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财富 2 号 A 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让您更好的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计划，请您仔细阅读。 

 

 

“光明财富 2 号 A 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坚持稳健的投资策略，致力把握金融市场的投资良

机，采取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为客户争取长期收益。专家为您理财，及时把握市场动向，令您的投资

占有先机。 

 

 

 

本产品计划的重要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品牌有优势：国务院直属第一家金控品牌，购买更安心； 

 收益更稳健：甄选优质投资品种，财富稳健增值； 

 购买成本低：无申购费用； 

 服务讲品质：诚信保障，客户为先。 

 

特别提示您：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产品说明书仅供理解产品时参考，

相关权利义务以保险产品条款为准。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是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合同”指您与我

们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 

 

一、 投资连结保险的运作原理 

投资连结保险指包含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身保险。我们在扣除一定费用后(本产品计划全免)，

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转换为投资单位。投资账户价值随投资单位价格变化而变化。保险单账户价值等于本合同项下

各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量乘以投资单位的卖出价之和。 

 产品介绍 



 

 

二、 保险单账户相关费用 

 购买无额外成本，您的保险费按指定比例分配至优选投资账户和光明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后全部用于购买投资单位。 

 免收取保险单初始费、保险单管理费、风险保障费及投资单位买卖差价。 

 解除合同手续费： 

 犹豫期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我们扣除最高不超过十元成本费后向您返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账户价值，本合同自

始无效； 

 犹豫期后要求解除合同的，我们扣除一定数额解除合同手续费用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账户价值。本合

同生效 66 日内（含该日），解除合同手续费用为保险单账户价值的 10%；本合同生效满 66日后，解除合同手续费用为

零元。 

 投资账户管理费：本合同光明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最高不超过 1%，优选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最高不超过

2%。此费用从投资账户中按日计提。以下演示的保险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身故给付时已经扣除了此项费用。我们

保留调整各投资账户年管理费比例的权利。详情请参见账户说明书。 

三、 投保须知 

本产品仅限 18 周岁及以上人士投保，投保时您需一次性交清全部保费。 

四、 犹豫期、退保及账户转换权 

自本合同生效次日（含该日）起 10 天内为犹豫期。犹豫期内您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我们将扣除最高不超过十元成本

费后向您返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账户价值，本合同自始无效；犹豫期满后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扣除一定数额解除

合同手续费用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账户价值。 

除另有约定外，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允许保险单项下各账户资产在账户间进行转换。 

五、 保险责任 

本产品提供年金责任、身故保险金及满期保险金责任，具体保险责任详见保险条款。 

六、 利益演示 

30 岁的富先生，购买本产品计划，免收取保险单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风险保障费以及投资单位买卖差价。累计支

付 100 万元，全部进入投资账户。在保险期间内，富先生将获得如下保险利益（演示数值为已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净金额）： 

 

 

利益演示表：单位（元） 

 

保单年度 趸交保费 
保险单账户价值/身故给付 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满 1 天 1,000,000  1,000,027  1,000,107  1,000,160  900,025  900,097  900,144  

满 30 天 - 1,000,818  1,003,229  1,004,801  900,736  902,906  904,321  

满 60 天 - 1,001,637  1,006,468  1,009,624  901,473  905,821  908,662  

满 66 天 - 1,001,801  1,007,117  1,010,592  1,001,801  1,007,117  1,010,592  

第 1 年 - 1,010,000  1,040,000  1,060,000  1,010,000  1,040,000  1,060,000  

第 2 年 - 1,020,100  1,081,600  1,123,600  1,020,100  1,081,600  1,123,600  



 

 

第 3 年 - 1,030,301  1,124,864  1,191,016  1,030,301  1,124,864  1,191,016  

第 4 年 - 1,040,604  1,169,859  1,262,477  1,040,604  1,169,859  1,262,477  

第 5 年 - 1,051,010  1,216,653  1,338,226  1,051,010  1,216,653  1,338,226  

第 6 年 - 1,061,520  1,265,319  1,418,519  1,061,520  1,265,319  1,418,519  

第 7 年 - 1,072,135  1,315,932  1,503,630  1,072,135  1,315,932  1,503,630  

第 8 年 - 1,082,857  1,368,569  1,593,848  1,082,857  1,368,569  1,593,848  

第 9 年 - 1,093,685  1,423,312  1,689,479  1,093,685  1,423,312  1,689,479  

第 10 年 - 1,104,622  1,480,244  1,790,848  1,104,622  1,480,244  1,790,848  

温馨提示： 

1、上表各保险单年度的年化投资收益假设为：低档为年化利率 1%；中档为年化利率 4%；高档为年化利率 6%。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

