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
悉心为您和家人缔造出永恒的财富



与您肩并肩，帮助您建立

永恒财富的计划。

以毕生努力换取到今天辉煌的成就，必然需要计划好

如何让它得以传承。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 是一份缴付一次保费后，

以派发终身每月收入1 至120岁，让您的生活过得更宽

裕，并提供身故和绝症保障的计划。 

这份计划也容许把家人更换成新受保人，从而让您的

成就得以延续下去。



成立

于1887年

全球

总部设在

多伦多

全球资产总值超过

CAD $13,000亿

（截至2021年6月）

全球 3,000多万客户

（截至2020年11月）

自1897年以来备受信赖
的亚洲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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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8% 
截至2020年12月，在新加坡的

资本充足率远超监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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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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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付款，终身受惠
只需支付一次保费，就能获得身故与绝症保障至120岁。

终身获派每月收入，让生活过得更加 
宽裕
•  最快可以从保单生效后的第13个月终起，终身获派 

每月收入¹ 到120岁。

•  当保单于受保人120岁期满时，可获派一笔保单期满 

利益。

从一开始投保，保单就具有保证退保 
价值
保单保证具有相等于已付单笔保费最少80% 的保单 

退保价值。

可更换受保人
可将原有的受保人² 更换成自己的家人。

 

申请简易，无需体检
投保申请可保证获得批准，且无需申报健康状况。

保单主要利益：



情况 1 
Kelvin今年50岁，购买一份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 计划，并一次过支付

S$1,000,000保费，他希望这份保单所派发的终身收入，让生活过得更加宽

裕。另外，他将孩子名为保单受益人。

从保单生效后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Kelvin将获派每月S$1,5011 的收入。

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Kelvin将获派每月S$2,9591 的收入。

Kelvin在50岁时，

以一笔S$1,000,000
的保费，购买一份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 计划。

保单
生效

第40个保
单年度终

50岁 51岁 53岁 90岁

保单生效后
第13个月终

Kelvin在90岁去世，

孩子获派

S$1,000,067 
的身故利益3

保单生效后
第37个月终

Kelvin从51岁起

每月获得

S$1,5011 

的收入

Kelvin从53岁起

每月获得

S$2,9591 

的收入

Kelvin在39年内共获派的每月收入

总额：S$1,349,8201

终身获派每月收入，

让生活过得更加宽裕

即单笔保费已付金额的2.3倍

Kelvin和他的孩子共获得:

S$2,349,887

以上所有金额包括保证与非保证部分，并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图示只供参考使用，并不按照实际比例绘制。各项金额根据用作说明用途

的 4.25%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如将年投资回报率改为3.00%，这些金额将等于: 

每月收入（从保单生效后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

每月收入（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

Kelvin: 39年内共获派每月收入总额

孩子: 获派身故利益金额

Kelvin 和他的孩子：共获得利益总额（相等于单笔保费已付金额的1.8倍）

S$1,168

S$2,001

S$916,476

S$900,033

S$1,816,509



保单
年度终

第20年

第30年

第40年

每月收入
获派总额¹

每月收入
获派总额¹

S$436,236 S$639,660S$823,816 S$830,444 
S$1,260,052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2倍)

S$1,470,104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4倍)

S$676,356 S$994,740S$830,032 S$860,064 
S$1,506,388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5倍)

S$1,854,804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8倍)

S$916,476 S$1,349,820S$900,033 S$1,000,067 
S$1,816,509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8倍)

S$2,349,887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2.3倍)

身故利益³ 身故利益³获派利益
总额

获派利益
总额

如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 

3.00%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如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 

4.25%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身故利益：

30

40

20 S$436,236 S$639,660S$815,222 S$830,444 
S$1,251,458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2倍)

S$1,470,104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4倍)

S$676,356 S$994,740S$830,032 S$860,064
S$1,506,388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5倍)

S$1,854,804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8倍)

S$916,476 S$1,349,820S$900,033 S$1,000,067 
S$1,816,509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1.8倍)

S$2,349,887 
(已付单笔保费
金额的2.3倍)

