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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金裕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获

“

2012

年最佳理财保险产品奖”

———《保险文化》

平安金裕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获

“

2011

年最受欢迎保险产品奖”

———《上海证券报》

荣誉链接

筵热销产品介绍

众所周知，人寿保险可有效地保护

指定受益人的权益。 尤其是现在，很多

中国人最大的资产就是房产，而一个家

庭有两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将来遗

产如何分割呢？卖房子分钱？怕亏了。老

大掏钱把属于老二的那部分房子买走？

他不一定有那么多钱———问题就这样

产生了。 怎么办？ 很好办。 如果你想把

房子留给老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自己

投保保额相当于房子价值一半的人寿

保险，指定老大为受益人 ，等到了遗产

继承时， 老大就可以用取得的保险金向

老二购买另一半房产。

《保险法》明文规定，受益人的权益

必须充分保护。 《保险法》第

23

条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

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

金的权利。 ”

人寿保险作为资产传承方式的特点

如下

: 1.

保险的指定受益人明确，法律关

系明晰；

2.

指定受益人的，身故保险金直接

由受益人享有，不用作为被保险人的遗

产进行分配。 未指定受益人或受益人指

定不明的， 被保险人死亡后 ， 其身故

保险金作为遗产向被保险人继承人

分配 ；

3.

受益人取得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

得税。

金裕人生 传承财富

平安人寿作为国内第二大寿险公

司， 其分红保险自

2000

年上市以来，在

市场连续热销

12

年， 深受广大客户欢

迎，拥有客户逾

2400

万。 目前热销的金

裕人生分红险， 具有资金安全、 保值增

值、应急可用、交费时间短的特点，让客

户财富管理更轻松。

指定受益人，财富稳传承

通过为子女投保或指定保单受益

人，既能保证财富稳妥传给孩子，又能让

资金变成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避免资金

被无计划地挥霍。

保值增值，财富有增长

金裕人生具有生存返还和分红功

能。保单生效后，被保险人

60

岁之前，每

两年生存返还基本保额的

10%

，

60

岁

之后每年生存返还基本保额的

6%

作为

生存金。在生存金基础上，客户还享有保

单分红。保监会下发的《分红保险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保险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向

保单持有人实际分配分红保单盈余的比

例不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的

70%

。

如果生存金、保单红利不领取，选择放在

保险公司累积生息， 更可让财富保值增

值。

（注：金裕人生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

金红利。 为您提供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以

及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三种红利领取方式）

保单贷款，资金可周转

金裕人生保单贷款功能可实现应急

现金周转。 保单现金价值中最多

80%

的

部分可以以保单贷款方式进行周转，而

且手续简单，方便快捷。

交费时间短，理财好省心

金裕人生可选择

3

年 、

5

年短期交

费，就可以享有长期保单利益，既为手头

的存量资金找到一个好的保障、 投资渠

道，又没有长期交费带来的压力，理财更

省心。

风险提示： 平安金裕人生两全保险

（分红型）为分红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

定的。

平安金裕人生 让财富传承更保险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一曲《知心爱人》唱出了无数人的心

