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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折扣



医疗及危疾保障产品

AXA安盛「丰盛连年」推广计划
新年伊始，您有什么目标？作为屡获殊荣的保险伙伴，AXA安盛承
诺时刻与您并肩，为您打气。我们诚意献上 AXA安盛「丰盛连年」
推广计划，为您及摰爱提供优越的医疗、危疾保障及储蓄计划。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推广期」），如您成功
投保以下任何全新指定基本计划／附加契约 1，并符合相关之首年
年度化保费及其他要求，您即有机会获享本推广计划 2所提供之保
费折扣，以作为奖赏。请即行动！

储蓄产品

3奖赏

安进储蓄系列 II – 跃进保费折扣

指定基本计划 安进储蓄系列II – 跃进

指定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 
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美元） 5,000美元或以上

每份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之保费折扣 
（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之百分比）

5年保费缴付年期 4%5

10年保费缴付年期 15%5

表三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保费折扣

指定基本计划／附加契约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

指定基本计划／附加契约之首年年度化保费 
（港元）（或其等值外币） 3,000港元或以上

每份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 
合资格附加契约之保费折扣 2 个月4

额外 
奖赏

除了奖赏二，如您成功投保上述指定基本计划／附加契约 1，您更有机会获享 
AXA安盛「养和全人医疗体验」推广计划内，由养和医疗集团提供之健康奖赏。 
详情请参阅AXA安盛「养和全人医疗体验」推广计划之单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表二2奖赏

1奖赏
爱护同行危疾保障（加强版）保费折扣

指定基本计划 爱护同行危疾保障（加强版）20/25年保费缴付年期

指定基本计划之首年年度化保费 
（港元）（或其等值外币） 15,000港元或以上

每份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之 
保费折扣 2 个月3

表一



就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如您符合所有相关要求，您将有机会同时获享奖赏二及奖赏四，即合共6个月 
保费折扣。

可扣税产品 6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保费折扣

类别A – 医疗保障 类别B – 储蓄

指定基本计划／ 
附加契约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 「赏生活」延期年金

指定基本计划／ 
附加契约之首年

年度化保费 
（港元） 

（或其等值外币）

3,000港元或以上 60,000港元或以上

类别A之基本计
划／附加契约之

保费折扣

每位保单持有人所持有的基本计划及／或附加契约类别

推广期前 推广期內 奖赏

- 类别 
A及B

类别A之基本计划／ 
附加契约可获4个月保费折扣7, 8类别A 类别B

类别B 类别A

类别 
A及 B

类别 
A或B

类别A之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可获4个月保费折扣7, 8。
如保单持有人持有2份类别A基本计划及／ 
或附加契约，首年年度化保费较高之类别A之 
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可获4个月保费折扣7, 8。

类别 
A及 B

2份类别A之基本计划／ 
附加契约均可获4个月保费折扣7, 8

表四4奖赏

备注
1. 有关指定医疗及危疾保障基本计划及附加契约及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之产品详情，请参阅有关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单合约。
2. 有关本推广计划之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之条款及细则。
3. 有关奖赏一之保费折扣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之条款及细则之第2至3项。
4. 有关奖赏二之保费折扣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之条款及细则之第4至5项。
5. 有关奖赏三之保费折扣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之条款及细则之第6至7项。
6. 合资格之香港纳税人可就其缴付的相关合资格保费作税务扣减。如欲获取更多资讯，请浏览www.ird.gov.hk或寻求独立的税务建议。
7. 有关奖赏四之保费折扣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之条款及细则之第8至11项。
8. 连同本推广计划，如客户符合多于一个AXA安盛的推广活动之要求，客户之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最多只可获享合共6个月保费折扣。



