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avingsPlan
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增加您的储蓄

您的未来计划
将需要多少资金？
大多数人都有宏伟计划。升级房屋、购置第二套房产
或者退休后可以无忧无虑地旅行。对另一些人来说，
他们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修读大学。

在新加坡，
让一个孩子修读 3 年制
大学课程的费用是

37,950 新元*
退休期间的
旅行费用*

50,000 新元

* 备注：
– 3 年制大学课程的费用是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8/2019 学年
法律本科课程的学费进行估算，不包括学费调整。
http://www.nus.edu.sg/registrar/info/ug/UGTuitionCurrent.pdf
– 旅行费用是根据以下假设：一个人每年旅行一次，每次旅行
花费 5,000 新元，为期 10 年。

新加坡人
储蓄不足。
问题是，我们总是认为未来很遥远。
我们也忘了，由于通货膨胀，无论我们最终有多少储蓄，
都可能不足以支付我们想要的东西。
说到财务责任，事实显示：

只有 37% 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
有足够的储蓄。
^

^ 资料来源：2018 年 6 月 Aviva 消费者储蓄态度调研

储蓄计划需要一个结构…
当没有相关的结构来帮助您有规律的进行储蓄时，
这尤其具有挑战性。
未来的计划将被抛到一边，我们的大部分，甚至全
部收入，都会花在日常开销或一时冲动的消费上。
然而，对更好的事物的渴望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
增加储蓄来实现我们
的理想？

简介
MySavingsPlan
决定全力以赴为您未来的目标积极储蓄？恭喜
您，您正在实现目标的路上。
MySavingsPlan 通过一次性付款、有保证的回
报和 100% 本金保证 1，帮助您为未来的目标建
立储蓄。
同时，它为您提供死亡（包括意外死亡）和绝
症的保险保障。
在 保 单 期 满 时，您 还 可 以 享 受 非 保 证 潜 在
红利2 。

MySavingsPlan 的福利
MySavingsPlan 将为您提供：
在保单期限结束时有 100% 本金保证 1
一个可靠的储蓄计划，每天只需 1.56 新元 3
提供 10 年至 25 年的保费及保单期限，以满足您的储蓄
目标
在保单期限结束时，提供有保证的一次性付款，外加非
保证潜在红利 2
保证签发，无需体检

作为一项保险计划，MySavingsPlan 还提供以下保障福利：
死亡和绝症承保 4
附加意外死亡保障 5
可选的附加险 6 提供额外保护

额外保障
您还可购买这些保证签发的附加险保护您的储蓄，
获取额外保障。

EasyTerm
在死亡、绝症或完全永久残疾的情况下，提供额外的
一次性现金付款，最高可达基本保单计划每年保费的
10 倍。

Cancer Premium Waiver
在被诊断患有主要癌症7 时，我们将豁免您的未来的
保费——从而您可无需担心您的储蓄不够，而专注于
恢复健康。

EasyPayer Premium Waiver
在死亡、绝症或完全永久残疾的情况下，您所有的未
来保费将被豁免，而您所爱的人的储蓄基金将继续增
长。

想要获取完整的保障附加险列表，请立即联系您的财
务顾问代表！

MySavingsPlan 案例演示
Brandon 35 岁，不吸烟，已婚，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希望 60 岁时能有 70,000
新元储蓄，这样他就能在经济上有保障，并且在退休后能和妻子一起旅行。

每月支付保费 214.30 新元
25 年保费总额 = 64,290 新元
1

25

保证
福利支出

保费支付

他购买了 MySavingsPlan8，目的是用一种具结构性的方法来实现他的长期
目标。

保单 / 保费
期限

保证
期满价值

= 70,000 新元
保证期满价值：

70,000 新元

预期期满红利：

33,929 新元

MySavingsPlan 总福利收入2：103,929 新元

预期期满红利

= 33,929 新元

只需每月额外 10.70 新元 9（低于基本保险计划年度保费
的 2%）
，Brandon 就可购买 Aviva 的保证签发附加险——
Cancer Premium Waiver 和 EasyTerm，让他在最糟的情况下，
仍然能保护他的财富。

以上的演示说明是以每年 4.75% 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为假设计算的；这是
保单演示说明中所示的较高的收益率。
如预期投资收益率为每年 3.25%，总福利金将为 83,086 新元 = 70,000 新元
保证期满价值 + 13,086 新元预期期满红利。
请参阅产品摘要和保单演示说明，了解更多详情。上表中的数字已调整
到最接近的新元整数。

迈向未来
幸福的下一步！
您是否已准备好采取认真的行动来实现您的
未来计划？我们很乐意助您一臂之力。
您只需要：
• 决定您的储蓄目标
• 选择您的储蓄期限
• 添加附加险，获取额外保障
获得一个计划就是如此简单！
请联系您的财务顾问代表
或浏览 www.aviva.com.sg 了解更多详情。

