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职业生涯、首次购买房地产、结婚、迎接第一个孩子的降临、为退休后的黄金岁月做准备——无论您身处
人生哪个重要阶段，我们都为您提供保障。慧资计划是一项综合投资联结保险的定期缴费计划，针对您的需求
提供全面的保障，同时又可灵活为退休生活积累财富。

它能带给我哪些好处？

灵活定制保险计划，配合您的
财务与保护需求 

无论保单的现金价值多少， 
在首10个保单年都保证受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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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财富创造者。  
投资与保护兼顾，选择灵活。

于人生不同里程碑，享有额外利益2

- 提高保额时，可保证受保
- 提高定期保费时，可获得

红利单位

在第15和20个保单年获得5%的特
别红利分配3 

通过退休选项4充分积累财富

把 握

机 会
每一次



灵活定制保险计划，配合您的需求
每月最低只需$100，就可立即根据意愿选择所要的保障并开始积累财富。通过定期投资，您可以从平均成本法受益，同时

降低潜在市场波动的影响，也不需为投资进场时机伤脑筋。

定制您的保护范围
慧资计划为您提供死亡和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于70岁之前发生) 的保障5。若受保人在70岁之前由于意外事故而死亡

或遭受永久性全残，便可获得高达100% 的额外保额或$100,000的额外赔偿 (以数额较低者为准)6。 

为了让您更加高枕无忧，您可选择为慧资计划添购以下附加保险，这样可以获得额外保障，并且将来还可在附加保险期间

获得保费豁免利益：

死亡、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于70

岁之前发生)
绝症

严重疾病7 

(晚期)
早期和中期严重

疾病

通过以下附加保险，为您的计划带来额外保障：

严重疾病保障  
(投资联结计划)7,8

X 由严重疾病豁 
免利益予以保障

√ X

全面保障7,9,10 X X √ √

通过以下附加保险，在您的计划中享受保费豁免：

严重疾病保费豁免  
(投资联结计划)7,11

X 由严重疾病豁 
免利益予以保障

√ X

增强型付款人保费豁免7,12 √
由严重疾病豁 

免利益予以保障
√ X

付款人保费豁免12 √ X X X

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
生活中的可能变数常使人不得不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慧资计划让您自由改变您每次投资的金额，允许您一次性增添投资

金额，或是提取13一些投资 —— 一切都随您所愿。此外，您还可灵活地转换14您所投资的基金，无需付费。  

无论保单的现金价值多少，受保人在首10个保单年都保证受保
我们知道，无论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您都需要得到保护。您尽可放心，无论保单的现金价值为多少，您在首10个保单年

都保证受保1。

慧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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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不同的人生里程碑时享有额外利益
在受保人经历任何指定的人生里程碑2时，您可以选择行使以下两项或其中一项的选择： 

(a) 不需要重新评估受保人的健康状况，即可增加死亡和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于70岁之前发生) 的保额；和／或 

(b) 增加定期保费并获得红利单位。 

人生里程碑包括受保人满21岁、结婚、购买住房或升级为父母。 

在第15和20个保单年获得5%的特别红利分配
我们将在第15和20个保单年给您5%的特别红利分配3，以奖励您不间断地缴付保费。 

通过退休选项充分积累财富
正在为您的退休生活拟定计划? 在第10个保单年之后，您可以从55岁起，将保额降低至零4，以便充分积累财富。借助慧资

计划，您可满心期待您的黄金岁月。

基金管理专业知识和经验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基金供您选择，从而最好地配合您的目标和投资风险喜好。您尽可放心，我们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团队

会持续监管每一个基金和照顾您的投资。英康的多个投资基金多年来都持续达到理柏基金评级 (Lipper Leader ratings)15  

—— 代表在同级基金中表现优异的首20%基金。

英康保户的独家特惠
我们的每位英康保户都应享有生命中更美好的东西。请浏览www.income.com.sg/IncomeTreats，享受我们特别为您推出的

独家特惠。

慧资计划
投资联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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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资计划如何协助您在获得保险保护的同时积累财富
现年25岁的陈先生 (非吸烟者) 刚开始就业，他很积极的想计划他的未来。他想要一份灵活的保险计划，除了提供综合的保

险保障，还能积累财富以照顾他的退休生活。

以上图例未按比例绘制，数字亦仅供参考。数字已调整至最接近的整数。

在预估投资回报率为每年4%的情况下，陈先生在65岁的预估保单现金价值将为$303,00018。

主保单的保额: $150,000 

严重疾病保障 (ILP) 附加保险7,8的保额: $150,000

严重疾病豁免保费 (ILP) 附加保险7,11

25岁
签购慧资计划

每月保费：$250

主保单的保额增加至$200,000

每月保费不变

不需接受健康评估

30岁
结婚2

每月保费增加至$500

主保单的保额增加至$300,000 

严重疾病保额16增加至$300,000

享有相等于$250的基金单位红利

35岁
第一个孩子出生2 

严重疾病保障(ILP) 附加保险7,8支付$300,000

主保单的保额维持在$300,000

主保单的未来保费豁免7,11，直到他84岁 (上一个生日)

