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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伴您   乐享保障

Performax Gold是一项终身人寿保险，为您提供永久保

障并保证现金价值。 其多项与众不同的产品特色可助您

提高保单价值，并通过延税方式助您财富最大化。

Performax Gold 产品优点众多，远超一般人寿保险 — 

它是一项极有效的工具，助您实现长期理财目标。

灵活弹性是Performax Gold产品的一大特点。当您的 

生活方式或业务需求有所改变时，您可轻松调整相应的

保障 (所有保障变动须经单独审核批准)。

Performax Gold 产品能让您：

■■ 在一份保单内为多达20人提供保障

■■ 将单一保障与联合保障集于一份保单内

■■ 增减保单保障，或添加新保障项目

■■ 选择额外供款

本指南概括介绍了Performax Gold产品的运作及其如何

能助您达成理财目标。如需进一步了解Performax Gold

产品，请联系您的保险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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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范围

每份Performax Gold保单可终身陪伴您，为您在不同 

的人生阶段提供保险保障，且保额保证永不改变。

Performax Gold产品提供三类保险保障供您选择：

■■ 单一被保人 (为单一人士投保)

■■ 首名被保人去世联保 (同一保单内保障两名或以上人

士，当第一位被保人离世时即可获得身故赔偿金) 

■■ 最后被保人去世联保 (同一保单内保障两名或以上人

士，当最后一位被保人离世时可获得身故赔偿金， 

保险费用需支付至最后一位被保人离世)

Performax Gold产品的独特之处是在一份保单内可提供

多项保险保障。您可选择每位被保人独享一份保障、或

是为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被保人提供联合保障。此外，您

也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保障组合在一份保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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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缴费

所有的保险费用根据签发保单时被保人的年龄而定；且该

金额在保单有效期内维持不变。您可以自由选择支付保费

至100岁或在15年内付清。

您为保单支付的费用包括各项保险保障、附加条款费用和

保单签发手续费。保单签发手续费是一项行政支出，该金

额维持不变。此外，无论您选择的保费支付期限长短，您

只需在持有保单的前15年内支付这项费用。

额外供款 (additional Payments)

您可以通过额外供款来提高保单价值，只需将增加的金

额存入积存账户 (Accumulat ion Account，账户详情

请参阅第5页)，或购买存款选择保险 (Deposit  Opt ion 

Insurance)。

我们会从所有的额外供款中，按一定比例收取额外供款附

加费 (Load on Addit ional  Payments)，这项费用在您的

保险合约期内将保证不会增加。

存款选择供款 (DEPOSIT OPTION PAYMENTS)

存款选择保险是您保单的额外保险保障。存款选择的

供款分为年度限额和终身限额。您可在签发保单时选

定这两项限额，我们会根据您要求的金额作出核保决

定。(由于税务及行政原因，存款选择供款会有最高金

额限制。)

您的保险合约会列出保单的年度及终身限额。年度限

额会按照您在之前的保单年度内所支付的供款而有所

变动，并会在年度结算单上作出调整。若您在任意

保单年度内购买的存款选择保险金额低于该年度的限

额，这将会对今后的年度限额造成影响。

此外，若您的存款超过年度或终身限额，我们会将超

出的金额转入积存账户，或当该账户内的金额超出税

务限制金额，余款则会被存入外设的附属账户 (Side 

Account)。

抵免供款计划 (Payment offset Plan)

提高保单价值的优点之一是您可用保单价值来支

付保单的各种费用，这项特点就是抵免供款计划。

您能否使用该项计划将根据您的保单价值而定。

如您更改保单，或从中提款，或由于盈利报酬比率 

(Performance Credit  Rate)  变化，保单价值可能会

因此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您不能继续使用该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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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报酬(Performance Credit)

