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人寿产品说明书文稿

太平乐宝贝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增额分红保险产品，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其年度红利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实现，期末还可领取终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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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文稿
产品特色：
成长关爱 满五年年领
自合同满 5 年起，
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5%领取成长关爱金，
直至满期。
大学深造 七年额外领
孩子在 18 周岁至 24 周岁的保险单周年日，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
之和的 50%额外领取大学教育金及继续深造金。
成家立业 助力百分百
合同满期时，按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100%领取成家立业金，助力
孩子事业、家庭双丰收。
增额分红 保额节节高
增额分红设计不断推高保额，成长关爱金、大学教育金、继续深造金和成家立业金领取额
度随之水涨船高。
保费豁免 快乐伴成长
交费期内，若投保人 65 周岁前不幸发生意外身故或全残，将豁免余下各期保险费，让孩子
依然安心快乐成长。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28 天—10 周岁
交费期限：趸交， 5 年、10 年交
保障期限：至 30 周岁

您享有的主要权益：
1、成长关爱金
第 5 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合同终止，每年按当日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
的 5%给付成长关爱金。
2、大学教育金
在 18 至 21 周岁的每个保险单周年日，按当日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50%给付大学教育金。
3、继续深造金
在 22 至 24 周岁的每个保险单周年日，按当日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的
50%给付继续深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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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家立业金
年满 30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按当日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两者之和给
付成家立业金。
5、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按两项金额[已交保险费×（1+身故时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身故
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合同终止。
6、投保人意外身故或全残豁免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在年满 65 周岁前不幸因意外导致身故或全残，将豁免余下各期保险费。
7、保单红利
该分红险的分红方式为增额分红，红利分配包括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年度红利以增加保险
金额的方式实现，增额部分也参加以后各年度的红利计算；身故或其它原因导致合同终止的，
我们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以现金方式给付终了红利。
该分红险的投资策略为坚持稳健投资，以固定收益类投资为主，权益类投资为辅。进而以保
障资产安全为基础，实现资产的增值。对于固定收益类投资，我们坚持投资高信用等级的产
品，保障资产的安全；对于权益类投资，则坚持价值投资理念。该策略可能随市场形势和监
管规定变化而调整。
分红产品的红利来源包括利差、死差、费差。我们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推进分红型人身保
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依据公平性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进行红利分
配。红利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成果，受投资收益、理赔情况、营业
费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保单，因为险种、保额、保费、交费期、被保险人性别、年
龄等多种因素不同，实际红利分配也会存在差异。
我们每年将向您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
8、保单贷款
特设保单贷款功能，且贷款期间仍享受增额分红利益及保障利益（合同中止期间除外）
。
9、犹豫期
您在收到保险合同并签收之日起，可享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您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我们
将扣除 10 元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已交的保险费。
如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我们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是根据中国保监会《关
于推进分红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计算的。
10、合同解除权
合同有效期间内，您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解除合同。我们将在合同终止后 30 天内向您退还
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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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4. 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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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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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
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
值。
投保人因发生上述第 2 至 7 项情形导致身故或全残的，或因被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故意
杀害、故意伤害导致投保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将不予豁免保险费。

保监寿险〔2009〕1161 号文《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条文解释的
通知》特别公告：要求投保人抄录的风险提示语句中的"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仅针对新型
产品的非保证利益部分，即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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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及保单利益测算：
示例一：
李先生，35 周岁，为 0 岁的儿子小宝购买 5 万保额的太平乐宝贝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
，选择 10 年交费，年交保费 21595 元。小宝获得的保障利
益包括：
1、成长关爱金：第 5 个保单周年日起可领取生存金，每年至少保证领取 2500 元，直至满期。若至 30 周岁按红利累计可领取约：9.4 万元（高）、
8.0 万元（中）
、6.6 万元（低）
。
2、大学教育金/继续深造金：18 至 24 周岁的每个保单周年日，可至少保证领取 2.5 万元的大学教育金/继续深造金。
18 周岁时按红利领取的大学教育金约：3.6 万元（高）
、3.1 万元（中）、2.5 万元（低）
；22 周岁时按红利领取的继续深造金约：4.0 万元（高）、
3.3 万元（中）
、2.5 万元（低）
。7 年按红利共可领取约：27.1 万元（高）
、22.4 万元（中）
、17.7 万元（低）。
3、成家立业金：3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可至少保证领取 5 万元的成家立业金，按红利可领取约：9.8 万元（高）
、7.3 万元（中）
、5.1 万元（低）
。


若至 30 周岁所有领取金额按红利累计共可领取约：46.2 万元（高）、37.7 万元（中）
、29.3 万元（低）
。

4、身故保险金：享有身故保障。28 周岁时的身故保险金约：39.0 万元（高）
、30.3 万元（中）
、21.9 万元（低）
。
5、保费豁免：享有保费豁免权益。若李先生交费期内不幸意外身故或全残，将豁免合同余下各期的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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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王女士，30 周岁，为 0 岁的女儿小红购买 10 万保额的太平乐宝贝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
，选择一次性交费，趸交保费 372240 元。小红获得的保
障利益包括：
1、成长关爱金：第 5 个保单周年日起可领取生存金，每年至少保证领取 5000 元，直至满期。若至 30 周岁按红利累计可领取约：20.1 万元（高）、
16.1 万元（中）
、13.0 万元（低）
。
2、大学教育金/继续深造金：18 至 24 周岁的每个保单周年日，可至少保证领取 5 万元的大学教育金/继续深造金。
18 周岁时按红利领取的大学教育金约：7.7 万元（高）、6.2 万元（中）、5.0 万元（低）
；22 周岁时按红利领取的大学教育金约：8.5 万元（高）、
6.5 万元（中）
、5.0 万元（低）
。7 年按红利共可领取约：57.9 万元（高）
、45.1 万元（中）
、35.0 万元（低）。
3、成家立业金：3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可至少保证领取 10 万元的成家立业金，按红利可领取约：20.5 万元（高）、14.4 万元（中）
、10.0 万元（低）
。


若至 30 周岁所有领取金额按红利累计共可领取约：98.5 万元（高）、75.6 万元（中）
、58.0 万元（低）
。

4、身故保险金：享有身故保障。28 周岁时的身故保险金约：71.1 万元（高）
、51.6 万元（中）
、37.2 万元（低）
。
5、保费豁免：享有保费豁免权益。若王女士交费期内不幸意外身故或全残，将豁免合同余下各期的保险费。

注： 年末退保金额为客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退还给客户的金额（包含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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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声明：
本说明书的利益表数值统一采用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到整数位。
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有可能为零，终了红利在保单期
末一次性领取。

本资料仅供了解产品之用，具体应以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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