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合資格投資者專用

繡逸壽險計劃
概覽
為您家人和業務提供保障之余， 也讓您把握全球投資機遇。
繡逸壽險計劃是整付保費的終身投資相連人壽保險計劃，專為高淨值人士量身定制。
它為相關受保人提供大額的終身壽險保障，計劃非常靈活，能夠滿足不斷變化的理財需要。

當相關受保人身故，繡逸壽險計劃的身故賠付金額將取決於您在投保時選擇的壽險保障方案：

繡逸壽險計劃的賠付

›

純壽險保障 ─ 選擇此種方案，身故賠付─不論是以現金形式、資產轉入形式或混合兩種形式支付，將為相
關 受保人身故時之保額或保單價值的較高者，減去任何未付費用（任何提早退保費用除外）。
附加壽險保障 ─ 選擇此種方案，身故賠付─不論是以現金形式、資產轉入形式或混合兩種形式支付，將為
相關受保人身故時之保額加上
加上保單價值，再減去任何未付費用（任何提早退保費用除外）。
壽險保障方案一經選定，不得更改。
假如保單持有人選擇在相關受保人身故之前終止保單，則賠付將會按保單價值減去任何未付費用（包括任
何提早退保費用）計算。
請注意，保單價值與所選擇的相關投資價值掛鉤，而這些價值會受市場波動影響。

›

保額

純壽險保障 － 最低保額為 1,000,000 美元、 750,000 英鎊、 800,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保額必須較初期
保費最少高於 750,000 美元、 575,000 英鎊、 600,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
附加壽險保障 － 最低保額為1,000,000 美元、750,000 英鎊、800,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
保額可以根據您的要求增減，但須獲奧摩斯國際 (Utmost International) 接納。保額須不時檢討，以滿足任
何額外的承保要求或當時規定的最低保額。
假如您從繡逸壽險計劃的保單價值中作部分兌現或作定期提取，則保額可能會減少。
保單持有人可屬以下任何一類：

›

保單持有人

› 擁有新加坡合資格投資者身份的個人受託人或公司受託人
› 擁有新加坡合資格投資者身份的公司
› 擁有新加坡合資格投資者身份的個人
保單持有人可由最多四名記名人士組成。所有個人的投保年齡均須介乎 18 至 89 歲（以上次生日為准）。
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須獲奧摩斯國際接納。

受保人

保費

›

您可以以自己作為受保人投保（僅適用於個人保單持有人）或，在有可保利益的情況下，以其他人作為受保
人。假如有兩名受保人（即聯名壽險），您可選擇在首名或最後一名受保人身故時支付身故賠付。

›

最低初期保費：250,000 美元、 175,000 英鎊、 200,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

受保人的年齡必須介乎 18 至 85 歲（18 和 85 歲也包括在內）
（以上次生日為准）。
受保人須提供醫療及財務資料，並且在奧摩斯國際確認保障條款前可能被要求進行體檢。

最低額外保費（可選項目）： 50,000 美元、 35,000 英鎊、 40,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
我們接受資產轉移作為以實物形式支付保費，但須獲奧摩斯國際批准。該等資產的法定所有權或實益權益
屆時將轉移至奧摩斯國際。您應注意，資產轉移可能會影響您的稅務責任。
所有資產均須奧摩斯國際接納。
› 在任何認可證券交易所報價的定息證券、股票及股份。

›

相關資產選擇

› 開放式外部基金。
› 銀行及類似存款賬戶，無論是活期、通知或定期存款。
› 交易所買賣期權（僅適用於託管安排。請參考服務選項部分）。
› 私營公司股份（僅用於附加壽險保障）
繡逸壽險計劃對資產數量不設任何限制（每項資產最低持有投資金額為 5,000 英鎊或等值貨幣，或按外部
資產管理人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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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納您以下列13種貨幣支付保費以設立保單：

›

貨幣選擇

美元(US$)

日圓( JPY)

英鎊(£)

新西蘭元(NZ$)

歐元(€)

挪威克朗(NOK)

港元(HK$)

新加坡元(S$)

澳元(A$)

瑞典克郎(SEK)

加元(C$)

瑞士法郎(CHF)