脚注：
1. 有保证收益和 100% 本金保证的一次性付款仅在保单期满后适用，其中在
保费期限内应支付的保费总额至少为 100%。
2. 潜在红利和保证收益是指期满福利收入，包括在保单期满后支付的保证
期满价值（即保证保额）和非保证的期满红利。非保证期满红利（即预
期期满红利）由累积的复归红利和期终红利（如有）组成。如需更多信
息，请参阅产品摘要。
3. 保费是根据 25 年保单期限内 15,000 新元的总保额进行计算。演示说明显
示的每日保费是用每年保费金额除以 365 天，调整至最接近的新加坡一
分钱计算的。
4. 如果在保单期限内受保人死亡，Aviva Ltd 将一次性支付基础保险计划支付
的全部分期保费的 105% 或保证退保现金价值（以较高者为准）；以及任
何累计的复归红利和期终红利，减去任何负债（受适用法规的约束）。在
保单期限内受保人被诊断患有绝症的情况下，Aviva Ltd 将一次性支付绝症
保险金，作为死亡赔偿金的预付款。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产品摘要。
5. 在保单期限内，如果在 80 岁之前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除了一次性的死
亡保险金外，我们还将按基本保险计划给付保额。
6. 有关附加险和适用年龄限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其各自的产品摘要及
主要条款，其中包括除外条款、等待期及生存期（如适用）的详情。
7. 主要癌症定义：一种通过组织学确诊的恶性肿瘤，特征是恶性细胞不受控
制地生长，并入侵和破坏正常组织。恶性肿瘤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和肉瘤。
请参阅产品摘要，了解具体条款和条件。

8. 演示是根据 25 年保单期限内 70,000 新元的总保额进行计算。预期总期满

Contact
your financial adviser and open a
福利包括保证期满价值和预期红利，并且将一次性支付。所有数字均以新
元计算，并调整至最接近的新元整数。
Navigator
account today. If you do not have
one, visit aviva.com.sg/navigatorpartners
9. 保费是根据一名在下次生日时 35 岁、不吸烟的男性，他选择（25 年保
to reach
out to any of our partners.25,000 新元，以及 Cancer Premium Waiver
险期）EasyTerm，其中保额为

（25 年保险期）。保费按月支付，期限为 25 年。有关附加险的更多详情，
Need 请参阅它们各自的产品摘要。
more information?

Call us at 6827 7555 or visit
www.aviva.com.sg/navigator
注意事项
to find out more.
本保单由 Aviva Ltd 承保。

本宣传册仅供一般参考，并且未考虑任何特定人士的具体投资目标、财务状况
和特殊需求。您可向 Aviva Ltd 及参与分销商的办事处索取产品摘要。在决定是
否购买保单之前，您应该先阅读产品摘要。在作出购买保单的承诺之前，您可
咨询财务顾问代表的意见。如果您选择不寻求财务顾问代表的意见，您应考虑
有关产品是否适合您。由于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承诺，提早终止保单通常
涉及高额费用，而可支付给您的退保金额（如有）可能为零或者少于已缴付的
保费总额。购买不适合您的医疗保险产品可能会影响您为未来的医疗需求提供
资金的能力。
这不是一份保险合同。本保单的标准条款和条件的详细内容可在相关保单合同
中找到。若中、英文版之间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截至 2018 年 12 月，信息是准确的。
这则广告未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本保单受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管理的“ 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 ”的保护。
您 的 保 单 承 保 范 围 是 自 动 的，不 需 要 您 采 取 进 一 步 的 行 动。如 需 了 解 更
多有关计划中承保的福利类别及承保范围限制的信息，在适用情况下，请
联 系 Aviva Ltd，或 者 浏 览 新 加 坡 寿 险 协 会 或 SDIC 网 站 (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Important Notes

Contact your financial adviser and open a
The policy is underwritten by Aviva Ltd.
Navigator account today. If you do not have
This brochure is publish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does not have regard to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particular needs of any specific person.
one, investment
visit aviva.com.sg/navigatorpartners
A copy of the Product Summary may be obtained from Aviva Ltd and the participating
to reachoffices.
out to
our
distributors’
Youany
shouldof
read
the partners.
product summary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purchase the policy. You may wish to seek advice from a financial adviser representative before
making a commitment to purchase the product. Buying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a long-term
commitment. An early termination of the policy usually involves high costs and the surrender
value payable, if any, may be less than the total premiums paid. Full details of the standard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lan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vant policy contract. Buying health
insurance that is not suitable for you may impact your ability to finance your future healthcare
needs.

Need more information?
Call us at 6827 7555 or visit
www.aviva.com.sg/navigator
This
policy isout
protected
under the Policy Owners’ Protection Scheme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to
find
more.
the SDIC. Coverage for your policy is automatic and no further action is required from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types of benefits that are covered under the scheme as well as the limits
of coverage, where applicable, please contact Aviva Ltd or visit 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r
SDIC websites (www.lia.org.sg or www.sdic.org.sg).

Aviva Ltd
4 Shenton Way, #01-01, SGX Centre 2 Singapore 068807
电话：(65) 6827 9933
网站：www.aviva.com.sg
公司注册编号：1969004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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