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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创逸致富(趸缴保费)

多年来，您凭卓越智慧力创佳绩，足以自豪；
以独到眼光积聚财富，有如坐拥瓷艺杰作，
珍藏至宝。您的心愿自然是妥善保存，并可
提升价值，代代相传，令至爱未来丰盛精彩。

创逸致富(趸缴保费)不但提供人寿保障，而且
为您精心管理资产，令财富增值，倍显稳健
安心。更可选定身故权益支付方式， 一切安排
悉随尊意。

传家之宝 福泽珍存增值



04创逸致富(趸缴保费)

连城价值 连年升值

您享受丰硕成果，更拥长寿褔气！创逸致富(趸缴保费)提供
保证身故权益达投保额100%及具潜在增值的非保证周年红利
及特别红利，添寿更添福荫。



06创逸致富(趸缴保费)

长远承诺 世纪守护

馈赠亲人矜贵礼物，岂止于丰厚财产，还有传统价值及信念，
令家人珍惜铭记，成为世代相传的家族瑰宝。照顾至亲是您的
长久承诺，挚爱永恒无价。因此，创逸致富(趸缴保费)提供
人寿保障至终身，致力长远守护，珍贵价值始终如一。

悉心安排 传承自决

富卫深明，安排财富传承，一如家传之宝须谨慎交托，方可
保存尊贵价值。无论是寄望下一代将基业发扬光大，抑或确保
他们生活安稳，都要照顾家人不同需要及期望，必须考虑
周详，满足家人需要之余，自己亦无后顾之忧。透过创逸致富
(趸缴保费)，您可申请身故权益支付方式，为亲人妥善安排，
例如预先设定以一笔过形式或分期形式(每年／每月)支取，
或综合两者形式确保长远获得资金，保障未来丰裕生活。



计 划 一 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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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年龄 

（下次生日年龄）

保费供款年期

保障期

趸缴保费

19 - 75 岁

货币

部分退保价值

身故权益

最低投保额

美元

最高投保额

终身

500,000美元

受核保要求所限

根据被调低之投保额按比例计算，部分退保价值为︰

1. 部分保证现金价值；
2. 加部分特别红利（如有）；及
3. 扣除任何保单负债（如保单贷款及其利息）。

由部分退保生效日起，投保额、保证现金价值及身故权益将因应部分
退保而被调低。富卫将根据调低后的投保额，重新厘定任何将来的
周年红利（如有）和特别红利（如有）。调低后之投保额必须高于富卫之
指定最低金额。

身故权益为︰

1. 投保额的100%；
2. 加保单中剩余的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
3. 加特别红利（如有）；及
4. 扣除任何保单负债（如保单贷款及其利息）。

倘若保单曾作部分退保，我们将以部分退保后被调低之投保额计算
身故权益。

退保价值为︰

1. 保证现金价值；
2. 加保单中剩余的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
3. 加特别红利（如有）；及
4. 扣除任何保单负债（如保单贷款及其利息）。

退保价值

周年红利（非保证）

要员保险

自选身故权益支付安排

特别红利（非保证）

于保单生效期内，周年红利（如有）将每保单周年日支付。

• 周年红利（如有）可选择以下分派方式：

 1. 现金方式支付；或 

 2. 保留于保单内累积生息（如有額）（预设安排），该息率为非保证
并由富卫不时厘定

• 保单权益人可随时从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中提取金额

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将于以下情况下支付：支付退保价值及支付
身故权益。

于保单生效期内，特别红利（如有）／部份特别红利（如适用）将由第三个
保单周年日起于以下情况下支付︰

1. 保单支付身故权益时；或

2. 保单支付部分退保价值时；或

3. 保单支付退保价值时；或

4. 保单因保单之贷款金额（包括利息）等如或超过不包括特别红利
 （如有）总现金价值*而失效，而且并没有在一年复效期内复效

保单。

* 总现金价值包括保证现金价值，未付的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及
特别红利（如有）之总和。

