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安联人寿保险公司

Allianz Life Pro+ 
AdvantageSM 固定
指数万能寿险保单

Life Pro+ Advantage 产
品介绍

主要产品功能和描述
投保年龄 0-80

风险等级
•不吸烟者（18-80 岁）：商务首选，首选，标准
•吸烟者（18-75 岁）：首选烟草，标准烟草
•优先吸烟者（0-17 岁）

死亡抚恤金 •100,000 美元是被保险人的最低死亡抚恤金。  
•65,000,000 美元是被保险人的最高死亡抚恤金（受限制）。

死亡抚恤金选项

您可以灵活选择最适合您的死亡抚恤金选项。由于您的需求和目标发生了变化，因此您也有机会在第一
保单年之后更改您的死亡抚恤金选项。
•  死亡抚恤金选项 A（级别）：您的死亡抚恤金将等于指定金额。
•  死亡抚恤金选项 B（增加）：您的死亡抚恤金应等于指定金额加上累计值。
•  死亡抚恤金选项 C（保费返还）：您的死亡抚恤金等于指定金额加上您已存入保单的保费。此选项只能

在投保时选择。

获取您的死亡抚恤金

•  慢性疾病加速死亡抚恤金附险给付：如果被保险人患有慢性病或认知受损（根据特定标准），则可以加
速给付死亡抚恤金。此抚恤金可能需纳税。1

•  绝症加速死亡抚恤金附险给付：如果被保险人被诊断出患有导致预期寿命为 12 个月或更短的绝症，
则在被保险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可获得保单的死亡抚恤金（最高 100 万美元）。  
此抚恤金可能需纳税。2

最低保费 取决于年龄、性别、风险等级、死亡抚恤金和附加条款，但不得少于 25 美元 /月，300 美元/年

保费支付方式 •每年  •每半年  •每季度  •每月  •保费预缴账户附险3

遗嘱抚恤金 如果受益人选择接受超过 10 年或更长时间的保单收益，则死亡抚恤金将增加 10％。死亡抚恤金的增加
额应纳税。

获取您的现金价值4

在不产生退保手续费的情况下获取现金价值的方法：
•  指数化贷款：5％ 的年度预付费用，在保单有效期内担保；指数化利息收入潜力，帮助抵消贷款费用。如

果指数化利息为零或小于贷款费用，则贷款费用不会抵销。
• 固定利率贷款： 

–   第 1–10 年：每年 2.91％ 的预付费用，在保单有效期内担保；保单生效对应日，每年有2％的信贷未偿
还。

–   第 11 年以上+: 每年 1.96% 的预付费用，在保单有效期内担保；在保单生效对应日，每年有 2％ 的信
贷未偿还。

• 提款：最高可能收取 50 美元的费用。

 

1  随保单纳入附加条款，视年龄和承保要求而定。 如果执行附加险 ，则每次加速支付，都要收取一笔费用作为贴现系数。 贴现系数基于年龄、保险等级保单现金
价值和当时贴现利率。名称可能因各州不同，如果被保人年龄在 18 岁以下，则不可用。

2 并非在所有州均提供，并且名称可能因各州不同。 附险缴费等于使用固定费率为半年利息贴现的加速抚恤金金额。
3 并非所有州均提供本附险。
4  保单贷款和提款将降低可用现金价值和死亡抚恤金，并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或影响对失效的担保。超过已付保费的提款将缴纳普通所得税。为了使保单生效，可

能需要支付额外的保费。如果发生失效，超过未收回成本基数的未偿还保单贷款将被征收普通所得税。如果保单是修改后的养老合同（MEC），则保单贷款和
提款应在保单中有收益的情况下作为普通收入征税。如果在 59.5 岁之前在 MEC 上执行了这些功能中的任何一项，则可能征收 10％ 的联邦附加税。税法可
能会发生变化，您应该咨询税务专家。

All solicitation and sales of Allianz products must take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担保完全由北美安联人寿保险公司 （www.allianzlife.com）的财务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支持。
产品提供方为北美安联人寿保险公司。Allianz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5701 Golden Hills Drive, Minneapolis, MN 55416-1297. 
800.950.1962 产品和功能的可用性可能因州和经纪人/经销商而异。 
M-7406-Mandarin  (11/2020)



