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爱将生生不息
月复一月，永无止境

即使您已不在，也能保障您家人
的生活品质
确保您的挚爱拥有一份能够代代相传的恒久财富，享受您一生的成功
果实。
无论您是想让资产增值以享受更加舒适的退休生活，还是希望将您的
财富完整无缺地代代相传，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是能满足您需求
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这份单期保费终生人寿保险是一个精明的选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财富传承、爱的传承或支持您的
退休收入

一生的保障

一份明智的保险计划

可靠的终生收入 — 月复一月

只需支付单期保费，就能终生享有死亡保障利益，同时依然能获得每个月的收益和额外的保证现金
收益。签署这份保单后，保单即可生效，无需医药核保。

从第一个保单周年日起，每个保单月底，您或您的家人都能获得一份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
的金额），这份收益将持续终生。月收入金额是以所支付单期保费的百分比来计算。

保证的月收益
支付期间
占单期保费的百分比（每年）

非保证的月收益
（按每年 4.75% 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计算）

占单期保费的百分比（每年）

第 2 至第 9 个保单年度

0.20% 至 1.57%

0.30% 至 1.84%

第 10 至第 29 个保单年度

1.57%

1.89%

自第 30 个保单年度起

1.61%

1.95%

额外受保证的终生现金收益 — 每隔 15 年
除了每个月的收益之外，每隔 15 年您还将获得一笔一次付清的额外的受保证现金收益。这份额外的
受保证现金收益金额相当于单期保费的 0.7%。

使用现金或进行再投资
您可以选择接收每个月的收益和额外的受保证现金收益，也可以将其再次投入。Etiqa 以赚取每年 3%
的非保证利率。

不可预见的情况下的资金流动性
如果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本保单提供您单期保费的 80% 的受保证金额即时流动性，以满足您或您
的家人的急切需要。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更舒适地享受
退休后的黄金岁月

投入 20 万新元购买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您将
获得共计 184,280* 新元的月收益
（保证的：85,300 新元； 非保证的*：98,980 新元）
您过世后，您的孩子将得到金额为 316,000* 新元的遗产
（受保证的：21 万 新元；非保证的*：106,000 新元）

方案 1：
假设您正准备在 50 岁退休。您投入 20 万新元购买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从第二个保单
年起，您将终生获得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的金额）。每间隔 15 年，您将获得一笔额外
的受保证现金收益。
假设您在 80 岁时过世，您的孩子得到的遗产如下图所示。

您 80 岁以前每个月获得的收益。

50 岁退休

316,000 新元
保单年的月收益

80* 岁时的死亡保障利益总额
第2到3年

第4到5年

第6到7年

第8到9年

第 10 到 29 年

第 30 年起

受保证的：

33 新元

133 新元

258 新元

262 新元

262 新元

268 新元

非保证的*：

50 新元

150 新元

305 新元

307 新元

315 新元

325 新元

总额*：

83 新元

283 新元

563 新元

569 新元

577 新元

593 新元

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21 万新元
非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106,000 新元

1,400 新元
第 15 年和第 30 年
额外的保证现金收益

*此方案仅供说明用途，并且假定每年预期投资回报率为 4.75%。回报是根据非保证预估红

利所估算而出。实际的回报利益可能会因为分红基金未来的投资表现而变动。过往表现或任
何预测不一定是分红基金未来或可能表现的指标。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跨越三代人
的财产规划

投入 20 万新元购买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您 将 获 得 共 计 120,400* 新 元 的 月 收 益
（受保证的：55,560 新元；非保证的 *：64,840 新元)
您 女 儿 将 获 得 共 计 416,960* 新 元 的 月 收 益
（保证的；191,720 新元；非保证的*；225,240 新元)

方案 2：

您的外孙（女）将 收 到 一 笔 金 额 为 98 万*的遗产
（保证的；21 万新元；非保证的*；77 万新元）

假设您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父亲。您陪伴着一岁大的女儿走过了她成长的每一步。一次性
投入 20 万购买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将确保即使在您过世后，您的后代依然能延续您的
希望与爱，保持他们现有的生活品质。从第二个保单年起，您将每个月获得收益，而且每隔
15 年还将获得一笔额外的受保证现金收益，直到您的女儿年满 21 岁。接着您可以把这份保单
转让给她，包括每个月的收益和额外的受保证现金收益。按照这份保单中的计划，假设您的
女儿在 80 岁时离世，她可以继续将这份财产留给她的孩子们。

