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期人寿至尊计划



您的成就，令人敬佩。您的业绩，令人赞叹。

了解何谓成功后，是时候您了解至尊系列。

至尊系列专为杰出人士而推出， 

全力协助您攀登更高峰。 

我们的一系列产品为您创造新的契机，

并提供至善至美的保护。

除了管理您的投资组合以获取预期收益外， 

我们的财务专家还会为您提供独到的建议，

帮助您传承财富。财富的增长和成功的

保障简直易如反掌。



定期人寿至尊计划
定期人寿至尊计划让您的财富长久传承。

您非常清楚，可持续的成功不是靠运气，而是抉择。

眼光独到的您当然会做出精明选择，让您将来无论遇到任何风雨，都能泰然处之。

保单保证可以 
续保1至100岁  
(上一次生日)

50万元或以上 
的保障，让您 

安心自在地受保

可选择添购 
附加保险以 

扩大保障范围

以负担得起 
的保费获得 
高额的保障

最低保额达到
300万新元时,  

可免费享受一次
特约体检服务15



利益概览

50万元或以上的保障, 让您安心自在地受保
保全您的财富。定期人寿至尊计划在保单期内为您提供死亡或绝症的保障2，让您的财富完好地保留给您的挚爱。

保护您的业务
确保您的业务持续运营并长享成功。为您公司的关键人员投保定期人寿至尊计划，若他遭遇任何不测，公司的财务影
响可降至最低。定期人寿至尊计划充分保障您公司的关键人员，让您心无旁骛地打造您的事业王国。

续保承诺
您可选择在保单期满时续保。您的保单保证可以续保1，并可能延长保障至最高100岁 (上一次生日)。



有可供选择的住院现金援助附加保险3, 无财务困扰
住院现金援助附加保险3, 在您住院期间提供额外的保险范围，并针对今后的未知疾病4予以赔付。该附加保险让您在
住院的每一天都会收到保险金，从而减少您的自付费用。最高承保年龄为84岁 (上个生日)。

利益

住院现金利益5
1x 保额 (每天)

在您住院的每一天将会收到保险金额 (保额)，在同一个住院时间最多可达750天。

附加重症监护病房 
(ICU) 利益5,6

ICU 2x 保额 (每天)

在您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每一天将会收到双倍保险金。

大病利益4

ICU 10x 保额 (一次性付清)

在您需要接受手术治疗或受感染 (包括今后的未知疾病4)，并在单次住院治疗中需入住重
症监护病房5天或更久时，您将获得10倍保险金。 每个保单年度仅限索赔一次。 

康复利益5,7
1x 保额

您每住院一次，可获得额外的保险金。

保证承保选项 (GIO) 
您无需进行健康评估，便可选择购买我们的新附加保险，以扩大您的附加保险覆盖 
范围。

利益概览



利益概览

可选择添购附加保险以扩大保障范围
决定权在于您。您可选择添购以下附加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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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症 严重疾病9  
(晚期)

早期和中期
严重疾病

每日住院现
金利益5

通过以下附加保险，为您的计划带来额外保障：

残疾预支8 X √8 X X X X

全面保障9,10,11 X X X √ √ X

住院现金援助附加3 X X X X X √

通过以下附加保险，在您的计划中获得保费豁免：

付款人保费豁免12 √ √13 X X X X

增强型付款人保费
豁免9,12 √ √13 √ √ X X

严重疾病保费豁免9 X X √ √ X X



按个人财务需要设计保单保障
您的财务顾问可以为您进行财务需要分析，以协助您规划您真正所需的保障数额及保障期限14。如此一来，您就可以
轻松地以负担得起的保费获得所需的保障。

保护财富，永不言迟
妥善地保护财富，永不言迟。无论您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您的年龄是在74岁 (上一次生日) 或以下，就可投保定
期人寿至尊计划，以保护您的财富兼获得个人保障，直到100岁 (上一次生日)。

免费享受一次特约体检服务
我们希望申请过程尽量做到顺畅高效。如申请的最低保额为300万新元，则可致电专门热线安排体检证15及免费接
送，此外还可享受更短的候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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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概览

http://www.income.com.sg/IncomeTreats


定期人寿至尊计划如何延续您的财富

陈先生和太太 (两人皆40岁、非吸烟者) 想加强他们的保险保障，以确保他们的挚爱得到妥善照顾。他们决定购买定
期人寿至尊计划，彼此各受保1百万元、保单期至100岁。他们还申购了最高保单期至84岁的保费豁免附加保险12和
1百万元保额的残疾预支附加保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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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选择年度缴费方式缴付这些保费。若陈先生在60岁被诊断为永久性全残，陈太太可获得保单2的1百万元赔偿。
这笔款项可用来偿还任何债务并让一家人继续维持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保单2也就此终止。陈太太所受保的保单1
可豁免未来的保费而继续保持有效，直到保费豁免附加保险期满12为止。

妻子
(投保人)

1百万元的永久性全残保障

40

年龄 (妻子)

70 100

年保费 = $4,998
(包括保费豁免附加保险12和残疾预支附加保险8的保费)

1百万元的死亡和绝症保障

丈夫
(投保人)

妻子
(受保人)

保单期结束

保单1：
丈夫为妻子投保定期人寿至尊计划

1百万元的永久性全残保障

40

年龄 (丈夫)

70 100

年保费 = $6,316
 (包括保费豁免附加保险12和残疾预支附加保险8的保费)

1百万元的死亡和绝症保障

丈夫
(受保人)

