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ature 
Income Series

岁月换来的守护 

拼凑世世代代梦想的地图





一生成就

世代传承

最佳的财产规划方案，理应同时兼顾您的传承计划和目前生活需求。宏利 Signature Income 

Series 分别有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和 Signature Income (II) - USD 计划，以一次性保

费，达到世世代代传承的目标，同时确保您不忘享受当下的生活方式。



财力雄厚的伙伴, 尽心相随

我们以充裕的资本，来自独立评级机构的高度评价，和强劲的投资表现，展示出我们在财务方面的实力。

财政实力：

标准普尔: AA-  |  穆迪: A1  |  惠誉: AA-



自1897年以来备受信赖的亚洲保险公司

成立

于1887年

全球总部设在

多伦多

业务遍及

13个亚洲市场
1980年

创立新加坡分行

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评为

一级保险公司^

199%
截至2019年12月，在新加坡的

资本充足率，远超法定要求。

^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条例，“一级保险公司”即资产总值至少S$50亿或任何等值外币的新加坡注册保险公司。

全球资产总值超过

13,000亿 加元
（截至2020年11月）

全球 3,000万客户

（截至2020年11月）



保单利益： 

一次付款，终身受惠

只需支付一次性保费，即可获终身身故

与绝症保障² 到120岁

定期获派收入

每月可获派保证与非保证收入1 到120岁

可更换受保人3
无论为公司或个人购买计划，都可以把

原来的受保者，换成³ 另一名雇员或自

己的下一代

保单一经生效，就具有
保证退保价值

保单从生效第1天就具有退保价值，

金额最少等于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

的80%

申请简易，无需体检

投保申请保证获得批准，且无需申

报健康状况



多种选项让保单更具灵活性

可选择把获派收入交由宏利保管，以累
积更高金额，同时赚取更高回报⁴

可从新元或美元之间，选择对自己最有利
的货币缴付保费

可选择在保单生效后的第37或第49个月
获派每月收入¹



一份保单，两代同享

父母亲 子女

在支付一次性保费后，获终身身故

与绝症保障²，以及从保单生效后

的第37或第49个月起每月获派收

入¹，一直到120岁为止

每月获派的收入¹ 可用作维持个人

生活方式或支付医疗保健费用

可选择将每月获派的收入¹ 交由宏

利保管，以累积更高金额，同时赚

取更高回报⁴

以受益人身份一次过获派

身故利益⁵

能够将全数金额
当作遗产，留给…



Singh 先生现年40岁，为自己购买一份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保单，并选择从保单生效后的第37个月起获

派每月 S$3,002⁶ 的收入。

Singh 先生的年龄

Singh 先生于40岁，

一次过支付一笔

S$1,000,000
的保费

Singh 先生在85岁去世，留下

一笔遗产给女儿 Leela
85岁40岁 43岁

女儿

Leela

Singh 先生和女儿 Leela 最终可从这份保单中获得

S$2,570,545，相等于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6倍

图示只供参考使用，并不按照实际比例绘制，当中各项金额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一元整数，并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4.25%年投资回报率计算。如将年投资回报率改为

3.00%，各项金额将等于：Singh 先生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起每月获派的收入 = S$1,939⁶ / Singh 先生（到85岁为止）共获派的每月收入总额 = S$977,256⁶ • Leela 将获

派的遗产金额 = S$1,053,467⁷ • Singh 先生父女俩最终可获派金额 = S$2,030,723，相等于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0倍

Singh 先生（到85岁为止的）42 年内共获派：S$1,513,008⁶

Leela 获派一笔 S$1,057,537⁷
的遗产 

Singh 先生从

43岁开始，每月

获派S$3,002⁶ 
收入

Singh 先生的年龄



保单年度终

第20个

第30个

第40个

共获派的每月

收入总额⁶
(保证每月收入 + 
非保证每月收入)

S$395,556 S$612,408S$1,051,822 S$1,053,961S$1,447,378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4倍)

