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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 B 款（投资连结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本保险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您本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您享有的具体合同权益以《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 B 款

（投资连结型）条款》及其有效保险合同为准。 

【产品特征】 

 专家团队，专业配置 

弘康专业化的投资团队为您保驾护航，致力于为您带来优异理想的投资回报。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 

理经验，平均工作年限在 8 年以上，团队规模和综合实力已经跻身保险行业第一梯队。 

 操作透明，值得信赖 

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为您公布投资单位价格，让您明明白白掌握投资状态，随时了解投资信

息。一切透明操作，值得信任。 

 部分领取，人性选择 

如果需要资金周转或将资金投入其他投资渠道，亦可随时申请部分领取，灵活方便，凸显人性，让您 

的财富投资更具弹性。 

【购买提示】 

年龄限制：出生满 30 天-70 周岁（含） 

购买方式：趸交 

保险期间：6 年  

【犹豫期及退保】 

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或按照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方式对本合同进行确认之日起 15 日内（含第 15 日）

为犹豫期，请您仔细阅读本合同的各项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如实告知等内容。

若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 

如果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即本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本合

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退还我们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及已收取

的初始费用。                                                                                               

如果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本合同, 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

的工本费后向您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时需填写解除合同申请。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时起，本合同终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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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于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我们在收到解除合同申请后，按照本合同终止日您的投

资账户价值扣除本合同约定的退保费用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第一保单年度内为账户价值的 105%，第二保单年度及以后为账户价值的 100% 

满期保险金：保单账户价值的 100%  

（注：具体保险责任详见条款） 

【责任免除】 

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二、发生上述第（一）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我们收到书面理赔申请书和本合同规定的所有证明文件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

估日的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给付我们收到书面理

赔申请书和本合同规定的所有证明文件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运作原理】 

为履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为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资金运作设立一个或数个专用投资账户。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投资账户价值划分为等额单位，以投资单位数计量。投资账

户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进行审计。我们提供的投资账户详见“弘康在

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 B 款（投资连结型）条款中第 4 条第 4.1 款”，您可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与我们

的约定，选择投资账户以及确定资产在不同投资账户之间的分配比例。我们将您在投保时交纳的趸交保险

费扣除初始费用后按照您选择的投资方式买入投资单位，投资单位买入价为保单生效日公布的投资单位价

格。您有追加保险费、保单账户价值部分领取和退保的权利。 

【账户说明】 

一、 增利灵活型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流动性需求较高、同时愿意承担适当的投资风险、追求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固定收益或类固定收益产品以及其他保监会认可的其他金

融资产来获得基础收益；通过精选权益类资产提高收益水平；通过对投资资产期限结构的合理配置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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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上市权益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等投资工具。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 5%；上市权益类资产的

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40%；债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90%；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4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合计不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75%，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

的 50%。 

(三) 业绩比较基准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2.0。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自成立以来投资业绩显著，每月末单位价格如下图（截至 2015年 8月 31 日） 

 

二、 增利 180 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愿意承担较低投资风险、追求适当的稳定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等固定收益品种来获得基础收益；

通过精选债券基金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提高收益水平；通过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

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仅限于投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投资的银行存款、债券、基金、类证券化金融产品等

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中：银行存款、债券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80%；债权投资计划、不动

产投资计划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70%；债权类集合信托计划占账户总资产比例为 0-70%；债券基金占账

户总资产比例为 0-10%；货币基金、银行短期理财、债券回购等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20%。

资产组合中，剩余期限在 3 年以下的中高评级债券、债券基金及流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不低于 5%。 

(三) 业绩比较基准 

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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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自成立以来投资业绩显著，每月末单位价格如下图（截至 2015年 8月 31 日） 

 

三、 平稳增利型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愿意承担适当的投资风险、追求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固定收益或类固定收益产品以及其他保监会认可的其他金

融资产来获得基础收益；同时在合规条件下加大对其他金融资产类的投资力度，以获得长期稳定的较高收

益；通过精选权益类资产提高收益水平；通过对投资资产期限结构的合理配置及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

短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仅限于投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投资的银行存款、债券、基金、类证券化金融产品等

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价值的 5%；上市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为账户价值

的 0-25%；债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价值的比例为 0-9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

相关金融产品的比例为账户价值的 0-45%；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及其他金融资产的投

资余额合计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75%，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 

(三)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国债收益率+1.50%。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自成立以来投资业绩显著，每月末单位价格如下图（截至 2015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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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利 90 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愿意承担适中的投资风险、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投保人。 

本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固定收益或类固定收益产品以及其他保监会认可的其他金

融资产来获得基础收益；根据市场表现，提高投资上市权益类资产的比例，精选投资品种，获得超额收益；

通过对投资资产期限结构的合理配置及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

的流动性需求。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上市权益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等投资工具。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 5%；上市权益类资产的

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40%；债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60%；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合计不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75%，其中单一项

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 

(三)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无历史单位价格。 

五、 安心成长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愿意承担适当的投资风险、并谨慎追求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债券、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固定收益或类固定收益产品以及其他保监会认可的其他金

融资产来保证账户的长期稳定收益；通过适当配置部分权益类资产来提高收益率水平；通过对投资资产期

限结构的合理配置及投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债券回购等满足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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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上市权益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等投资工具。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价值的 5%；上市权益类资产的比