50岁
被诊断患上晚期癌症

主保单的保额减至$0

让投资得到最大的潜在回报 

55岁
行使退休选项4

预估退休金额(保单现金价值)：$705,00017

(非保证预估投资回报为8%年率)

65岁
期待退休后的生活

慧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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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保持联系

联络您的英康财务顾问

与我们的保险顾问在线交谈  
www.income.com.sg/advisor-connect

拨打我们的热线 6788 1122

亲临网址 www.income.com.sg

重要说明 

1 若您符合无失效保证利益所要求的全部条件，慧资计划保单 (包括任何附属的单位扣减附加保险) 就不会在自保单生效日起的首10年内终止，
即使保单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尚欠付的适用费用和收费。该保单 (包括任何附属的单位扣减附加保险) 欠付的费用和收费将继续记入为应支
付费用和收费，以后再从保单的任何现金价值中或索赔中扣除。欲知所需条件的详情，请参阅保单合约。

2 在受保人经历指定人生里程碑时，您可以行使以下两项或其中一项选择。 

 保证受保选择：

 您可以增加慧资计划保单的死亡和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于70岁之前发生) 的保额，而受保人不需要重新接受健康评估。我们将把保额
的增幅限制为我们最初签发慧资计划保单时的保额的50%，或者$100,000 (以数额较低者为准)。增加幅度若超过这一限制即需经核保。

 红利单位选择： 

 若您增加本保单的定期保费，并且新的定期保费数额超过之前最高的定期保费数额，就可获得红利单位。红利单位相当于本保单一个月的定
期保费增加部分。

 若受保人符合行使选择权的全部条件，必须在我们指定的人生里程碑3个月内行使一项选择权。在行使该选择权时，受保人不可已遭受永久性
全残或被诊断患有晚期严重疾病。欲知人生里程碑和所需条件的详情，请参阅保单合约。

3 在第15和20个保单年，除了应缴保费的现有分配率，您还可以根据保费的缴付方式，就应缴保费获得5%的特别红利分配。在任何时候，若保
单进入暂停缴付保费期 (无论是否提出申请)，此特别红利分配将延期，延期期限与保费暂停缴付期限相同。

4 您可在行使选择权之后继续缴付定期保费。若您停止缴付保费，保单将进入暂停缴付保费期。

5 在受人保死亡或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于70岁之前发生) 时，慧资计划将支付保单的基本利益或现金价值 (以数额较高者为准)，但会减
去您保单欠付的适用费用和收费。基本利益是指基本保险的保额加上总填补额，减去已提取的总额。

6 除了相应的死亡利益或永久性全残利益外，此保单还支付高达100% 的额外保额或 $100,000的额外赔偿 (以数额较低者为准)，条件是受保人
的死亡或永久性全残必须在70岁之前发生，并且是在意外事故之后的365天内，而他在当时并没有参与任何受限制的活动。若受保人是在参
与某个受限制的活动时发生意外，此利益将减低至保额的30%或$30,000 (以数额较低者为准)。标准的不受保事件适用于此。详情请参阅保单
合约。 

7 您可以在相应的保险合约中找到规定的严重疾病及这些疾病的定义。若受保人在起保日期后90天内被诊断罹患主要癌症、特定严重度的心脏
病发作、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血管修复手术以及其他冠状动脉有创治疗或其他严重冠心病，我们将不支付此利益。对于血管修复手术及其他
冠状动脉有创治疗，我们将支付附加保险保额的10%，最高以$25,000为限。一旦我们进行此项赔付，则血管修复手术及其他冠状动脉有创治
疗的利益保障即告终止，并且附属于本保单的附加保险的保额将被相应扣减。起保日期指的是我们签发附加保险，纳入或增加任何利益，或
者恢复附加保险的日期(以最迟日期为准)。

 对于严重疾病保费豁免和增强型付款人保费豁免，保费豁免利益保障不适用于血管修复手术及其他冠状动脉有创治疗。

关于英康
英康成立于1970为新加坡员工提供大众化的保险。如今，我们的财务咨询服务已备受2百万新加
坡人所信赖。我们通过广泛的合作伙伴及的顾问网络，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人寿、医药与普通保
险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顾客的保障、储蓄与投资需求。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 英康拥有不同的使命。秉持着为保户争取最高价值的社会宗旨，我们为各界
人士提供大众化与可持续性的实惠保险，从而确实社会企业的核心价值。

2019年，英康所管理的资产有419亿新元。我们优良的信贷评级反映了我们雄厚的财务实力和
多样化的投资组合。这为履行我们对顾客的承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OrangeAid是英康发起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它帮助劣势儿童和青少年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欲知更多详情，欢迎查询www.income.com.sg。

慧资计划
投资联结保险

http:/www.income.com.sg/advisor-connect
http://www.income.com.sg
http://www.income.com.sg