S$1,666,369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7倍)

S$628,236 S$972,648S$1,052,699 S$1,055,868S$1,680,935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7倍)

S$2,028,516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0倍)

S$860,916 S$1,332,888S$1,053,283 S$1,057,138S$1,914,199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9倍)

S$2,390,026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4倍)

身故利益⁵

(保证身故利益 + 
非保证索赔红利)

Singh 先生与家人将

获派的总金额:
共获派的每月

收入总额⁶
(保证每月收入 + 
非保证每月收入)

身故利益⁵

(保证身故利益 + 
非保证索赔红利)

Singh 先生与家人将

获派的总金额:

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3.00%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4.25%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以上说明中的各项金额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一元整数

身故利益



共获派的每月

收入总额⁶
(保证每月收入 + 
非保证每月收入)

S$395,556 S$612,408S$860,010 S$930,455S$1,255,566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3倍)

S$1,542,863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5倍)

S$628,236 S$972,648S$897,838 S$1,012,690S$1,526,074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5倍)

S$1,985,338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0倍)

S$860,916 S$1,332,888S$912,004 S$1,043,487S$1,772,920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1.8倍)

S$2,376,375
(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2.4倍)

退保利益⁵

(保证退保价值 + 
非保证退保红利)

Singh 先生与家人将

获派的总金额:
共获派的每月

收入总额⁶
(保证每月收入 + 
非保证每月收入)

退保利益⁵

(保证退保价值 + 
非保证退保红利)

Singh 先生与家人将

获派的总金额:

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3.00%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4.25%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以上说明中的各项金额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一元整数

退保价值

保单年度终

第20个

第30个

第40个



在支付一次性保费后，获终身身

故与绝症保障2，以及从保单生

效后的第37或第49个月起每月

获派收入¹，一直到120岁为止

每月获派的收入¹ 可用作维持个

人生活方式或支付医疗保健费用

可选择将每月获派的收入¹ 交由

宏利保管，以累积更高金额，同

时赚取更高回报⁴

可将保单拥有权转让⁹给子女

一份保单，代代同享

每月获派收入¹，为个人财务

状况带来长期稳定性

以受益人身份一次过获派身

故利益5

可选择将每月获派的收入¹ 交
由宏利保管，以累积更高金

额，同时赚取更高回报⁴

可将保单拥有权

转让⁹ 给…

能够将全数金额
当作遗产，留给…

父母亲 子女

(将受保人身份从父母换成自己)
孙子女



Tanoto 先生的年龄

65岁

40岁

44岁40岁

85岁

Joanne 获派一笔

S$3,054,974¹⁰ 的遗产

孙女

Joanne

女儿

Pauline 的年龄

Pauline 在85岁去世，

留下一笔遗产给女儿 Joanne

Tanoto 先生现年40岁，为自己购买一份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保单，并选择从保单生效后的第49个月起获派

每月 S$2,722⁶ 的收入。

Tanoto 先生于40岁，

一次过支付一笔

S$1,000,000
的保费

Tanoto 先生从44岁

开始，每月获派

S$2,722⁶ 收入

Tanoto 先生 (到65岁为止的) 21 年内

共获派：S$685,944⁶

Pauline（到85岁为止的）45年内

共获派：S$1,469,880⁶

Tanoto 先生于65岁，把保单拥有权

转让给40岁的女儿 Pauline，她把受保人

从 Tanoto 先生换成自己，并开始

每月获派 S$2,722⁶ 收入

Tanoto 先生一家3代最终可从这份保单中获得 S$5,210,798，相
等于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5.2倍

图示只供参考使用，并不按照实际比例绘制，当中各项金额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一元整数，并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4.25%年投资回报率计算。如将年投资回报率改为

3.00%，各项金额将等于：Tanoto 先生从保单生效后第49个月起每月获派的收入 = S$1,810⁶ / Tanoto 先生（到65岁为止）共获派的每月收入总额 = S$456,120⁶ • Pauline 从