盈利报酬是您保单每年赚得的金额，有助提升保单的 

现金价值。

盈利报酬的金额根据您选择的保额、保障类别及 

Performax Gold投资基金的业绩表现而定。该基金是 

一个多元化资产组合，由宏利的专业投资精英管理。 

基金的收益取决于投资组合内各资产的表现。收益会被

平稳调配以减轻波动，从而减少盈利报酬的变化。

所有保险保障，和您增购的缴清保险 (Paid-up 

Insurance) 及/或存款选择保险 (Deposit  Opt ion 

Insurance)，若在保单周年日有效，则均可享有盈利 

报酬。

如何运用盈利报酬

您可选择将不同的盈利报酬用于各项保险保障。并且，

只要符合宏利的行政规定，您在签发保单后也可更改盈

利报酬选择。

缴清保险 (Paid-up insurance) :  若您选择缴清保险，您

从保险及缴清保险保障获得的盈利报酬，将用作购买更

多已「缴清」的保险，该项保障会由盈利报酬支付，所

以您无需额外付费。并且，该项保险可继续赚取盈利报

酬，这也是Performax Gold助您累积保单价值的另一种

途径。

如您选择盈利报酬，任何通过存款选择保险获得的盈利

报酬，将会被用来购买更多的存款选择保险。

定期增额保障 (term opt ion) :  您可将盈利报酬用以支付

各类额外保障，包括每年续保定期保险 (Year ly Term 

Insurance)、缴清保险与存款选择保险 (如您已购买这

项保障)。宏利根据您所选择的定期增额保障金额，提供

10 年保证或终身保证。然而，任何列为非标准评级的保

险不得超出行政指南的规定。

积存账户 (accumulat ion account ) :  这是一个每日赚取

保单复利的投资账户，其利息与Performax Gold投资

基金的收益挂钩，该基金收益也用于计算盈利报酬。您

可以选择将盈利报酬存入这个账户，您也可从该账户提

款，只要您的保单在宽限期内没有未缴欠款 (因提款可

能带来税务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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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赔偿 

您的身故赔偿金是您保单提供的保险保障总额，扣除

身故当日仍未缴付的款项。总金额将是您保单的保险保

障额、缴清保险 (Paid-up Insurance)、存款选择保

险 (Deposit  Opt ion Insurance) 及每年续保定期保险

(Year ly Term Insurance) 的总和，扣除在宽限期内的

欠款以及所有相关的保单贷款金额。当最后一位联名被

保人离世，身故赔偿金还包括积存账户内扣除相关保单

贷款额后的余额 (您的保险合约会详述身故赔偿金的 

细节)。

保单贷款

在保单生效一年后，根据您的Performax Gold 保单价

值，您可以申请现金贷款 (只要保单没有在宽限期内未

缴的欠款)。最高贷款额将是您保单总额的90%扣除任何

尚未还清的保单贷款。保单是贷款的唯一抵押品，所以

我们可能要求您签署贷款协议。

备注: 若被保人在尚未还清贷款前离世，我们将从其身故赔偿金中扣除相关的未还
清贷款金额。

如您因生活情况有变而必须在短期内停止支付保费，

只要您没有参加抵免供款计划，您即可申请延续保单贷

款。如果您申请了该贷款，我们将会以您的保单价值提

供贷款，用以支付保费。我们会对该贷款收取利息，而

可支付的身故赔偿金也会因相应的贷款数额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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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保单

毋庸置疑，您的人寿保险需求会在您人生的不同阶段 

发生变化。Performax Gold产品最大的优点之一是 

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的变化而变更保单内容。您可以 

增减保单的赔偿金额，甚至增加额外保障，以满足您的

特定需求。 

增减保障

如需增加保障，您需要提供所有相关被保人的投保资格

证明。提高的保额将在保单内被列为一项独立的保险保

障，该新保项将有单独的保障日期及个人信息，例如健

康生活方式及保险评级。您可以为这项新保障选择新的

盈利报酬项目。

如需减少保障，必须符合宏利行政规定中所列的最低 

减幅及最低保额。降低保额也会影响保证现金价值。 

任何因降低保额而发放的保证现金价值，将会存于积 

存账户。

更改保险费用支付期

您可以选择延长保险费用的支付期。但请注意，您一 

旦更改保险费用支付期，保单总费用将会改变。

添加存款选择保险保障

您可以在任何保险保障存续期内，添加存款选择保险 

保障。我们会要求您提供持续健康的证明。



8

量身订制 Performax Gold

没有一种单一解决方案可以满足不同人士的保险需求。

所以我们建议您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订制适合自己 

的 Performax Gold 保单。你可在保单中加入下列附加

条款：

定期保险附加条款 

(term insurance rider，简称tir)

这项附加条款提供额外的临时保险保障，被保人不需要

在保单内拥有永久寿险。虽然这是一项临时保障，但被

保人可在75岁之前，并在无需提供投保资格证明的情况

下，将这项保障在保单内转为永久寿险，或我们所提供

的其它永久保障计划。定期保险附加条款可以选择10 

年可转换或20年可转换计划，且适用于单一或联名被 

保人。

早期增进现金价值附加条款 

(early cash Value enhancer rider， 简称ecVe)  