当被保人仍在生及保单仍生效时，保单权益人可选择身故权益支付安排
支付身故权益（以一笔过形式、分期形式（每年／每月）或综合两者
形式），惟须符合富卫不时全权酌情厘定之相关政策及程序。

一笔过支付为预先设定的支付形式。对于一笔过形式以外的支付安排，
尚未支付的身故权益金额将存入富卫以累积利息（非保证）（如有），直至
全数金额已支付予受益人。未支付的身故权益余额的利息（如有）将会
累积及在最后一期以一笔过形式支付给受益人。该余额不会参与基金，
也不从其收益中受惠。

自选身故权益支付安排须符合现时适用之政策及程序，及或会不时
更改。

企业可以要员保险作为公司业务延续的规划。于首个保单年度完结时且
被保要员仍在生时，公司保单权益人可随时变更被保要员。被保要员之
任何变更必须符合富卫当时的相关政策及程序。

于变更被保要员后，投保额、保费、保证现金价值、任何将来的周年
红利（如有）及特别红利（如有）或会作调整。新拟定被保要员之年龄及
调整后的投保额需要符合上述投保年龄及投保额之要求。



资产类型 目标资产配置比重 (%)

50% - 70% 

30% - 50% 

固定收益类型证券
股权类型投资

红 利 资 料 及 投 资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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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资料

派发红利的理念

缓和调整机制

汇集保单

非保证周年红利、非保证特别红利及累积周年红利的非保证利息是根据富卫人寿保险（百慕达）
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富卫」或「我们」）最新的派发红利的理念及投资
策略厘定。以下是富卫派发红利的理念及投资策略（最新资料请参考富卫网页）
https://www.fwd.com.hk/regulatory-disclosures/dividend-bonus-declaration-philosophy/

有关过去红利资料，请参考富卫网页︰
https://www.fwd.com.hk/regulatory-disclosures/fulfillment-ratios/ 

由富卫发出的分红保单设有非保证红利予保单持有人（「您」）。红利包括周年红利（包含累积
红利的利息）、期满红利、归原红利及特别红利。

透过厘定红利，您可分享到分红保单的财务表现带来的成果。财务表现包括过去表现和未来
展望，涵盖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 投资回报  2. 支出费用 3. 续保率 4. 理赔经验

根据我们的红利政策，富卫最少每年检视红利一次。如财务表现与预期有别，我们可能会作出
调整，以致实际厘定的红利跟权益说明文件存有差异。

红利建议会由我们的董事会检视及批核，再由董事会主席、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委任精算师
在适当考虑红利政策及公平待客原则下以书面形式公布。

我们会每年最少一次通知您今年及预计派发的红利。如今年及预计派发的红利有所变更，将于
保单年结通知书上列明。

财务表现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为了协助您去策划财务，我们会以一个缓和调整机制以求使保单
年期内派发的红利更稳定。

当财务表现较预期好（差），我们可能会保留部分盈余（亏损），于未来的年份反映出来，以确保
您会获更稳定的红利。因产品各具特色，我们会采取不同程度的缓和调整。

贯彻保险合同的本质，我们亦会将类近的保单汇集，以便分散保单持有人面对的风险。此举有助
稳定财务表现（和红利派发）。

为使每位保单持有人能得到合理的分配，我们或会将同一产品按批次派发不同的红利，以更
准确反映相应财务表现。因此，不同产品及不同批次之间的红利调整的次数及幅度可能会有所
不同。一般而言，较高风险的产品的红利调整次数及幅度会较高。

投资策略

投资工具

为优化回报，富卫的投资策略会按不同产品而制定。这些资产组合采取均衡分布投资策略，
包括：
• 投资级别的固定收益类型证券
• 股权类型投资，以提高长远的投资表现。投资可包括上市股票、对冲基金、共同基金、