40岁起每月获派收入= S$1,8106 / Pauline（到85岁为止的）45年内共获派的每月收入总额 = S$977,400⁶ • Joanne 将获派的遗产金额 = S$1,972,288¹⁰ • Tanoto 先生一家3代

最终可获派金额 = S$3,405,808，相等于一次性保费已付金额的3.4倍



注释

1.  Signature Income Series 包括 Signature Income (II) - USD 和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保单，从生效后第37个或第 49个月起，每月向受保人派发固定收入至受保人120岁，或至保单终
止为止，并以两者中较早者为准。每月收入的派发金额和首次派发的保单月份，将不能在保单生效后更改。

2. 附带条规，欲知详情，请参阅产品简介。

3.  保单持有人可在保单签发的2年后，要求更换受保人，并必须可在新受保人身上获得可保利益。宏利将对新受保人的个人资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公司其他最新条规，以决定是否接受这项申
请。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保单合约。

4. 每月收入可交由宏利保管，并根据现行利率赚取利息，但利率并不获得保证，宏利可向保单持有人作出30天预先通知后进行调整。

5. 如受保人在120岁前去世，保单将一次过派发以下金额：
(a)  一次性保费乘以105%；和
(b)  非保证索赔红利（如有），
并于派发前先从中扣除拖欠我们的任何金额。
任何交由我们保管的每月收入，将与利息（如有）一起派发。

至于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计划，我们将不会因以下情况派发身故利益：
(a) 受保人于保单签发后的一年内，因既有病症去世；或
(b) 更改受保人申请获我们接受及批准后的一年内，新受保人因既有病症去世。
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保单简介。

6. 每月收入当中包括保证和非保证部分，非保证部分将以说明中每年4.25%或3.00%的分红基金投资回报率计算，而实际派发金额则取决于宏利分红基金的未来表现。

7.  S$1,057,537的身故利益总额包括以每年4.25%，投资回报率计算的S$1,050,000保证身故利益和S$7,537非保证索赔红利。如说明中的年投资回报率改为3.00%，身故利益总额将等于
S$1,053,467，当中包括S$1,050,000保证身故利益和S$3,467非保证索赔红利。

8. 如保单持有人在120岁前退保，保单将一次过派发以下金额：
(a) 保证退保价值；
(b) 非保证退保红利（如有）；和
(c) 退保价值加强保障利益（如有）
并于派发前先从中扣除拖欠我们的任何金额。
 任何交由我们保管的每月收入，将与利息（如有）一起派发。退保价值加强保障利益包括在 Signature Income Series 计划中，属非分红性质，保证保单持有人最少可获得相等于有一次性
保费金额80%的总退保价值。

9. 保单拥有权可于保单生效期间随时转让，而受让人必须最少18岁。

10. S$3,054,974身故利益总额包括以每年4.25%投资回报率计算的S$1,050,000保证身故利益和S$2,004,974非保证索赔红利。如说明中的年投资回报率改为3.00%，身故利益总额将等于
S$1,972,288，当中包括S$1,050,000保证身故利益和S$922,288非保证索赔红利。



重要信息

Signature Income (III) SGD 和 Signature Income (II) - USD 计划由宏利（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公司注册编号：198002116D）负责核保。这份简介并没有经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批。购买
人寿保险计划是一项长远承诺，提早断保可能代价甚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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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简介仅供参考使用，并不以您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作为考量，而且非保险合约，也非提议和推荐购买这份保单。您可以在这份保险产品的保单合约上找到有关条规、
细节和不受保事项。此简介附有中、英和印尼文版，若出现语言上的差异，将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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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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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我们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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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www.sdic.org.sg )。

请在购买此计划前，听取宏利财务顾问或我们指定销售伙伴的意见，或到任何星展银行/储蓄银行分行查询。

所有资料截至2021年12月13日。



选对保单，把财富传承下去。 

我们乐意为您服务。 

请拨电 (65) 6833 8188或上网 manulife.com.sg/signatureincome 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