您的女儿年满 21 岁前，您每个月获得的收益。从您女儿 21 岁起直到她满 80 岁，
由她获得收益。

保单年的月收益

第2到3年

第4到5年

第6到7年

第8到9年

第 10 到 29 年

受保证的：

33 新元

133 新元

258 新元

262 新元

262 新元

非保证的*：

50 新元

150 新元

305 新元

307 新元

315 新元

总额*：

83 新元

283 新元

563 新元

569 新元

577 新元

98 万新元
您的女儿年满

第 30 年起

21 岁

268 新元

80* 岁时的死亡保障利益总额
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21 万新元
非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77 万新元

325 新元
593 新元

*此方案仅供说明用途，并且假定每年预期投资回报率为 4.75%。回报是根据非保证预估红

利所估算而出。实际的回报利益可能会因为分红基金未来的投资表现而变动。过往表现或任
何预测不一定是分红基金未来或可能表现的指标。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1,400 新元
第 15，30，45，60 和 75 年
额外的受保证现金收益

ePREMIER eternity presto

关于Etiqa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是一家经特许的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注册于新加坡共和国，并受
《保险法》管辖。我们已经持续逾 55 年为客户提供财产保险解决方案。2017 年 9 月，惠誉将
我们的财务实力及稳健的前景评级为 A-。马来亚银行 Ageas 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结合当地市
场知识和国际保险专业知识的合资公司。Etiqa 作为其子公司，为大众阶层，新兴富裕阶层，
富裕和高净值阶层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储蓄、退休和综合保险解决方案。
在 Etiqa，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诚信保险”的品牌承诺。我们重视您的希望与梦想，努力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作为马来西亚银行集团的保险合作伙伴，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规
划更美好的未来。
马来亚银行集团是亚洲领先的银行集团之一，也是东南亚资产规模第四大的银行。它在全球
20 个国家设有 2,400 个办事处，雇佣超过 45,000 名员工，为全球 2,200 多万客户提供服务。

重要事项：
年龄是指您的下次生日年龄。
本保单由马来亚银行集团成员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承保。
本手册仅作为一般参考。它未涉及到任何本文件阅读者的具体财务或投资目标、财务状况以及特殊需求，也不是一份保险合约。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的承诺。如果您提前退保，尤其是在保单期限的前几年退保，通常退保价值需要扣除较高的费用。您可能会
失去全部或几乎全部已支付的保费。建议您阅读保单文件中的产品摘要与收益说明、确切的条款与条件、以及适用于本保险产品的具
体细节和排除条款，并在决定是否购买本保单前咨询财务顾问的意见。您可以从我们的任何产品分销商处获得保单文件。若您选择不
向财务顾问咨询，您应该慎重考虑该产品是否适合您，是否符合您的目标、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必须在适用性评估随附的申请表
格上填写所有购买人寿保险的申请。
本手册所含信息仅适用于新加坡，不应被解释为在新加坡境外出售或招揽购买或提供任何保险产品的要约。
此保单已列入由由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保护范围。您的保单已自动列入保障范围，您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如
需了解该保障计划的不同受保利益以及受保范围（如适用）的详情，请联系我们或查询人寿保险协会 (LIA) 或 SDIC 网站（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个人数据和隐私对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非常重要，特别是您的个人数据和隐私。我们愿意随时向您通报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是
如何遵循“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法（2012 年第 26 号法案）”
（简称“该法”）来管理您的个人资料的。由于这对您和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建议您阅读 www.etiqa.com.sg 上关于 PDPA 的声明，以便了解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收集、使用以及披
露阁下个人资料的目的。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PDPC 网站 http://www.pdpc.gov.sg
如果本手册的英文和中文版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应以英文版为准。如有疑问，请参阅英文版本。
信息截至 2018 年 2 月 1 日正确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