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2、该利益演示表为假设未在保险单生效五年后申请领取年金； 

3、 “现金价值”是指保险单账户价值减去解除合同手续费用； 

4、“保险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及“身故给付”均为保单持有满对应时间后的数值。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保险条款及产品说明书中的全部内容。 

 

投保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客户签字 



 

 

 

光明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说明书 

（一） 账户特征 

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于有一定收益

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二） 资产配置范围 

本账户可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型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产品，

以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其他金融资产： 

1、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回购（包括正回购、逆回购）等； 

2、债券：交易所场内和银行间上市交易的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央行票据、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等； 

3、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包括定向产品和集合产品； 

4、债券型基金，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债券型基金、分级基金的优先级、债券型分级基金的进取级等； 

5、权益类资产，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分级基金的进取级及股票等； 

6、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

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金融资产。 

 

 

（三） 投资策略 

管理人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贯穿于资产配置、行

业细分、个券选择以及组合风险管理全过程中。 

 1、资产配置策略 

本账户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在股票市场存在确定性的机会时少量与股票市场投资，在边际上提升产品投资收益。 

本账户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市场预期、估值水平等可能影响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分析和比

较不同类别金融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在做大类资产的主动性配置时，管理

人也会基于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应对突发事件、财报季节效应以及市场非有效等例外效应所造成的短期

市场波动。 

2、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本账户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品种，

管理人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合理分配固定收益类组合中各品种的投资比例，

构造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3、股票投资策略 

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投资组合。对宏观经济中制度性、结构性或周期性等发展趋势进

行前瞻性的研究与分析，挖掘并投资于集中代表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行业或主题。在根据上述策略选择行业的基础上，本

账户将采用基本面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择个股。 

 

（四） 投资比例限制 

1、货币市场工具、1 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

资产比例合计不低于 5%。 

2、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 0%-95%。 



 

 

3、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 75%。 

 

（五） 主要投资风险 

1、市场风险 

因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周期、利率变化、通货膨胀以及投资品种的其他因素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品种的市场

价格发生波动，从而造成账户财产损失。 

2、信用风险 

本账户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本账户所投资金融产品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造成本账户资产损失。 

3、管理风险 

由于管理人的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在管理账户财产的过程中对信息的采集和判断发生偏差而使账户财产未能实

现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的风险。 

4、托管人风险 

本账户的托管银行可能存在因其违规经营和管理疏忽而使账户财产遭受损失的风险。 

5、流动性风险 

指账户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在账户存续期间，可能会

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份额集中到期的情形，账户财产中的金融工具无法变现的情况，上述情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

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退出，则可能会导致账户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 

账户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所投资债券的发行人倒闭、信用评级被降低、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情

况，从而导致账户财产损失。 

6、其它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可能导致账户财产的损失。 

 

（六）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七） 信息披露 

本投资账户正式设立后，本公司将以监管机构认可的方式就本账户使用的估值方法进行披露。 

 

（八） 投资管理费 

投资账户管理费，是我们为管理投资账户而收取的费用。投资账户管理费于评估投资账户价值时扣除，并体现在投资

单位价格内，按如下标准收取： 

投资账户年管理费比例
年天数（365）

数距上一评估基准日的天
投资账户的负债）(投资账户资产价值 

 

投资账户的负债包括：应付未付的各类开支，以及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的其他应付费用。 

该投资账户的年资产管理费比例不超过 1%。本公司可以调整各投资账户年管理费比例。 

 

（九） 投资单位价格评估 

投资单位卖出价＝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单位数。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价值－投资账户负债－投资账户管理费。 



 

 

投资账户负债为应付未付的各类开支，以及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的其他应付费用。 

 