担保

死亡抚恤金担保 如果您在前 10 个保单年或直到您年满 75 岁（以较早者为准，但不得少于 5 个保单年）支付所需的最低保
费，并且不接受保单贷款或提款，则可以保证您的保单不会在死亡抚恤金保证期内失效。

担保累积值 担保累积值赚取固定利息，并按保证率收取保单费用。所有保单年适用 0.10% 的最低固定利率和最高保单
费用。

利息计算

指数化分配选项 如需了解有关指数化分配选项的更多信息，包括 Life Pro+Advantage 提供的计算方法和指数，参阅您的分
配选项指南 (M-7391)。

固定利息分配 您的保单现金价值的全部或部分可享受固定利息分配。固定利率保证不低于 0.1%。向您的金融专业人士咨
询现行利率。

年度重设法 您的累积价值将锁定在每个保单生效对应日内。

指数锁 使用指数锁，您可以在信贷期间的任何时候锁定指数化利息收入。仅适用于某些指数分配。 

收费

保单费用和收费

•  保费：（可能因州而异） 
对于达到标准保费金额的保费：

 – 第 1-9 保单年：保费的 8%
 – 第 10 保单年及以上: 保费的 4%

对于超过标准保费金额的补充保费：
 – 第 1-9 保单年：保费的 14%
 – 第 10 保单年及以上: 保费的 4%
•  每月保险费用: 保险费用将在月度保单生效对应日根据年龄、性别、风险等级和死亡抚恤金金额等因素每

月扣除。
•   每月保单费用：每月在月度保单生效对应日将扣除每份保单 7.50 美元的保单费用。
•   每月收费：收费为您的保单规定金额的每 1000 美元费用，基于被保险人性别、年龄、规定金额、风险等级

等因素。在保单签发时计算该收费。从前 15 个保单年或到 32 岁的青少年时期的当前累计价值扣除该收
费。

退保手续费 您可以要求全额退保单。收取 12 年递减的退保手续费（取决于年龄、性别、死亡抚恤金金额和风险等级）。

根据您的保单定制的附险和抚恤金 

附险和抚恤金

•  儿童定期寿险附加条款：1 向您的保险范围增加定期寿险，为您至少 15 天大但还未满 21 岁的孩子投保。 
他们可以将本附险转换为安联永久现金价值保单，无需额外承保。每个儿童的最低保险额为 5000 美元，
最高限额为 10000 美元。

• 增强流动性附险：1 放弃退保费的一个百分比，这有助于增加保单早期可获得的现金价值。
•  贷款保护附险：2可防止因未偿保单贷款而导致的失效。如果您的年龄在 75 至 120 岁之间，则可以执行

本附加险，并且本保单的有效期至少为 15 个保单年。
•  保费预缴账户附险：3 存放一笔钱，扣除该金额，以支付多年的年度计划保费。保费转入人寿保险单时，将

采用保费贴现率。
•  补充条款附险：4 增加额外定期人寿保险，最高为保单基本死亡抚恤金的 10 倍（或 5 倍，取决于年龄和承

保情况），并可在前 10 个保单年内或在 75 岁之前（以较早者为准）转换为基本保险。
•  放弃新收费抚恤金：放弃第 11 年以上发生的任何保险范围增加的退保手续费、收费和增强流动性附加

条款费用。
•  放弃指定保费附险：1, 3 如果被保险人完全残疾，将放弃规定的保费；放弃的金额由投保人选择。最低为每

月 25 美元，最高为每个保单年 15 万美元或最低每月保费的24倍（以较少者为准）。

1 签发时的额外费用。 
2 在该附加条款执行之前不收取该附加条款的任何费用。 一旦执行，会产生一次性收费，即累积值的一个百分比。此百分比使用死亡抚恤金系数表中

的适用系数（在您的基本保单明细表中显示）减去 1，然后乘以累积值来确定。 
3 并非所有州都提供本附加险。
4 可能适用最大累计转换金额。 发行时的额外费用。 
Allianz 产品的所有招标和销售均必须在美国进行。 P64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