说明例子
（说明例子乃假设例子，只供参考）

新保单一 新保单二

危疾保障 医疗保障 储蓄

投保计划及 
其首年年度化保费 
（港元）（或其等值外币）／（美元）

基本计划：
爱护同行危疾保障 
（加强版）-  
15,000港元

附加契约：
AXA安盛智尊守慧 
医疗保障 -  
3,000港元

基本计划：
安进储蓄系列II -  

跃进 -  
5,000美元

保费缴付年期 20年 - 10年

奖赏

 奖赏 1
以上基本计划 
可获2个月 
保费折扣

 奖赏 2
以上附加契约 
可获2个月 
保费折扣

 奖赏 4
（因没有全新／ 
现有指定「赏生活」
延期年金）

 奖赏 3
以上基本计划及 
其附加契约 

（如适用）可获15%
保费折扣

 辛先生（为保单持有人）

例子一

现有保单一 新保单二 新保单三

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 储蓄

投保计划及 
其首年年度化保费 
（港元）（或其等值外币）

附加契约：
AXA安盛智尊守慧 
医疗保障 -  
3,000港元

基本计划：
AXA安盛智尊守慧 
医疗保障 -  
4,000港元

基本计划：
「赏生活」 
延期年金 -  
60,000港元

保费缴付年期 - - 5年

奖赏
 奖赏 2
（因以上附加契约
并不是于推广期内
投保）

 奖赏 4
（因客户有另一首
年年度化保费较高
之计划）

 奖赏 2
 奖赏 4

以上基本计划 
可获合共6个月 
保费折扣

-

 连小姐（为保单持有人）

例子二



新保单一 新保单二

危疾保障 医疗保障 储蓄

投保计划及 
其首年年度化保费 
（港元）（或其等值外币）

基本计划：
爱护同行危疾保障 
（加强版）-  
12,000港元

附加契约：
AXA安盛智尊守慧 
医疗保障 -  
3,000港元

基本计划：
「赏生活」 
延期年金 -  
55,000港元

保费缴付年期 20年 - 5年

奖赏

 奖赏 1
（因首年年度化 
保费未达 
15,000港元）

 奖赏 2
以上附加契约 
可获2个月 
保费折扣

 奖赏 4
（因「赏生活」 
延期年金之首年
年度化保费未达
60,000港元）

-

 乐先生（为保单持有人）

例子三



1. AXA安盛「丰盛连年」推广计划（「推广计划」）由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统称「AXA安盛」） 
提供，并受下列条款及细则约束。

奖赏一 – 爱护同行危疾保障（加强版）保费折扣

2. 本推广计划下的奖赏一之保费折扣一只适用于当所有下列条件已符合时：

a. 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成功递交爱护同行危疾保障（加强版）基本计划的申请；

b. 该基本计划须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获成功缮发；

c. 该基本计划之首年年度化保费符合及保费缴付年期以上表一（或其等值外币，须以下列AXA安盛釐订之兑换表计算）；及

兑换表－外币兑港元兑换价

美元 澳门元
8.0 1.0

d. 该基本计划必须选择以年缴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2项条件的爱护同行危疾保障（加强版）其后称为「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

3. 符合以上第2项条件的每份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将有机会获享一次单次性保费折扣，以作缴交未来保费之用（「保费折扣一」）。就保费折扣一的计算
方法，2个月保费折扣乃指相等于相关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的首年年度化保费之16.66%。

奖赏二 –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保费折扣

4. 本推广计划下的奖赏二之保费折扣二只适用于当所有下列条件已符合时：

a. 于推广期内，成功递交任何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基本计划／附加契约的申请；

b. 每份该基本计划须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获成功缮发；或于全新／现有基本计划下的每份该附加契约的生效日期须 
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

c. 每份该基本计划／附加契约之首年年度化保费符合以上表二（或其等值外币，须以上列AXA安盛釐订之兑换表计算）；及

d. 每份该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必须选择以年缴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4项条件的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其后称为「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

5. 符合以上第4项条件的每份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将有机会按上述表二获享一次单次性保费折扣，以作缴交未来保费之用（「保费折 
扣二」）。就保费折扣二的计算方法，2个月保费折扣乃指相等于相关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的首年年度化保费之16.66%。

奖赏三 – 安进储蓄系列II - 跃进保费折扣

6. 本推广计划下的奖赏三之保费折扣三只适用于当所有下列条件已符合时：

a. 于推广期内，成功递交安进储蓄系列II - 跃进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的申请；

b. 该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须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获成功缮发；

c. 该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总首年年度化保费符合以上表三；及

d. 不论客户以任何保费付款方式，该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之首13个月内的到期保费需全数如期缴清；

（符合以上第6项条件的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其后称为「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

7. 符合以上第6项所有条件之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将可获享一次单次性保费折扣，以作缴交未来保费之用。保费折扣金额的计算将等于奖赏三之合资格保 
单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乘以以上表三所述的适用保费折扣比率（「保费折扣三」）。

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将根据保费折扣时之缴费方式及名义金额来釐定。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 
适用）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将根据缴费方式来计算：

a. 以月缴方式付款，将以月缴保费乘以12计算；或

b. 以半年缴方式付款，将以半年缴保费乘以2计算。

就附加于指定储蓄基本计划的真智住院现金保障 –首年一元附加契约（经济级别）（如有），其保费将计算在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之 
总首年年度化保费之内。十年续保真智精选定期保险首年免缴附加契约、十年续保真智定期保险首年免缴附加契约及意外保险首3年免缴附加契约之保 
费并不计算在指定储蓄基本计划及其附加契约（如适用）之总首年年度化保费之内。

