明，或您与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
司订立的任何合同的任何部分。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不就中文译本的准确性或完
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若中文译本与英文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
不明确或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本宣传册所述的所有信息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为止正确无误。

联系我们 
1800 880 4888 (新加坡) 
65 6880 4888 (国际) 
customer.care@axa.com.sg 
axa.com.sg

点赞我们的脸书页面 
facebook.com/AXASingapore

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199903512M) 
8 Shenton Way #24-01 AXA Tower 
Singapore 068811

或扫描这里下载 MyAX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