慧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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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严重疾病保障(投资联结计划)是终生单位扣除附加保险，在此附加保险期内，一旦受保人被诊断罹患规定的严重疾病之一(血管修复手术及其
他冠状动脉有创治疗除外)，我们将支付本附加保险的保额。自诊断罹患规定的严重疾病之日起，受保人必须至少存活30日，否则不进行本项
赔付。如需更多详情，请查阅保单合约。

9 全面保障是一种对早期、中期和晚期规定的严重疾病提供保障的保费缴付附加保险。在此附加保险期内，一旦受保人被诊断罹患规定的严重
疾病之一(血管修复手术及其他冠状动脉有创治疗除外)，我们将支付此附加保险的保额。您可以在相应的保险合约中找到早期、中期和晚期规
定的严重疾病清单及这些疾病的定义。

10 在对早期和中期规定的严重疾病进行赔付之后，此附加保险的保额将被扣减为零。

如果您成功地对中、早期严重疾病利益做出了索赔，则除晚期复原利益之外，此附加保险中的所有利益均告终止。您将停止缴付此附加保险的
保费。尽管您不再缴付保费，但此附加保险在这一时期仍将继续适用于晚期复原利益。

若受保人在起保日期之前的任何时候或之后的90天内，出现主要癌症、特定严重度的心脏病发作、其他严重冠心病或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的症
状、或接受这些疾病的检验、或被诊断罹患这些疾病，我们将不支付此利益。

我们对每个受保人(无论我们为每个受保人签发了多少份保单)的赔偿数额最高为$350,000(不包括红利)。
如需更多详情，请查阅保单合约。

11 严重疾病保费豁免(投资联结计划)是单位扣除附加保险，在此附加保险期内，一旦受保人被诊断罹患规定的严重疾病之一，我们将在此附加保
险剩余的保险期内，将慧资计划未来的保费豁免到84岁(上次生日)。保费豁免只限基本保单的保费(不包括任何随附的附加保险)。

12 增强型付款人保费豁免和付款人保费豁免均为保费缴付附加保险，保费豁免利益保障仅适用于受保人不是投保人的情况。它不会豁免慧资计
划所附任何单位扣减附加保险的收费。

13 提取的数额必须至少$500。提取以后，您保单下的所有基金的现金价值必须不少于$1,000。这些限制并非保证，英康可能会作出修改。

14 最低的转换数额目前为每次$1,000。每年的转换次数不受限制。目前不需支付转换费用。这些条件并非保证，英康可能会作出修改。

15 您可上网浏览www.fundsingapore.com，以便了解更多有关理柏基金评级 (Lipper Leader Rating) 和我们的基金排名的信息。

16 严重疾病保额的增加，需经核保。 

17 此数字是依据每年8%预估投资回报率(未扣除基金的管理年费)计算而得。这个回报率纯粹为说明用途，不代表投资收益的上下限。其也未
反映潜在的短期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能导致基金底下的资产价值急剧上升或下降。实际的应支付利益将取决于基金底下资产的实际表现。
基金的表现没有保证，其现金价值有可能低于所投资的资本。此数字包含慧资计划和其附加保险的适用费用与收费。这些费用与收费并非保
证，英康可能会作出修改。 

18 此数字是依据每年4%预估投资回报率(未扣除基金的管理年费)计算而得。这个回报率纯粹为说明用途，不代表投资收益的上下限。其也未
反映潜在的短期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可能导致基金底下的资产价值急剧上升或下降。实际的应支付利益将取决于基金底下资产的实际表现。
基金的表现没有保证，其现金价值有可能低于所投资的资本。此数字包含慧资计划和其附加保险的适用费用与收费。这些费用与收费并非保
证，英康可能会作出修改。

以上资料不能被解释为对于投保、购买或销售任何投资联结保单 (ILP) 子基金的提议或恳请。本材料所含信息和描述仅为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
成任何财务建议，也并非针对任何个人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

投资会有风险，包括可能的投资本金亏损。以往的绩效，以及对于经济、证券市场或者经济趋势的预言、预估或者预测，并不一定能够显示有关 
ILP子基金未来的或者可能的绩效。我们不能保证ILP子基金的绩效，ILP子基金单元的价值及其产生的任何收益也可能变动。我们为您准备了ILP
子基金相关产品简介供您索取。有意投资者在决定是否申购ILP子基金单位之前，应阅读该产品简介。 

以上资料仅为提供一般信息。您可上网浏览www.income.com.sg/vivalink-policy-conditions.pdf，参阅保险计划的条款与条件。我们的产品是
为我们客户的利益而推出，但未必符合您的特别需求。您若有任何疑问，应征询合格财务顾问之意见。否则您可能购买不符合您需求或期望的保
单，导致无法支付保费或享有所要的保障。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承诺。提前终止保单有可能导致您所取回的退保价值为零或者远远少于已缴
付的总保费。若英文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含糊不清、差异或错漏，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按照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 (SDIC) 规定的限额提供保障。

这则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截至2020年8月26日，以上信息正确无误

http://www.fundsingapore.com
http://www.income.com.sg/vivalink-policy-condition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