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
推廣期：2022年7月2日至12月31日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保費折扣優惠
(須受「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人壽保險計劃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5樓

01_202207_025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客戶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於推廣期3內成功投保任何一份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之以下
指定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並符合有關優惠之條件(定義見下)，包括但不限於客戶類別、首年年度化保費
要求、保費繳付方式，及保單獲成功繕發，方可獲享下列優惠列表中指定的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
優惠14。
優惠列表
客戶類別2

一般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推廣期
(投保申請書簽署及遞交日期)(包括首尾兩日)

2022年7月2日至
12月31日

2022年7月2日至
2023年1月31日

保費繳付方式

所有繳付方式

只限整付或年繳方式

一般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創富未來」終身保 III (3年/6年/12年繳付)
•「家•創健」危疾保障計劃 (10年/20年繳付)
•「家•創富」儲蓄壽險計劃 (5年/10年繳付)
•「創健未來」終身保 (3年/6年/12年繳付)
•「悅月賞」終身(3年繳付)
•「摯賞您」終身儲蓄保險計劃
(3年/6年/9年繳付)
•「樂享一生」儲蓄壽險計劃
•「創富自選」終身儲蓄壽險計劃
•更「世」心壽險計劃
•「十全十美」終身保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盈惠您」儲蓄壽險計劃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悅月賞」18 (3年繳付)
•		「小狀元」儲蓄壽險計劃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富譽」萬用壽險計劃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港元

美元

18,000 49,999

2,250 6,249

50,000 299,999

6,250 37,499

300,000 1,499,999

37,500 187,499

8%

15%

1,500,000 2,999,999

187,500 374,999

12%

18%

3,000,000 4,499,999

375,000 562,499

4,500,000
或以上

562,500
或以上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港元

美元

18,000
或以上

2,250
或以上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港元

美元

18,000
或以上

2,250
或以上

整付保費15,16,17
港元

美元

不設最低保費要求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6%
6%
10%

20%
15%
25%

一般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2%

5%

一般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2%

3%

一般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基本計劃之整付保費折扣優惠14
0.3%

1%

1

「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
客戶於推廣期 3內同時投保「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並符合上述首年保費
折扣優惠之條件及所有相關保單獲成功繕發，除優惠列表列明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外，所有相關「家•創健」
危疾保險計劃之保單可獲享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可獲享「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之保單數目不限。

備註
有關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完整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相關保單。有關計劃詳情，請參閱香港人壽相關人壽保險產品
小冊子。客戶於投保任何人壽保險計劃前，應詳閱及明白保單內容及條款，亦應於作出任何決定前先咨詢獨立及專業的
意見。
客戶可與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分享與香港人壽之個人真實客戶體驗，然而客戶不應鼓勵、說服或推薦其直系親屬購買
香港人壽提供的任何個別人壽保險產品。客戶並未獲授權為香港人壽或銀行之保險代理人，因此不應分享任何有關個別
保險產品或保險產品銷售之事項，有關事項應直接與相關銀行之保險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查詢。客戶並不獲授權向其推薦
之直系親屬作出建議、銷售、安排購買人壽保險計劃或提供任何銷售支援。有關客戶推薦之直系親屬不應倚賴任何由該客戶
提供之資訊、建議及/或陳述而作出投保決定。

2

「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優惠」)包括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之相關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之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及「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
2. 優惠適用於以下客戶類別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統稱為「客戶」)：
客戶類別

申請資格

一般客戶

除以下指定客戶類別外之所有客戶

滿期保單客戶

保單於2020、2021、2022年度滿期之客戶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

直系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及祖孫。
3.