例为账户价值的 0-15%；债券、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价值的比例为 0-85%；基础设施投资

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比例为账户价值的 0-55%；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及其他

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合计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75%，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 

(三)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国债收益率+1.20%。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自成立以来投资业绩显著，每月末单位价格如下图（截至 2015年 8月 31 日） 

 

六、 弘云 3 号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流动性需求较低、愿意承担适中偏低的投资风险、追求长期稳定的，略高于市场平均收益

率水平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根据市场状况进行灵活调整，强调风险

与收益的匹配，并重点关注类固定收益的其他金融资产，以取得略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回报。在账户构

建过程中，首先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通过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确定账户的资产配置比例，精选并配置能够

带来相对稳定收益的品种。本投资组合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数据库的构建、宏观经济数据的及时跟踪分析，

以及与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定期沟通，力争在市场趋势改变前适当调整各投资品种的比例，保证流动性，兼

顾收益率。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上市权益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等投资工具。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 5%；债券、债券回购等

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6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投资余额合

计不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4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合计不

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75%，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上市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为账户

总资产的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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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5%。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无历史单位价格。 

七、 弘云 4 号投资账户 

(一)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适合流动性需求较低、愿意承担适中偏低的投资风险、追求长期稳定的，略高于市场平均收益

率水平回报的投保人。 

本账户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根据市场状况进行灵活调整，强调风险

与收益的匹配，并重点关注类固定收益的其他金融资产，以取得略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回报。在账户构

建过程中，首先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通过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确定账户的资产配置比例，精选并配置能够

带来相对稳定收益的品种。本投资组合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数据库的构建、宏观经济数据的及时跟踪分析，

以及与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定期沟通，力争在市场趋势改变前适当调整各投资品种的比例，保证流动性，兼

顾收益率。 

(二) 资产配置范围及投资比例限制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上市权益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

品、其他金融资产等投资工具。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资产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 5%；债券、债券回购等

固定收益类资产合计占账户总资产的比例为 0-4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投资余额合

计不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60%，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合计不

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75%，其中单一项目的投资余额不得超过账户价值的 50%；上市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为账户

总资产的 0-30%。 

(三)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0%。 

(四)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主要投资风险为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五) 资产托管情况 

本账户所有投资资产均托管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 历史单位价格 

本账户无历史单位价格。 

注：以上为目前本公司为本产品设立的投资账户的【账户说明】，当按照本产品条款第 4 条第 4.2 款的规定

进行投资账户变更后，我们将根据本产品实际运行的投资账户进行【账户说明】的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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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收取】 

费用类型 收取标准 收取时间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的收取比例为 0 
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进入投资账

户时 

资产管理费 
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将在保单上载明，最高不超

过 2.0% 
每个资产评估日 

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的收取比例将在保单上载明，最高不超过

5.0% 
部分领取或退保成功时 

注：1、对于上表所列费用：资产管理费及退保费用，在遵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我们

保留进行调整的权利。 

2、每个资产评估日收取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天数×资产

管理费收取比例/365。 

3、以上各类费用为最高收取标准，实际收取可能会低于上述标准，每个账户的具体收费标准将在保单

上载明。 

4、以上各种费用收取具体细节详见条款。 

【账户价值评估】 

一、 我们按照监管规定对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日由我们确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

对投资账户价值评估一次并计算出投资单位价格。 

(一) 投资账户价值 = 该投资账户总资产 – 该投资账户总负债 

(二) 投资账户总资产和总负债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确定 

(三) 投资单位价格 = 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二、 如果因投资账户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停市或其他我们不可控制的外部客观因素，致使我们无法评估投

资账户价值的，我们可以暂停或延迟投资账户评估。 

【投资实力】 

弘康人寿坚持“稳健、规范、专业”的投资理念。弘康人寿成立伊始，即汇聚了一批从业经验丰富，

专业结构合理，理论基础扎实的人员，组成一支投资管理经验丰富、平均工作年限在 8 年以上的投资团队。

这支投资队伍精英汇聚，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为 100%，更不乏多年海外学习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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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王先生 40 岁，购买《弘康在线理财计划两全保险 B 款（投资连结型）》，一次交费 20 万元，在第 3 个保单年度初，由于对于弘康的投资信心，又追加了 20 万元，若本公司不

收取初始费用，第一年退保费用为 3%，之后退保费用为 0%，则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年初趸交/

追加保费 
累计保费 

初始

费用 

进入投资账

户的价值 

保单年度末的账户价值/满期保险

金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 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1  200,000   200,000   -     200,000   202,000   209,000   214,000   212,100   219,450   224,700   195,940   202,730   207,580  

2 42   200,000   -     -     204,020   218,405   228,980   204,020   218,405   228,980   204,020   218,405   228,980  

3 43  200,000   400,000   -     200,000   408,060   437,233   459,009   408,060   437,233   459,009   408,060   437,233   459,009  

4 44   400,000   -     -     412,141   456,909   491,139   412,141   456,909   491,139   412,141   456,909   491,139  

5 45   400,000   -     -     416,262   477,470   525,519   416,262   477,470   525,519   416,262   477,470   525,519  

6 46   400,000   -     -     420,425   498,956   562,305   420,425   498,956   562,305   420,425   498,956   562,305  

 

注：1、利益演示中假设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低档（1%）、中档（4.5%）、高档（7%）； 

    2、该利益演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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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