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泰金利来两全保险（万能型）A 款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产品”指“信泰金利来两全保险（万能型）

A 款”，“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信泰金利来两全保险（万能型）A 款合同”。为便于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认真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产品基本特征 

1、保单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您购买万能保险产品所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若有）后计

入个人账户，一部分用于保险保障，一部分用于储蓄投资。在投资账户运作过程中，我们将向您每月定期收取相关费用（如保单管理费、死亡风险保险

费等）。账户资金由我们代为进行投资运作，投资收益上不封顶，下设最低保证利率。 

万能账户以账户内的负债为基准配置相应的投资资产，在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如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等）的前提下，公

司按照账户的负债成本、久期以及公司的偿付能力等相关要素，在中国保监会许可的投资品种范围内（如债券、股票、基金等等），灵活配置投资资产，

尽量减少短期投资收益波动，努力实现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 

2、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为五年。 

3、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一般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或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身故的，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的

120%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2）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或年满六十五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后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

日）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的120%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自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周年日起至年满六十五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止，在此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含

第一百八十日）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我们按以下二项之和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 

②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与 20万元的较小者。 

（3）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日生存的，我们按保险期间届满日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4、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因精神疾患； 

（7）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8）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9）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 

二、保单账户 

1、个人账户的设立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我们于本合同项下设立个人账户，以用于记录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 

2、个人账户的结算日与结算利息 

每月一日为结算日，我们将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上个月万能账户实际投资状况，确定本合同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六个工作日内公布。 

本合同个人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3%，对应的日利率为 0.008219%。结算利率为日利率，其对应的年利率为该日利率乘以三百六十五。 

每月在结算日结算时，我们按最近一次公布的结算利率对个人账户结算利息，计息天数为本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 

3、个人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个人账户设立后，您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个人账户。 

（2）在本合同生效日，个人账户价值需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以后在每月的结算日，我们在按当月公布的上月结算利率对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进行利息结算后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 

（3）本合同在非结算日终止时，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对个人账户结算当月利息，个人账户随之终止。 

（4）个人账户价值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求。 

（5）个人账户价值为零时，本合同终止。 

（6）我们会每年向您提供万能保险年度状态报告，告知您个人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4、初始费用的收取 

本合同初始费用为零。我们有权对初始费用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所交保险费的 2.5%。 

 

 



5、保单管理费的收取 

保单管理费是我们为维护本合同向您收取的管理费用。目前我们不向您收取保单管理费。 

我们有权对保单管理费进行调整，但年保单管理费最高不超过六十元。对应的每日保单管理费为年保单管理费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在本合同的生效日和结算日，我们按照当日至下一个结算日的实际天数收取保单管理费。 

6、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是我们在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时按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的费用。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按下表计算并收取退

保费用： 

保单年度 第 1 保单年度 第 2 保单年度 第 3 及以后各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5% 4% 0% 

7、部分领取 

（1）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在本合同生效满一年后申请部分领取，但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①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② 申请领取的金额和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均符合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求。 

（2）您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应填写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① 保险合同； 

②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3）我们自接到本条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30日内，向您给付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 

（4）您申请部分领取的，我们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部分领取费用，各保单年度收取的部分领取费用比例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2 保单年度 第 3 及以后各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费用比例 4% 0%      

三、犹豫期及退保 

除另有约定外，自您书面签收本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为犹豫期。在犹豫期内，请您认真审阅本合同，您可以在此期间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将

在扣除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但我们对本合同终止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的，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

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个人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间的差额。退保费用是我们在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时按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的费用。

解除合同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 

四、产品特色 
1、保底收益有保证 

无论资本市场起伏，保证结算年利率不低于 3%。 

2、部分领取多灵活 

在合同生效满一年后，投保人可以部分领取个人账户。 

同时还可以申请保单贷款，最高可申请保单现金价值的 90%，满足您资金流动的需求。 

3、月月结算收益增 

每月公布结算利率，月月复利累积，实现账户价值持续增长。 

4、账户信息透明实 

每月公布结算利率，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或者拨打客服电话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公司每年还将向您提供年度状态报告，便于您了解账户变化

的信息。 

5、多重保障力度大 

享有意外及疾病身故保障，保险金额最高可达个人账户价值的 2 倍。 

    五、利益演示 

以下示例中，被保险人为 30 岁男士，一次交清全部保险费 10,000元，在保险期间内没有申请部分领取的情况下，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10,000元 性别： 男性
一次交清全部保险费 年龄： 30周岁

五年

个人账户价值 一般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保险金 满期保险金 现金价值 个人账户价值 一般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保险金 满期保险金 现金价值 个人账户价值 一般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保险金 满期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       10,300.00      12,360.00      20,600.00       -          9,785.00       10,450.00        12,540.00        20,900.00         -         9,927.50        10,600.00        12,720.00         21,200.00         -           10,070.00        
2 -        10,000.00       -      -           -       10,609.00      12,730.80      21,218.00       -          10,184.64      10,920.25        13,104.30        21,840.50         -         10,483.44       11,236.00        13,483.20         22,472.00         -           10,786.56        
3 -        10,000.00       -      -           -       10,927.27      13,112.72      21,854.54       -          10,927.27      11,411.66        13,693.99        22,823.32         -         11,411.66       11,910.16        14,292.19         23,820.32         -           11,910.16        
4 -        10,000.00       -      -           -       11,255.09      13,506.11      22,510.18       -          11,255.09      11,925.18        14,310.22        23,850.36         -         11,925.18       12,624.77        15,149.72         25,249.54         -           12,624.77        
5 -        10,000.00       -      -           -       11,592.74      13,911.29      23,185.48       11,592.74    -            12,461.81        14,954.17        24,923.62         12,461.81   -             13,382.26        16,058.71         26,764.52         13,382.26     -              

                                                         信泰金利来两全保险（万能型）A款利益演示                                                                          单位：元

趸交保险费：
交费方式：
保险期间：

结算利率（低） 结算利率（中） 结算利率（高）
保单年度 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初始费用

进入个人账户
的价值

保单管理费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

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中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

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一般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一般身故

保险金和意外身故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签 署 日 期 ：     年     月    日  
地址：杭州市定安路 68 号定安名都商务大厦 A座四楼 
全国客服热线：400 600 8890 
http://www.xin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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