声。 但是， 幸福的生活却无法预见意外

和风险的侵扰。 我们需要更全面的保障

来保护自己和最爱的家人。 中国平安万

能险不断升级， 为每位客户提供更加周

全的保障。

万能再升级

保障更全面 关爱更贴心

自

2004

年推出万能险以来，中国平

安一直是国内万能险领域的领军者和推

动者 。中国平安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 ，不断升级万能险的保障功能 。 继

2006

年推出万能险专属的附加重疾

险 、

2009

年 推 出 可 附 加 于 万 能 险 的

无 忧 系 列 意 外 险 后 ， 中 国 平 安 于

2012

年

10

月 全 面 提 升 万能险豁免

功能 ，无需单独交费即可保障客户的

利益 。

夫妻互保

智胜人生 为爱作证

万能型保险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得到

了广泛认可， 智胜人生是现今乃至未来

保险市场上更适合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

选择的产品之一。那么，什么样的保障规

划适合中产阶级呢？

张先生夫妇都是企业职员。近日，两

人分别为对方投保了智胜人生无忧保障

计划。 该计划由主险平安智胜人生终身

寿险（万能型）和智胜重疾、无忧意外、无

忧意外医疗、无忧豁免

B

、

C

等附加险构

成，具有以下三大优势———

优势一：保障全面 豁免无忧

该计划具有强大的保障功能。 智胜

重疾险涵盖男性

28

种、女性

30

种大病，

合同约定的意外伤残可赔付， 意外医疗

可报销。 从日常的猫抓、狗咬、崴脚，到

重疾、养老全部包括，而且一旦身故，还

可以把保险金留给指定的受益人， 让爱

延续。 保障成本在主险现金价值账户中

扣除， 实现了张先生夫妇不用增加期交

保费的愿望。 更值得一提的是， 该计划

具有“双豁免”功能。 夫妻双方万一有一

方发生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 除因身故

导致保单终止的情况外，他

/

她自己的保

单及对方的保单免交豁免险保险期间内

剩余各期的保险费。 夫妻互保， 既是一

种爱的表达，更是一种责任的体现，让爱

不留遗憾。

优势二：保额自选 领取随心

该计 划 灵 活 的 特 性 给 张 先 生 夫

妇带来很多方便 。 保额灵活可调 ，以

适应人生不同阶段的保障需求 。如夫

妻二人在

30-45

岁左右 ， 家庭责任

比较重 ，可以选择较高的保额 ；随着

年龄的增长 ， 保障成本也会增加 ，进

入老年阶段 ，可选择下调保额 ，降低

保障成本 ，这样可让保单的价值积累

更快 ，用于养老生活 ；在有资金需求

时 ，可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 ，而且

不需支付任何手续费； 交费时间可选，

根据家庭财务状况， 在保单账户价值足

以支付保障成本的情况下也可缓交保

费。一切都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而变 ，

真正做到 “我的保单我做主”。

优势三：账户透明 明白消费

保单运作的“透明公开”是智胜人生

的基础功能 ，账户价值会根据公司每

月公布的万能险结算利率进行结算 ，

并在保单年度报告中将保障成本 、保

单利息和费用分列出来 ，费用支出一

目了然 ，让夫妻二人真正体会到明明白

白消费。

风险提示： 平安智胜人生终身寿险

（万能型）为万能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

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平安万能再升级 保障全面爱深沉

2012

年

5

月

17

日， 中国平安在上

海郑重发布保险业内首份 《中国平安国

人健康调研报告》 和首个国人 “健行天

下”健康年龄指数（

Vitality Age

）后，引起

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 大家都在追问

:

“我们的健康怎么了 ？ ” 这份报告根

据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对影响我们健康

的诸多维度和因素及相关的保险购买行

为进行了分析。

66.0%

的受调查者想过购买

商业保险来保障健康

平安专家解读：健康风险大，保险是

必需。

现代社会，健康风险越来越大：一方

面，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另一方面，

空气质量恶化、水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媒体近期曝光

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有“毒奶粉”、“伪食品

添加剂”、“瘦肉精”等。 很多影响健康的

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导致大病的概

率越来越高。根据卫生部调研，一个人一

生发生大病的概率为

72%

， 所以大病风

险已“不得不防”。

国人对保险越来越认可。 很多客户

现在考虑的不是要不要买保险的问题，

而是要为自己准备多少保障的问题。 不

论社保还是商业保险， 目的都是转移健

康风险。随着医疗费用的飞涨，人们常常

调侃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钱；

什么都可以有，不能有病。”生病了，或者

自己掏钱解决，或者借钱解决。 “久病床

前无孝子”，每个人都怕生病，如果能提

前解决生病所需的费用，方为上策。

社保也好，商业保险也好，都是解决

这一难题的办法。 前者是自己用积攒的

钱来解决医疗费用， 后者是自己用少部

分费用来解决社保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

生如果用

30

年的健康赚钱，退休后却用

这些钱维护健康，就太不值得了。

认为社保已经可以满足健康

保障需求是不购买商业保险

的最主要原因

平安专家解读： 社保是 “保” 不是

“包”。

有社保固然是好的， 但社保只能提

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解决最基本的医

疗问题。 社保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而

不是“包”，广覆盖低保障，只能保基本，

不是包所有。 “包”是国家包不起的。

面对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

突出和中国人“未富先老”的现状，人们

要想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就要通过

购买商业保险为自己增添一道保障，延

续富足的晚年生活。 另外， 社保目前没

有重疾提前给付功能，没有生命尊严保

障， 况且异地支付手续繁琐。 在这些方

面，商业保险恰好可以弥补社保的不足。

现代社会， 意外风险及健康风险都

很大，大病几率高，人们需要多种方式来

保障健康， 商业保险是必要的补充。 而

且现在很多人都有个误区， 觉得只有有

钱人才买保险。 其实不然，越是经济困

难的家庭，对风险抵抗的能力就越差，就

越应该购买保险。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

保障型产品，保费并不贵。

26.8%

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

没有闲钱购买保险，

16.1%

的

受调查者认为家庭有足够经

济实力保障健康风险，所以不

用购买保险

平安专家解读：为明天

,

不找借口。

面对小病小痛，国人都喜欢忍着，总

以为熬一熬就会好了。殊不知，很多大病

都是这样“熬”出来的。一旦得了大病，就

会影响到工作、影响到收入，甚至将父母

的养老钱花光、将子女的教育金花没。

认为自己没有闲钱购买保险， 说明

大家还没有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方式。

我们不能让自己在风险降临时措手不

及，有些家庭本不富裕，家人遭遇大病或

者意外无疑会使家庭陷入困境。 担当家

庭经济支柱的人， 如果能每天节省一点

点，购买基本的保障型产品，对自己、对

家人都能尽到一份爱的责任。

认为自己事业有成， 有能力承担健

康风险，只能说明你目前的状态很好。但

是，人生与事业一样有起有落。如果在遇

到事业瓶颈的时候突然急需一大笔资

金， 那你还能轻易地拿出这笔钱吗？ 保

险是风险管理的基本方式， 一定要趁自

己有能力的时候提前做好风险规划。 李

嘉诚说过：“真正属于我个人的财富，就

是我给自己和家人买了足够的保险。 ”

14.8%

的受调查者不接受商

业保险，

13.7%

的受调查者认

为没有合适的产品

平安专家解读：拥有商业保险，风险

“防火墙”才没有缺口。

虽然大众对商业保险有较高的购买

意愿， 但是认识上的偏差却成为阻碍化

意愿为行动的主要原因。

社保往往只能填补医疗费的一部

分，为了享受更好的医疗保障，应适当增

加重大疾病保障；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更应该购买人寿保险。购买商业保险，特

别是重大疾病保险，所患病症一经确诊，

保险公司都提前给付患者保障费用。 当

您生病时， 保险公司会帮您报销社保不

能报销的治疗费用，还会给您治疗津贴，

相当于发营养费。 这除了能保护患者的

尊严，更重要的是，让患者家人能保持现

有的生活水平。

当然， 有人可能会想

:

“我一辈子也

不会得一次大病， 交的保险费是不是白

交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们考

虑保障时， 商业保险其实不是买与不买

的问题，而是该买多少的问题。

不接受商业保险这种形式， 也有可

能是对保险行业的不了解造成的。 保险

在国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已经是一

个比较成熟的行业了。在中国，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保险行业体系也日臻完善。中

国平安经过

24

年的发展， 已成为融保

险、 银行、 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

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以

统一的品牌向超过

7000

万客户提供保

险、银行、投资等全方位、个性化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

现在，市场上的保险

产品种类繁多，人们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定制

保障计划：中低收入者可

以先考虑购买意外保障

和医疗保险；中等收入人

群可以购买一些分红型综合保障及医疗

产品； 收入中上的群体可以在充分做好

风险管理后， 选择一些理财型产品。 因

此，保险产品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总会有

适合你的那一款。

你为什么需要买保险？

———《中国平安国人健康调研报告》解读

筵研究报告

平安智胜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

2011-2012

年连续两年荣获最畅销保险产品奖。

荣誉链接

———《保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