丹麥克朗(DKR)
您可以一次性兌現或定期提取款項。（但可能須支付提早退保費。提取款項也可能影響保單日後繼續支付保
額的能力。）

›

提取款項

最低提取金額為 3,750 美元、 2,500 英鎊、 3,000 歐元或等值貨幣。
假如在提取款項之後，剩余的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列明的已付保費總額百分比，則將收取提早退保費。
保單的最低剩余價值必須至少為已付保費總額的 15%。假如未能維持最低剩余價值，則定期提取將會停止。
您可以隨時全額退保，但可能須支付提早退保費，而壽險保障將於兌現保單當日終止。
若保額下降至低於最低保額的要求，兌現或定期提款的要求或會被拒。

›

服務選項

假若相關受保人身故或
身患絕症，應怎麼辦？

›

費用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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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託管您保單中的資產，或您可將相關資產交由您自行選擇的託管人託管，但須事先獲我們接納。
您也可委託投資顧問代表協助您處理投資事宜。
繡逸壽險計劃是整付保費的終身投資相連人壽保險計劃。換言之，保單將於相關受保人身故時結束，我們會
於達到索賠要求（包括提交保單詳情）後支付保單賠付。若保單已指定受益人，我們則不會要求遺囑認證。
假如受保人確診患上絕症，則保單賠付將按保額的 25%、 500,000 美金（或等值貨幣）或最後呈報的風險
保額^ 中較低者支付。其後保額將會降低。
風險保額定義為身故賠付減保單價值的余額。

^

收費可分類為壽險保障費用、保單費用、資產費用、任何第三方費用及適用於您與您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訂立的任何其他協議的費用。有關詳情如下。
壽險保障費用
壽險保障費用是指提供身故賠付的費用，這些費用反映受保人的年齡、性別、居住地、吸煙習慣、職業、休閒
娛樂及健康狀況。若選擇純壽險保障，壽險保障費用是根據提供保額所需的費用，扣除保單價值後計算。若
選擇附加壽險保障，壽險保障費用是根據提供保額所需的費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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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費用
下表解釋可能適用的所有保單費用類型及計算方法。確切的費用及計算依據，將會在您的個人
收費表中詳細說明。

›

說明

舉例

初期費用：

設立保單所涉及的部分成本會反映在保費
的分配比例當中，並在您的收費表中列示。

最多占保費的 6%

行政費：

行政費是收費表中以保單貨幣列示的金額。
該項費用將會全額扣款，並於扣款日期（及
最終估值日期）支付。

選用自選授權託管人，目前為每季 244.50
美元╱163 英鎊╱244.50 歐元；若選用我
們預設的授權託管人，則為每季 174 美元
╱116 英鎊╱174 歐元。（其他貨幣所需收
費，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管理費：

管理費于每季季末支付，並根據以下項目按
固定的百分比厘定：

首10 年為每年 1%，其後為每年 0.25% 。
該項費用根據所支付的相關保費計算。

1. 相關保費，
2. 與相關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部分，或
3. 相關保費或與該相關保費有關的保單價
值（以較高者為准）。
保單的每項附加保費將會單獨收取。
資產交易費：

以保單貨幣計價並適用于每宗資產買賣交
易的收費。
我們會在每季度末從您以保單貨幣設立的
交易賬戶中扣除資產交易費。

目前每宗交易（如收取）為 27 美元╱18 英
鎊╱26 歐元。（其他貨幣所需收費，請聯絡
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在某些情況下，這項費用可獲豁免。
提早退保費
（如適用）：

此項費用可能在一份或多份保單完全退保
時收取，並根據以下項目厘定：
1. 相關保費，
2. 與相關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部分，或
3. 相關保費或與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以
較高者為准）。

費用及收費（續）

首年為 6%，其後每年遞減 0.75%，八年後
減至零（假如全部或部分兌現保單）。該項
費用根據已支付保費計算。
假如在部分退保或定期提取之後，剩余的
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列已付保費總額的
25%，則也會收取費用。

就保單的每項新增保費，我們將會個別收
取此項費用。
假如在部分退保或定期提取之後，剩余的
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列明的已付保費總
額百分比，則需收取費用。
貨幣交易費：