優惠之推廣期為2022年7月2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惟適用於滿期保單客戶之相關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之
推廣期為2022年7月2日至2023年1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統稱為「推廣期」。
4. 為符合獲享優惠之資格，任何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投保申請書必須於相關推廣期內簽署及遞交。
5. 除另有註明外，享有優惠之保單可以同時享有「保險服務推廣優惠2022」及/或「特選備用保費戶口額外首年保證
優惠年利率」客戶推廣之優惠、「至荀」保費折扣優惠券、「極上」保費折扣優惠券或「勁賞禮遇」保費折扣優惠，
但不可同時享有香港人壽其他優惠。惟每張保單只可使用一張保費折扣優惠券。
6. 客戶可與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分享與香港人壽之個人真實客戶體驗，然而客戶不應鼓勵、說服或推薦其直系親屬購買
香港人壽提供的任何個別人壽保險產品。客戶並未獲授權為香港人壽或銀行之保險代理人，因此不應分享任何有關個
別保險產品或保險產品銷售之事項，有關事項應直接與相關銀行之保險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查詢。客戶並不獲授權
向其推薦之直系親屬作出建議、銷售、安排購買人壽保險計劃或提供任何銷售支援。有關客戶推薦之直系親屬不應
倚賴任何由該客戶提供之資訊、建議及/或陳述而作出投保決定。
7. 香港人壽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此優惠，以及修改任何有關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對客戶作出預先通知或為此提供原因之
權利。為免疑慮，如合資格保單於本優惠更改、暫停或終止前繕發，所享之優惠則不受影響。
8. 有關人壽保險計劃詳情、內容、條款及細則，客戶須參閱香港人壽的網站(www.hklife.com.hk)、保險計劃的相關保單
內容、保險計劃建議書、產品小冊子及其他相關文件。本推廣宣傳單張只敘述此優惠詳情，並未提及有關合資格人壽
保險計劃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或條款及細則。客戶於投保含此優惠之任何合資格人壽保險
計劃前，必須閱讀、完全明白並接受其保單及建議書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條款及細則。
9. 此優惠及其相關條款及細則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及受香港法律所規管。
10. 如本推廣宣傳單張之中文及英文版本在內容上有任何歧義或抵觸，均以英文版本為準。
11.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人壽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2. 受限於一般條款及細則及本指定條款及細則，並符合所有以下規定的客戶可享優惠列表中所示的合資格人壽保險
計劃之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i)基本計劃之首年年度化保費不少於優惠列表所訂明之相應金額(視情況
而定)；(ii)符合優惠列表所訂明之保費繳付方式要求(視客戶類別而定)；及(iii)保單獲成功繕發。直系親屬包括父母、
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及祖孫。推薦次數不限。
13. 滿期保單客戶之推薦之直系親屬必須先填寫「香港人壽客戶優惠聲明書」內之相關部份(如適用)，再連同合資格人壽
保險計劃之投保申請書一併遞交。
14.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之保費，並不適用於任何附加保障。
15. 基本計劃之整付及首年年度化保費以每張保單作獨立計算及不包括任何附加保障。首年年度化保費是指就合資格人壽
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首年所支付的保費總額。若所選保單以月繳方式繳付，假設每月保費為港元10,000，首年年度化
保費則為港元120,000 (港元10,000 x 12個月)。
16. 若首年年度化保費並非為整數時，將以四捨五入之方法調整為整數，以作計算客戶所享優惠之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
折扣優惠。
17. 香港人壽承保之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整付或首年年度化保費須符合有關計劃所訂明之最低或最高之保費金額，保費
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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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根據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保單貨幣單位計算。
19. 客戶可於投保時繳交淨保費(扣除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後之保費)。若客戶以非整付或非年繳方式繳付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之保費(即月繳、季繳或半年繳方式)，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根據於首個保單年度內之每期保費計算。此外，若客戶以
月繳方式繳付保費，須於投保時一次過繳交首兩個月之淨保費，並於首個保單週年之餘下十個月，每月繳交淨保費。
其後，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不再適用，客戶須以毛保費金額繳付每月保費。
20. 若客戶於首個保單年度內轉換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至非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更改繳費方式至非年繳方式(只適用於
滿期保單客戶)、更改基本金額/保險金額(如適用)或作出任何更改，而導致優惠之保費折扣少於更改前之折扣或未能
符合獲享相關優惠要求，香港人壽有權撤銷客戶所享之優惠，並有權向該客戶追討已提供之優惠價值。
21.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不適用於冷靜期內取消之保單。客戶可獲退還已繳付香港人壽的保費原額(即扣除保費折扣
優惠金額後之淨保費)及保費徵費(兩者均以繳付貨幣計算)，惟不附帶任何利息。
22.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不能轉移至其他保單及兌換現金，亦不適用於現有保單的續保保費，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只能
用作繳付優惠列表中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保費。
有關「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1家1」)：
23. 受限於一般條款及細則及本指定條款及細則，並符合所有以下規定的客戶可於保單繕發時獲享「家•創健」危疾保險
計劃之所有保單之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i)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內同時投保「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
儲蓄保險計劃，而所有相關投保申請書之簽署日期必須為同一日；(ii)符合本條款及細則第12條至第22條所訂明之條款
及細則；及(iii)所有相關保單獲成功繕發。可獲享「1家1」之保單數目不限。
24. 「1家1」只適用於「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之保費，並不適用於任何附加保障。
25. 額外保費折扣金額將根據毛保費計算。客戶可於投保時繳交淨保費(扣除所有相關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後之保費)。
26. 所有「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之保單必須由同一位保單權益人所持有，客戶方可獲享
「1家1」。
27. 客 戶 之 「 家 • 創 富 」 儲 蓄 保 險 計 劃 之 保 單 必 須 於 首 個 保 單 年 度 內 保 持 生 效 ， 方 可 獲 享 「 1 家 1 」 。 若 客 戶 之
「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之保單於首個保單年度內作出任何更改，而導致未能符合獲享「1家1」之要求，香港人壽
有權撤銷客戶所享之「1家1」，並有權向該客戶追討已提供之優惠價值。
重要聲明
銷售及產品爭議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而有關人壽保險產品是香港人壽
而非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產品。對於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
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
程序；然而，對於有關人壽保險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香港人壽與客戶直接解決。
如欲要求香港人壽停止使用閣下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請致電2290 2882與香港人壽的資料保護主任聯絡，或致函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5樓，此項安排不另收費。
如欲查詢有關計劃詳情，請致電香港人壽客戶服務熱線2290 2882，或親臨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各分行查詢。上海商業
銀行有限公司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分銷的人壽保險產品由香港人壽承保，香港人壽
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保險業監管局監督授權經營人壽保險業務。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香港人壽的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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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
推廣期：2022年7月2日至12月31日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保費折扣優惠
(須受「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公司客戶及銀行尊貴客戶尊享)
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人壽保險計劃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5樓