退保价值

保单
年度终

每月收入
获派总额¹

退保利益⁴ 获派利益
总额

每月收入
获派总额¹

退保利益⁴ 获派利益
总额

如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 

3.00%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如根据用作说明用途的 

4.25%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

说明中的各项金额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



以上所有金额包括保证与非保证部分，并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图示只供参考使用，并不按照实际比例绘制。各项金额根据用作说明用途

的 4.25%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如将年投资回报率改为3.00%，这些金额将等于: 

每月收入（从保单生效后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

每月收入（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

Samuel: 24年内共获派每月收入总额

Tom: 40年内共获派每月收入总额

Alexis: 共获得利益总额（55年内共获派每月收入总额：S$1,320,660，保单期满利益：S$926,039）

Samuel一家3代：共获得利益总额（相等于单笔保费已付金额的3.7倍）

S$1,168

S$2,001

S$556,296

S$960,480

S$2,246,699

S$3,763,475

第0年 第1年 第3年 第25年 第40年 第120年第65年

保单生效后
第13个月终

保单生效后
第37个月终

保单
期满

Tom 把初生

女儿Alexis名

为保单的新受

保人²

Tom 把保单

拥有权转给⁵ 
女儿 Alexis 

Samuel 把
保单拥有

权转给⁵
儿子 Tom

Alexis获派的利益

总额：S$3,005,017

在55年内共获

派的每月收入

总额：

S$1,952, 940¹

保单期满利益: S$1,052,077
+

每月收入

S$1,501¹
每月收入 
S$2,959¹

Samuel在24年内共获派的

每月收入总额：

S$817,200¹

Tom在40年内共获派的

每月收入总额：

S$1,420,320¹

情况 2 
Samuel今年40岁，一次过支付S$1,000,000的保费，购买一份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 计划，并将刚出生的儿子Tom名为受保人。从保单生效后

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Samuel将获派每月S$1,501¹ 的收入，而从保单

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每月获派的收入是S$2,959¹。

当Tom 到了25岁，Samuel决定把保单拥有权转给5 他，他因此将获派每月收

入。

Tom在40岁时把初生女儿Alexis名为保单的新受保人2，并于Alexis到达25岁

时，把保单拥有权转给5 她，她因此将获派每月收入。在保单期满时，Alexis
将获派S$1,052,077的保单期满利益。

为挚爱的家人
缔造永恒的财富

Samuel一家3代共获得：

S$5,242,537
即单笔保费已付金额的5.2倍

保单
年度





产品注释

1.  如根据用作说明的4.25% 年投资回报率计算，从保单生效后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的一段时间内，每月所派发的收入等于

投保额的1.8012% 除以12。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每月所派发的收入则等于投保额的3.5508% 除以12。当用作说明的投

资回报率改为每年3.00%，从保单生效后第13个月终到第36个月终的一段时间内，每月所派发的收入等于投保额的1.4016% 除
以12。从保单生效后第37个月终起，每月所派发的收入则等于投保额的2.4012% 除以12。

2.  保单持有人可于保单签发的2年后，要求更换受保人。个人保单最多可更换受保人2次，企业保单则次数不限。附带条规，详

情请参阅产品摘要。

3. 如受保人在120岁前去世，保单将一次过派发以下金额：

以下金额较高者：

(a) 单笔保费乘以105%，加非保证索赔红利（如有），并减去已付每月收入总额；和

(b) 保证退保价值、非保证退保红利（如有）和退保价值加强保障利益（如有）的总额

并于派发前先从中扣除拖欠宏利的任何金额。

详情请参阅产品摘要。

4. 如保单持有人在120岁前退保，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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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的任何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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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计划当

中并非属于分红性质，其作用只限保证退保价值最少等于单笔保费的80%。

5. 转让保单拥有权可在保单有效期间随时进行，受让人最低年龄为18岁。

重要信息 
Signature Lifetime Rewa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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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障限额将由新加坡存款保

险公司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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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3日







您的下一个决定，将对子孙的未来影响深远

我们乐意为您服务。

请马上拨打我们的客户服务热线 (65) 6833 8188，或上网manulife.com.sg/signaturelifetimerewards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