奖赏四 –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保费折扣

8. 本推广计划下的奖赏四之保费折扣四只适用于当所有下列条件已符合时：

如基本计划或附加契约于推广期前投保

a. 每份该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及／或「赏生活」延期年金基本计划之首年年度化保费符合以上表四（或其等值外币，须以上 
列AXA安盛釐订之兑换表计算）；及

b. 每份该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必须选择以年缴方式付款。

如基本计划或附加契约于推广期内投保

c. 于推广期内，成功递交以上表四之任何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基本计划或附加契约及／或「赏生活」延期年金基本计划的申请；

d. 每份该基本计划须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获成功缮发；及／或于全新／现有基本计划下的每份该附加契约的生效日 
期须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天；

e. 每份该基本计划／附加契约之首年年度化保费符合以上表四（或其等值外币，须以上列AXA安盛釐订之兑换表计算）；及

f. 每份该基本计划／附加契约必须选择以年缴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8项条件的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其后称为「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而符合以上第8项条件的「赏生活」延期年金其后称为
「奖赏四之合资格储蓄计划」）

AXA安盛「丰盛连年」推广计划之条款及细则



9. 符合以上第8项条件的每份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将有机会按上述表四获享一次单次性保费折扣，以作缴交未来保费之用。保费折扣之获享资格 
将按照每位保单持有人于以上表四所持有的保单类别计算（「保费折扣四」）。就保费折扣四的计算方法，4个月保费折扣乃指相等于相关奖赏四之合资格 
医疗保障计划的首年年度化保费之33.33%。

10. 如客户有多于一份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首年年度化保费较高之计划将可与奖赏四之合资格储蓄计划配为一对，如该计划并符合其他相关要 
求，该计划将可获保费折扣四。剩余未能配为一对的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则不获任何保费折扣。

11. 连同本推广计划，如客户符合多于一个AXA安盛的推广活动之要求，客户之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最多只可获享合共6个月保费折扣，即相等于相关 
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的首年年度化保费之50%。

所有奖赏的一般条款

12. 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费折扣四之金额将用作缴交第3个保单年度及其后之保费，一切以AXA安盛认为合适为准。

13. 算首年年度化保费之金额为保单之标准保费加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额外保费（如有），惟保费徵费并不包括在内。

14. 当发放相关保费折扣时，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及／或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及／或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及  ／或奖赏四之合资格
医疗保障计划及／或奖赏四之合资格储蓄计划（以适用者为准）必须仍然生效及由订立起必须全数缴清所有到期保费，否则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 
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费折扣四将不获发放。如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及／或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及／或奖赏三之合资
格保单及／或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以适用者为准）因任何原因终止，任何未使用之保费折扣金额将被没收。

15. 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费折扣四以相关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及／或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
及／或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及／或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之保单货币计算（按上列AXA安盛釐订之兑换表，如适用）及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小数 
点后2位。

16. 如被保人的任何相关计划于其冷静期内取消，并为同一被保人于推广期内投保相同相关计划，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 
费折扣四将不适用。

17. 奖赏一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及／或奖赏二之合资格基本计划／合资格附加契约及／或奖赏三之合资格保单及／或奖赏四之合资格医疗保障计划（以适用者
为准）之保单持有人将于2021年5月31日前获另函通知有关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费折扣四（以适用者为准）之详情。

18. 在任何情况下，保费折扣一及／或保费折扣二及／或保费折扣三及／或保费折扣四均不得转换、不得退还或兑换现金，亦不得转让予他人。

19. 本推广计划不适用于以公司名义作保单持有人之保单。

20. AXA安盛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或终止本推广计划（全部或部分）及／或更改本推广计划之有关条款及细则而不作事先通知。若本推广计划被更改或终止， 
及／或其条款及细则有任何修订，于有关更改／终止／修订前，任何已于本推广计划下获批核的申请将不受其影响。

21. 本单张只载有一般资料，并不构成任何基本计划或附加契约的销售建议。有关基本计划及附加契约的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的详情，请参阅有关之建议 
书、产品说明书及保单合约。

22. 奖赏一、奖赏二、奖赏三及奖赏四之获享资格并非保证，有关申请须以AXA安盛最终批核为准。如有任何争议，AXA安盛之决定将为最终及具决定性。

注︰此宣传单张内有关「被保人」的字词及表述与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保单合约内有关「受保人」的字词及表述具有相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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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联络或浏览：
您的理财顾问
客户服务热线 (852) 2802 2812
www.axa.com.hk

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络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使用）

「丰盛连年」推广计划

202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