Corp_01_202207_025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客戶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於推廣期3內成功投保任何一份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之以下
指定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並符合有關優惠之條件(定義見下)，包括但不限於客戶類別、首年年度化保費
要求，及保單獲成功繕發，方可獲享下列優惠列表中指定的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優惠列表
客戶類別2

公司客戶 / 銀行尊貴客戶

推廣期
(投保申請書簽署及遞交日期)(包括首尾兩日)

2022年7月2日至12月31日

保費繳付方式

所有繳付方式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創富未來」終身保 III (3年/6年/12年繳付)
•「家•創健」危疾保障計劃 (10年/20年繳付)
•「家•創富」儲蓄壽險計劃 (5年/10年繳付)
•「創健未來」終身保 (3年/6年/12年繳付)
•「悅月賞」終身(3年繳付)
•「摯賞您」終身儲蓄保險計劃
(3年/6年/9年繳付)
•「樂享一生」儲蓄壽險計劃
•「創富自選」終身儲蓄壽險計劃
•更「世」心壽險計劃
•「十全十美」終身保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盈惠您」儲蓄壽險計劃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悅月賞」18 (3年繳付)
• 		「小狀元」儲蓄壽險計劃

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 「富譽」萬用壽險計劃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公司客戶 / 銀行尊貴客戶

港元

美元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18,000 49,999

2,250 6,249

6%

50,000 299,999

6,250 37,499

10%

300,000 1,499,999

37,500 187,499

15%

1,500,000 2,999,999

187,500 374,999

18%

3,000,000 4,499,999

375,000 562,499

20%

4,500,000
或以上

562,500
或以上

25%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公司客戶 / 銀行尊貴客戶

港元

美元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18,000
或以上

2,250
或以上

5%

首年年度化保費15,16,17

公司客戶 / 銀行尊貴客戶

港元

美元

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14

18,000
或以上

2,250
或以上

3%

整付保費15,16,17
港元

美元

不設最低保費要求

公司客戶 / 銀行尊貴客戶
基本計劃之整付保費折扣優惠14
1%

1

「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
客戶於推廣期 3內同時投保「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並符合上述首年保費
折扣優惠之條件及所有相關保單獲成功繕發，除優惠列表列明之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外，所有相關「家•創健」
危疾保險計劃之保單可獲享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可獲享「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之保單數目不限。