这项附加条款让您可以提高短期的保证现金价值。在投

保新的Performax Gold时加入这项附加条款，可以在前

20年提高保证现金价值，而不会影响Performax Gold

为您提供的长期保证现金价值或身故赔偿金。

完全残障保费豁免附加条款  

(total disability WaiVer rider，简称tdW)

在这项附加保障之下，如果被保人遭遇完全残障的情

况，且持续至少6个月，我们将豁免残障期间的保单费

用。若被保人在60岁前不幸完全残障，且持续至少6个

月，则在残障期内的保单各项费用将被豁免。若被保人 

在60岁后不幸完全残障，保单各项费用可以被豁免至被

保人年满65岁。这项附加条款适用于保单保障的任何被

保人或保单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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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身故赔偿 

(accidental death benefit，简称adb) 

若被保人不幸意外离世，这项附加保障可提供额外 

赔偿。

保证投保资格保障  

(Guaranteed insurability oPtion，简称Gio)

这项附加保障让您可以为被保人购买额外保险保障，  

而无需提供投保资格证明。这项新保障可以加入现有保

单，或成为一份新保单。您可按照保单合约规定的「选

择日」行使这项保障权，也可在特定的人生重要时刻  

(例如，婚嫁、生育或领养子女) 启用这一附加保障。这

项附加保障有两种选择 — 普通型 (GIO Regular )  和特

殊型 (GIO Specia l )。

商业价值保障附加条款  

(business Value Protector rider，简称bVP)

这项附加条款允许企业主按其业务的增长价值，在无需

提供持续健康证明的情况下购买新的保险。您可以在指

定的选择日，即这项附加条款生效后第1个至第10个周

年日，购买新保险。

儿童附加条款  

(child Protection rider，简称cPr)

儿童附加条款为您的子女提供$10,000保额的人寿保险

保障。这项附加保障也可让您的子女在25岁时 (或指定

的选择日)，在无需提供医疗证明的情况下，购买最高达

$250,000保额的人寿保险，其中可包括高达$100,000

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被保人只需要回答简单问题以确

认没有患上任何一种认定承保的疾病，即可被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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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单特色

如果您一直身体健康，Performax Gold提供健康生活方

式承保类别，可以让您支付较低的保险费用，以奖励您

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生活方式承保计划中，如您已通过规定的血检并

获得标准投保资格，您会收到一份健康生活方式报告。

这份独特的、为您量身定制的健康生活方式报告，向您

提供部分检验结果，并说明各项检验目的，以及如何解

读检验结果，从而让您可以增强对自身健康的了解。此

外，该报告还提供保健须知和建议，让您持久享受健康

生活。

残障赔偿(disability benefit)

我们希望您永远不需要这项赔偿，但如果您不幸成为残

障人士而需要经济援助，Performax Gold可在任何一段

为期12个月的时间内，为您提供残障赔偿金。我们将从

您保单的积存账户中扣除相关款项以支付残障赔偿金，

而且这笔赔偿是免税的。根据现行税务法例，因残障而

获得保单中规定的赔偿金并不视为终止保单 (2007年 

9月)。

您必须在成为残障人士后的一年内提供完全或严重残障

的证明，以符合这项赔偿要求。

完全残障：

■■ 由于受伤或疾病导致在日常工作中失去完成大部

分工作任务的能力。

■■ 由于受伤或疾病导致不能完成在受伤或得病前 

从事的大部分常规活动 (若被保人属于非受雇 

人士)。

严重残障必须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 后天残障：失明、失聪、丧失语言能力、无法 

运用双手、双足、或一手及一足。

■■ 失去独立生活能力：不能从事日常生活中的一项

活动。

■■ 失去认知能力：由于严重失去认知能力而需要 

高度监护。

■■ 重大疾病末期：预计未来寿命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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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宏利

宏利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加拿大金融服务公司，其主要业务分布在加拿大、亚洲和美国。

自1887年开业服务以来，通过为客户提供实力雄厚、稳健可靠、深受信赖和高瞻远瞩的

理财方案，宏利已经在全球树立了知名专业金融公司的形象。 

1 截至2014年1月31日。 2 截至2014年3月31日。 3 截至2014年6月30日。

   携手宏利， 

您可以获得值得 

   信赖的服务。

2500万加元
的慈善捐款（2014年）

379亿加元

每5个
有1人

5990亿

28,800
价值

125年
超过

的历史

加元的基金 3

管理价值

加拿大人中

选择宏利 2

在全球有超过

名员工 3
的市场资本总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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