私募股权和房地产

此产品的长期目标资产配置如下：

资产组合会按照投资规模，横跨于不同地区及行业，以分散投资风险。

同时，我们会根据保单货币选择作出该货币的直接投资或使用货币对冲工具，使保单的货币
风险得以缓解。目前来说，大部分资产投资于美国和亚太地区，并以美元计算。

此外，投资专家还积极管理资产组合，密切监察投资表现。除了定期检视外，富卫还保留更改
投资策略的权利，并将任何重大变更通知保单持有人。

红利将会被有关投资组合的表现影响，其中包括固定收益类型证券和股权类型投资。有关表现
并非不变及将会被市场环境的改变所影响：

固定收益类型证券

• 固定收益类型证券的回报来自购买证券后所得的利息收入。在一个较高（较低）的市场利率
环境下，公司较大机会从新资金中（例如：来自票息，期满收益，新供款的收入）得到较高

    （较低）的利息收入；

• 固定收益类型证券违约或其评级下跌将不利于投资回报。

股权类型投资

• 股权类型投资的市价变动将导致投资组合的市值有所变化。市场价格上升（下跌）会令投资
组合的市场价值上调（下调）。

• 股权类型投资中红利类型收入的变动将影响投资结果。从有关投资中得到较高（较低）
红利类型收入会改善（亏损）投资回报。



重 要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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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主 要 风 险

本产品是由富卫发出的保单。投保本保险产品或其任何保单利益须承受富卫的信贷风险。保单
权益人将承担富卫无法履行保单财务责任的违约风险。

本产品为长期保险保单。此长期保险保单的保单期限由保单生效日起至被保人终身有效。保单
含有价值，如您于较早的保单年度退保，您可收回的金额可能会大幅低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总额。
投保本产品有机会对您的财务状况构成流动性风险，您须承担本产品之流动性风险。

投保外币为保单货币的保险产品须承受外币汇率及货币风险。请注意外币或会受相关监管机构
控制及管理（例如，外汇限制）。若保险产品的货币单位与您的本国货币不同，任何保单货币对
您的本国货币汇率之变动将直接影响您的应付保费及可取利益。举例来说，如果保单货币对您的
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将对您于本产品可获得的利益构成负面影响。如果保单货币对您的本国货币
大幅增值，将增加您缴付保费的负担。

请注意通胀会导致未来生活费用增加。即使富卫履行所有合约责任，实际保单权益可能不足以
应付将来的保障需要。

如您在较早的保单年度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额可能会大幅低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总额。

不保证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周年红利／特别红利）是非保证的，并按照派发红利的理念由富卫自行
决定。

保单的保费供款年期为趸缴保费。

保单将在以下最早的日期终止︰

1. 您将保单退保之日。

2. 被保人身故之日。

3. 保单失效之日，为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金额（包括利息）等于或高于保单的总现金价值*
不包括特别红利（如有）。

* 总现金价值包括保证现金价值，未付的累积周年红利及利息（如有）及特别红利（如有）之总和。

若被保人在保单签发日（或保单复效日）起的13个月内自杀，富卫将不会支付身故权益。富卫的
法律责任仅限于退还相等于已缴付保费但不附带利息并需扣除富卫已付的任何权益及任何欠
富卫的款项。不论被保人自杀时神智是否清醒，上述均可适用。

信贷风险

流动性风险

外币汇率及
货币风险

通胀风险

提早退保风险

不保证权益

保费年期

终止保单

自杀相关的

如果您对保单不完全满意，则有权改变主意。

我们相信此保单将满足您的财务需要。但是，如果您不完全满意，您有权以书面通知本公司
要求取消保单及取回所有您已缴交的保费及保费征费（但不附带利息）。此书面通知必须由您
亲笔签署，并确保富卫办事处在交付保单当天或向您／您的代表交付冷静期通知书当天（以
较早者为准）紧随的21个历日内直接收到附有您的亲笔签署的书面通知。冷静期通知书发予
您／您的指定代表 （与保单分开），通知您有权于规定的21个历日内取消保单。若您在申请取消
保单前曾经就有关保单提出索偿并获得赔偿，则不会获退还。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  1. 致电
我们的服务热线3123 3123；2. 亲临富卫保险综合服务中心；3. 电邮致 cs.hk@fwd.com ，我们
很乐意为您进一步解释取消保单之权利。