›

這項收費適用于每宗貨幣兌換。在某些情況
下，這項費用可獲豁免。

目前每宗交易（如收取）為 27 美元╱18 英
鎊╱26 歐元。（其他貨幣所需收費，請聯絡
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奧摩斯國際保留權利，可在給予保單持有人不少於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情況下，更改行政費用及資產交易費。
資產費用
所選擇的相關基金╱資產可能有不同收費，例如外部資產管理公司根據所選擇的基金╱資產而收取的管理
費、投資表現費、買賣差價及╱或轉換費。
第三方費用
此外，您的保單也可能須支付由第三方（例如銀行、託管人及全權委託資產管理人）收取的其他費用、收費及
開支。
如選擇以下服務，將收取下列之相關的費用：
投資顧問代表費及交易顧問費
委任投資顧問代表時，您可能須支付您與投資顧問代表協定的費用。這些費用以定期提取的形式從保單扣除。
持續服務費
如選擇按基金支付傭金，則須支付一項額外的管理費，金額相當於按基金應付的傭金。該項費用將根據保單的
價值計算，並於每季度末支付。
授權託管人修訂費
保單持有人如選擇在託管賬戶之間轉移資產，每項轉移將收取375美元、 250 英鎊、 375 歐元或等值貨幣的
一次性收費。此項收費適用於以下資產轉移：
› 從我們的賬戶轉移至授權託管人的賬戶
› 從授權託管人的賬戶轉移至我們的賬戶
› 授權託管人賬戶之間的轉移。
這項收費不適用於在申請保單時向授權託管人作出的任何初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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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的價值可升可跌，我們不能保證會退回您的資金。
您應把保單投資當作中期至長期的承擔；如您於最初幾年退保，我們可能會收取一定的費用，而您收到的退保價值可能會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
從保單中提取款項，特別是於最初幾年提取款項，將大幅降低所選投資項目的表現潛力－因此我們相信，您應在中期至長期維持有關投資。此舉也有助於減
輕您成立保單時支付相關費用所帶來的影響。
提取款項也可能影響壽險保單支付協議保障金額的能力。
以您所選擇的貨幣，在存款或貨幣市場基金內預留現金，將可確保款項能夠隨時用作支付各項費用及任何定期提取，包括定期提取持續費用。
您、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及您的投資顧問代表（如適用），應信納任何特定資產適合您的需要、目標和對風險的態度。您也應當自行瞭解與您投資組合
中資產相關的任何特定風險。例如，當資產以其他貨幣計價，可能會存在貨幣風險，此外還有房地產基金的流通性及估值風險。您擁有保單並選擇將與保單價
值相連的相關資產。但您並不擁有相關資產的法定產權或實益權益，因這些產權或權益歸奧摩斯國際所有。保單相連資產的價值，將決定保單的價值，而保單
的價值可升可跌。
投資涉及風險。您的保單價值是參照您、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及投資顧問代表（如適用）所選相關資產的投資表現而決定。奧摩斯國際對相關資產的投
資表現概無責任，亦不提供任何投資意見或保證。
本「概覽」應連同產品說明書、產品概要、保單條款與條件和您的人壽保險指南及人壽保險行為守則（指南及守則可在人壽保險協會（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網站 www.lia.org.sg 下載）一併閱讀。本概覽所載的相關內容並未經過任何監管機構審閱。建議您審慎閱讀相關文件，並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www.utmostinternational.com
為供培訓用途或避免誤會，有關的對話內容可能會被監察或錄音。
奧摩斯財富（ Utmost Wealth Solutions ）為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的註冊業務名稱。
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CapitaGreen #06-02, 138 Market Street, Singapore 048946。 電話：+65 6216 7990 傳真：+65 6216 7999
公司於新加坡的註冊編號為T08FC7158E，並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授權在新加坡經營壽險業務。
公司亦為新加坡人壽保險協會（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和新加坡財務糾紛調解計劃（Singapore Finance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的成員。
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於馬恩島註冊，註冊編號24916C。 註冊辦事處：King Edward Bay House，
King Edward Road，Onchan，Isle of Man，IM99 1NU，British Isles。獲馬恩島金融服務管理局（Isle of M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發出牌照。
奧摩斯財富（Utmost Wealth Solutions）為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在馬恩島註冊的業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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