備註
有關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完整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相關保單。有關計劃詳情，請參閱香港人壽相關人壽保險產品
小冊子。客戶於投保任何人壽保險計劃前，應詳閱及明白保單內容及條款，亦應於作出任何決定前先咨詢獨立及專業的
意見。
客戶可與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分享與香港人壽之個人真實客戶體驗，然而客戶不應鼓勵、說服或推薦其直系親屬購買
香港人壽提供的任何個別人壽保險產品。客戶並未獲授權為香港人壽或銀行之保險代理人，因此不應分享任何有關個別
保險產品或保險產品銷售之事項，有關事項應直接與相關銀行之保險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查詢。客戶並不獲授權向其
推薦之直系親屬作出建議、銷售、安排購買人壽保險計劃或提供任何銷售支援。有關客戶推薦之直系親屬不應倚賴任何由
該客戶提供之資訊、建議及/或陳述而作出投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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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公司客戶及銀行尊貴客戶尊享)之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傳延為您2022」客戶推廣優惠(公司客戶及銀行尊貴客戶尊享)(「優惠」)包括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
承保之相關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及「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
2. 優惠適用於以下客戶類別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統稱為「客戶」)：
客戶類別

申請資格

公司客戶

上海商業銀行之公司客戶、所有公司員工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

銀行尊貴客戶

(i)
(ii)
(iii)
		
(iv)
(v)

綠色通道客戶(包括台灣居民及中國內地居民)；
慧通理財客戶；
高資產客戶(客戶於投保人壽保險時，其資產管理規模
(即AUM)須達港元100萬等值或以上)；
保單逆按計劃客戶；
以上客戶推薦之直系親屬

直系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及祖孫。
3.
4.
5.

優惠之推廣期為2022年7月2日至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為符合獲享優惠之資格，任何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投保申請書必須於相關推廣期內簽署及遞交。
除另有註明外，享有優惠之保單可以同時享有「保險服務推廣優惠2022」及/或「特選備用保費戶口額外首年保證優惠
年利率」客戶推廣之優惠、「至荀」保費折扣優惠券、「極上」保費折扣優惠券或「勁賞禮遇」保費折扣優惠，
但不可同時享有香港人壽其他優惠。惟每張保單只可使用一張保費折扣優惠券。
6. 客戶可與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分享與香港人壽之個人真實客戶體驗，然而客戶不應鼓勵、說服或推薦其直系親屬購買
香港人壽提供的任何個別人壽保險產品。客戶並未獲授權為香港人壽或銀行之保險代理人，因此不應分享任何有關
個別保險產品或保險產品銷售之事項，有關事項應直接與相關銀行之保險代理人(持牌業務代表)查詢。客戶並不獲授權
向其推薦之直系親屬作出建議、銷售、安排購買人壽保險計劃或提供任何銷售支援。有關客戶推薦之直系親屬不應
倚賴任何由該客戶提供之資訊、建議及/或陳述而作出投保決定。
7. 香港人壽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此優惠，以及修改任何有關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對客戶作出預先通知或為此提供原因之
權利。為免疑慮，如合資格保單於本優惠更改、暫停或終止前繕發，所享之優惠則不受影響。
8. 有關人壽保險計劃詳情、內容、條款及細則，客戶須參閱香港人壽的網站(www.hklife.com.hk)、保險計劃的相關保單
內容、保險計劃建議書、產品小冊子及其他相關文件。本推廣宣傳單張只敘述此優惠詳情，並未提及有關合資格人壽
保險計劃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或條款及細則。客戶於投保含此優惠之任何合資格人壽保險
計劃前，必須閱讀、完全明白並接受其保單及建議書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條款及細則。
9. 此優惠及其相關條款及細則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及受香港法律所規管。
10. 如本推廣宣傳單張之中文及英文版本在內容上有任何歧義或抵觸，均以英文版本為準。
11.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人壽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關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2. 受限於一般條款及細則及本指定條款及細則，並符合所有以下規定的客戶可享優惠列表中所示的合資格人壽保險計
劃之基本計劃之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i)基本計劃之首年年度化保費不少於優惠列表所訂明之相應金額(視情況
而定)；(ii)符合於本條款及細則第23條至第24條有關優惠計劃所訂明之條款及細則(視客戶類別而定)；及(iii)保單獲成功
繕發。直系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及祖孫。推薦次數不限。
13. 有關客戶或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必須先填寫「香港人壽客戶優惠聲明書」內之相關部份(如適用)，再連同合資格人壽保險
計劃之投保申請書一併遞交。
14.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之保費，並不適用於任何附加保障。
15. 基本計劃之整付及首年年度化保費以每張保單作獨立計算及不包括任何附加保障。首年年度化保費是指就合資格人壽
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首年所支付的保費總額。若所選保單以月繳方式繳付，假設每月保費為港元10,000，首年年度化
保費則為港元120,000 (港元10,000 x 12個月)。
16. 若首年年度化保費並非為整數時，將以四捨五入之方法調整為整數，以作計算客戶所享優惠之基本計劃之首年保費
折扣優惠。
17. 香港人壽承保之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整付或首年年度化保費須符合有關計劃所訂明之最低或最高之保費金額，保費
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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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根據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保單貨幣單位計算。
19. 客戶可於投保時繳交淨保費(扣除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後之保費)。若客戶以非整付或非年繳方式繳付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
之保費(即月繳、季繳或半年繳方式)，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根據於首個保單年度內之每期保費計算。此外，若客戶以
月繳方式繳付保費，須於投保時一次過繳交首兩個月之淨保費，並於首個保單週年之餘下十個月，每月繳交淨保費。
其後，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將不再適用，客戶須以毛保費金額繳付每月保費。
20. 若客戶於首個保單年度內轉換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至非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更改基本金額/保險金額(如適用)或作
出任何更改，而導致優惠之保費折扣少於更改前之折扣或未能符合獲享相關優惠要求，香港人壽有權撤銷客戶所享之
優惠，並有權向該客戶追討已提供之優惠價值。
21.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不適用於冷靜期內取消之保單。客戶可獲退還已繳付香港人壽的保費原額(即扣除保費折扣
優惠金額後之淨保費)及保費徵費(兩者均以繳付貨幣計算)，惟不附帶任何利息。
22. 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不能轉移至其他保單及兌換現金，亦不適用於現有保單的續保保費，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只能
用作繳付優惠列表中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保費。
有關適用於公司客戶之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23. 適用於公司客戶之優惠內容及申請資格包括：
申請資格