于保单生效期间，保单权益人可向富卫作出书面申请退保或终止保单。

富卫必须遵从税务条例的下列规定以便税务局自动交换某些财务帐户资料：

1. 识辨非豁除「财务帐户」的帐户（「非豁除财务帐戶」）；

2. 识辨非豁除财务帐户的个人持有人及非豁除财务帐户的实体持有人作为税务居民的司法
管辖区；

3. 断定以实体持有的非豁除财务帐户为「被动非财务实体」之身份及识辨控权人作为税务居民
的司法管辖区；

4. 收集有关非豁除财务帐户的资料（「所需资料」）；及

5. 向税务局提供所需资料。

保单权益人必须遵从富卫所提出的要求用以符合上述规定。

请注意，创逸致富（趸缴保费）为保单逆按计划之合资格寿险计划，但这并不代表您提交的保单
逆按计划之申请将获得批核。本产品合资格乃取决于产品特点。所以，在申请保单逆按贷款时，
您及您持有之保单仍必须符合保单逆按计划规定之所有资格要求。

我们提供的所有基本保单逆按计划资料仅作参考用途，您不应单凭这些资料作出任何决定，
如有任何疑问，应该咨询专业团体的意见。请注意，上述资料可能有变，包括保单逆按计划的
资格要求。我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通知您任何变动，以及该等变动如何影响您。保单逆按计划
由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机构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按证保险公司）营运。如欲
了解保单逆按计划的详情，可参阅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网页： www.hkmc.com.hk 。

取消保单之权利

自动交换财务
帐户资料

保单逆按计划



1. 本产品由富卫承保，富卫全面负责一切计划内容、保单批核、保障及赔偿事宜。在投保前，您应考虑本产品是否适合
您的需要及您是否完全明白本产品所涉及的风险。除非您完全明白及同意本产品适合您，否则您不应申请或购买
本产品。在申请本产品前，请细阅以下相关风险。

2. 本产品资料是由富卫发行。富卫对本产品资料所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一切责任。本产品资料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派发，并不能诠释为在香港境外出售，游说购买或提供富卫的保险产品。本产品的销售及申请程序必须在

香港境内进行及完成手续。

3. 本产品是一项保险产品。缴付之保费并非银行存款或定期存款，本产品不受香港存款保障计划所保障。

4. 本产品乃一项含有储蓄成份的分红寿险产品。保险费用成本及保单相关费用已包括在本产品的所需缴付保费之内，
尽管本产品的主要推销文件／小册子及／或本产品的销售文件没有费用与收费表／费用与收费部份或没有保费以外
之额外收费。 

5. 本产品是一项分红寿险产品。如您在保单期满前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额可能会低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总额。

6. 本产品是为寻求长线储蓄的人士而设，并不适合寻求短期回报的人士。

7. 所有核保及理赔决定均取决于富卫，富卫根据投保人及被保人于投保时所提供的资料而决定接受投保申请还是拒绝
有关申请，并退回全数已缴交之保费及保费征费（如有）（不连带利息）。富卫保留接纳／拒绝任何投保申请的权利
并可拒绝您的投保申请而毋须给予任何理由。

8. 以上全部权益及款项将于扣除保单负债（如有）（如保单贷款及其利息）后支付。

以上资料只供参考及旨在描述产品主要特点，有关条款细则的详细资料及所有不保事项，请参阅保单条款。如本单张及
保单条款内容于描述上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应以保单条款为准。如欲在投保前参阅保险合约条款及细则，您可向富卫
索取。本产品之保单条款受香港的法律所规管。

PMH135AS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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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卫人寿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致电热线：3123 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