（十） 资产托管情况 

本投资账户的所有投资资产均实行第三方托管。 

 

（十一） 账户独立性 

本投资账户实行单独管理，独立于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其他投资账户，与其他投资账户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 

 

（十二） 历史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 

本产品上市销售后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如下： 

                                                                                   单位（元） 

 

 

 

 

 

 

 

 

 

 

 

 

 

 

 



 

 

优选投资账户说明书 

 

（一） 账户特征 

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

对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二） 资产配置范围 

本账户可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型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产品，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资产： 

1、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回购（包括正回购、逆回购）等； 

2、银行存款； 

3、债券：交易所场内和银行间上市交易的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央行票据、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等； 

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包括定向产品和集合产品； 

5、债券型基金，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债券型基金、分级基金的优先级、债券型分级基金的进取级等； 

6、权益类资产，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分级基金的进取级及股票等； 

7、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

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金融资产。 

 

（三） 投资策略 

本账户投资范围包括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产品、资产管理产品以及另类资产等。管理人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贯穿于资产配置、行业细分、个券选择以及组合风险管理全

过程中。 

 1、资产配置策略 

本账户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在股票市场存在确定性的机会时少量与股票市场投资，在边际上提升产品投资收益。 

本账户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市场预期、估值水平等可能影响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分析和比

较不同类别金融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在做大类资产的主动性配置时，管理

人也会基于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应对突发事件、财报季节效应以及市场非有效等例外效应所造成的短期

市场波动。 

2、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本账户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品种，

管理人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合理分配固定收益类组合中各品种的投资比例，

构造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3、股票投资策略 

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投资组合。对宏观经济中制度性、结构性或周期性等发展趋势进

行前瞻性的研究与分析，挖掘并投资于集中代表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行业或主题。在根据上述策略选择行业的基础上，本

账户将采用基本面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择个股。 

 

（四） 投资比例限制 

1、货币市场工具、1 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债券型基金等流

动性资产，合计不低于账户价值的 5%。 

2、权益类不超过 10%。 



 

 

3、1 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 0%-90%。 

4、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 75%。 

 

（五） 主要投资风险 

1、市场风险 

因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周期、利率变化、通货膨胀以及投资品种的其他因素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品种的市场

价格发生波动，从而造成账户财产损失。 

2、信用风险 

本账户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本账户所投资金融产品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造成本账户资产损失。 

3、管理风险 

由于管理人的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在管理账户财产的过程中对信息的采集和判断发生偏差而使账户财产未能实

现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的风险。 

4、托管人风险 

本账户的托管银行可能存在因其违规经营和管理疏忽而使账户财产遭受损失的风险。 

5、流动性风险 

指账户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在账户存续期间，可能会

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份额集中到期的情形，账户财产中的金融工具无法变现的情况，上述情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

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退出，则可能会导致账户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 

账户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所投资债券的发行人倒闭、信用评级被降低、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情

况，从而导致账户财产损失。 

6、其它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可能导致账户财产的损失。 

 

（六）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 

 

（七） 信息披露 

本投资账户正式设立后，本公司将以监管机构认可的方式就本账户使用的估值方法进行披露。 

 

（八） 投资管理费 

投资账户管理费，是我们为管理投资账户而收取的费用。投资账户管理费于评估投资账户价值时扣除，并体现在投资

单位价格内，按如下标准收取： 

投资账户年管理费比例
年天数（365）

数距上一评估基准日的天
投资账户的负债）(投资账户资产价值 

 

投资账户的负债包括：应付未付的各类开支，以及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的其他应付费用。 

该投资账户的年资产管理费比例不超过 2%。本公司可以调整各投资账户年管理费比例。 

 

（九） 投资单位价格评估 

投资单位卖出价＝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单位数。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投资账户资产价值－投资账户负债－投资账户管理费。 

投资账户负债为应付未付的各类开支，以及符合法律及监管规定的其他应付费用。 

 



 

 

（十） 资产托管情况 

本投资账户的所有投资资产均实行第三方托管。 

 

（十一） 账户独立性 

本投资账户实行单独管理，独立于公司管理的其他资产、其他投资账户，与其他投资账户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 

 

（十二） 历史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 

本产品上市销售后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如下：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