所有公司員工及其推薦之直系親屬

商業機構 (必須為保單權益人)

保單權益人

必須以個人名義持有

必須以商業機構名義持有

24. 為符合獲享整付或首年保費折扣優惠之資格，公司員工或其推薦之直系親屬必須先完成「香港人壽客戶優惠聲明書」之
相關部份，並連同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之投保申請書一併遞交。
有關「1家1」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1家1」)：
25. 受限於一般條款及細則及本指定條款及細則，並符合所有以下規定的客戶可於保單繕發時獲享「家•創健」危疾保險
計劃之所有保單之額外5%首年保費折扣：(i)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內同時投保「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
儲蓄保險計劃，而所有相關投保申請書之簽署日期必須為同一日；(ii)符合本條款及細則第12條至第24條所訂明之條款
及細則；及(iii)所有相關保單獲成功繕發。可獲享「1家1」之保單數目不限。
26. 「1家1」只適用於「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之基本計劃之保費，並不適用於任何附加保障。
27. 額外保費折扣金額將根據毛保費計算。客戶可於投保時繳交淨保費(扣除所有相關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後之保費)。
28. 所有「家•創健」危疾保險計劃及「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之保單必須由同一位保單權益人所持有，客戶方可獲享
「1家1」。
29. 客 戶 之 「 家 • 創 富 」 儲 蓄 保 險 計 劃 之 保 單 必 須 於 首 個 保 單 年 度 內 保 持 生 效 ， 方 可 獲 享 「 1 家 1 」 。 若 客 戶 之
「家•創富」儲蓄保險計劃之保單於首個保單年度內作出任何更改，而導致未能符合獲享「1家1」之要求，香港人壽
有權撤銷客戶所享之「1家1」，並有權向該客戶追討已提供之優惠價值。

重要聲明
銷售及產品爭議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而有關人壽保險產品是香港人壽
而非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產品。對於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
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
程序；然而，對於有關人壽保險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香港人壽與客戶直接解決。
如欲要求香港人壽停止使用閣下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請致電2290 2882與香港人壽的資料保護主任聯絡，或致函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5樓，此項安排不另收費。
如欲查詢有關計劃詳情，請致電香港人壽客戶服務熱線2290 2882，或親臨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各分行查詢。上海商業
銀行有限公司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分銷的人壽保險產品由香港人壽承保，香港人壽
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保險業監管局監督授權經營人壽保險業務。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香港人壽的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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