保单期结束

保单2：
妻子为丈夫投保定期人寿至尊计划



定期人寿至尊计划如何保障您公司的业务

现年50岁的王先生 (非吸烟者) 是ABC公司的董事长。由于王先生对今日公司的业务成长和成功起着关键作
用，ABC公司想要确保万一王先生逝世，业务还能继续运营。

ABC公司决定购买定期人寿至尊计划，对王先生投保2百万元。公司还购买了保额2百万元的残疾预支附加保险8，并
选择15年期限的保单和附加保险。公司决定以年度缴费方式缴付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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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王先生在保单和附加保险期满之前去世或被诊断为永久性全残，2百万元的赔偿可暂缓王先生辞世对公司所造成的
冲击，直到公司物色到适当的人选为止。此保单将在支付了赔偿以后终止。

50

年龄

65

年保费 = $4,223
(包括残疾预支附加保险8的保费)

保单和附加
保险期结束

2百万元的死亡、绝症和永久性全残保障



重要说明

1 如果您在保单期内没有做出索赔并且受保人年龄是在74岁 (上一次生日) 或以下，我们将按照相同的保额和保单期让您续保。
然而，如果原来的保单期不是5年的倍数，或者原来的保单期是5年的倍数，但是受保人的100岁生日是在下一个保单期内，
续保时的保单期将被缩短 (以5年的倍数计算，最低10年)，使保单期不会超出原来的保单期限或受保人的100岁生日周年。续
保费由我们根据保单续保期、保额及受保人在保单续保时的年龄而定。

2 万一受保人在保单期内罹患绝症或不幸死亡，我们将支付保额，而保单亦随之终止。 

3 根据住院现金援助附加保险，保险费将基于被保险人年龄的现行保险费率和保单周年日的保险金额计算得出。如需更多详情，
请查阅保单合约。

4 若事件(包括今后的未知疾病)导致需要接受手术或造成感染，并且被保人需要入住重症监护病房5天或更久，在符合保单条
款、条件和例外情况的前提下，可根据大病利益进行索赔。手术或感染以及入住ICU必须是由同一原因所直接导致，并且被确
认为必要的治疗。若受保人在起保日期之前的任何时候或之后的90天内，出现该疾病的症状、或接受该疾病的检查、或被诊
断患有该疾病而住院，我们将不赔付大病利益 (意外事故除外)。除了赔付住院现金利益和附加重症监护病房利益外，我们还将
赔付大病利益，但每个保单年度仅限索赔一次该利益。如需更多详情，请查阅保单合约。

5 如果被保人从起保日期之前的任何时候或之后的30天内住院，我们将不会赔付住院现金利益、附加重症监护病房利益和康复
利益 (意外事故除外)。

6 除了住院现金利益，我们还将赔付附加重症监护病房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给付过住院现金援助保险金，且被保人在同一个
住院时间超过750天，则我们将不再赔付附加重症监护病房利益。

7 与住院现金利益理赔一样，在同一住院期间，康复利益仅限索赔一次。

8 在残疾预支附加保险期内，若受保人被诊断为永久性全残 (永久性全残必须在受保人满70岁之后的那个保单周年日之前发生)，
此附加保险将支付保额赔偿。此附加保险将在提前支付保单的保额赔偿后终止。在提前支付了此附加保险的赔偿后，保单和其
他附属于该保单的预支附加保险的保额将被相应扣减。

9 严重疾病预支、全面保障、严重疾病保费豁免和增强型付款人保费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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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索赔一次。

一旦我们支付了此项赔付，我们将相应减少此附加保险的保额。我们将根据减少的保额计算任何未来的保费或索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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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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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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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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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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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对于增强型付款人保费豁免和付款人保费豁免，保费豁免利益保障仅适用于受保人不是投保人的情况。

13 70岁之前发生永久性全残。

14 您可以选择10、15、20、25、30、35或40年的保单限期，或直到64、74、84或100岁 (上一次生日)。

15 本服务每保单只能使用一次，且仅用于安排一次全面体检。如受保人未在给定通知期内取消体检和交通预约，则需缴纳失约罚金。 
受保人需要与相应诊所进一步商定相关事项。

以上资料仅为提供一般信息。您可上网浏览www.income.com.sg/termlife-solitaire-policy-conditions.pdf，参阅保险计划
的条款、条件和不受保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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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保险计划没有任何现金价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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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日，以上信息正确无误

http://www.income.com.sg/termlife-solitaire-policy-conditions.pdf


关于英康保险

英康保险有限公司（Income）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综合保险公司

之一，为人们提供人寿、住院医疗和一般保险。英康于1970年在

新加坡成立，旨在满足广大社会对保险的需求。如今英康继续坚守

使命，致力满足个人、家庭和企业对保险保障、储蓄和投资的需

求。我们采取以客户生活为中心、以数据为导向的保险和财务规划

方法、连同最前沿的创新解决方案，力求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好的财

务保障。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www.income.com.sg。

专属于您的财务规划, 

 伴您走过人生大小时刻。

Income Insurance Limited
UEN: 202135698W

Income Centre 75 Bras Basah Road Singapore 189557 • Tel: 6788 1777 • Fax: 6338 1500 • Enquiries: income.com.sg/enquiry

与我们保持联系

联络您的英康财务顾问

拨打我们的热线 6788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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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网址 www.income.com.sg

网上购买 lifeinsurance.income.com.sg/details/TermLife-Solitaire

http://www.income.com.sg
http://www.income.com.sg/advisor-connect
http://www.income.com.sg
https://lifeinsurance.income.com.sg/details/TermLife-Solit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