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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香港寿险有哪些不保事项，香港寿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解答：香港人寿险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免责条款“或”不保事项“！除了一年以

内自杀，枪毙，无任何事项不保。 

香 港保险优势：保障高（比如人寿单没有不保事项)、保费低、保证回报较高、

免缴遗产税、医疗保障全面、危疾保障项目多、行业监管严谨、投保严格，理赔

规范 化、离岸投资（资金合法自由进出香港）、全球联保（全球性保障）、保

险产品完善、人民币近年升值，赴港投保更合算、特区的私隐条例保护投保人的

个人私隐、 香港保险理赔投诉低，香港代理人知识专业和诚信、不误导。 

疑问：香港保单的优势有哪些？ 

解 答：对比国内保险同样的保额，香港保险保费更便宜，回报高，保障范围大，

理赔条款宽松。因为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亚

洲香 港。所以，在香港投保可以享受较低的保费和较高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

在香港经营保险业务的，大多是世界顶级跨国保险公司，加上香港完备的法制，

沿用英国 法律体系严格的监管，都予以投保人高度诚信和全面保障，到香港买

保险签的是法律档。 

1、相同年龄的被保人，香港保费通常是国内保单的 60%-70% 

2、如果是重大疾病，保障病种更多，还保 52 种早期重疾，保障范围更全面。 

3、保单满五年后，现金价值一直高于国内的保单。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两个问

题： 

—香港保险是面对全世界投资的，投资管道多，范围广，没有限制，客户和公司

的利益都得到保证。 

—香港是全世界第二长寿城市，保费率是按人均寿命计算（香港人均寿命 85 岁)。

国内人均寿命 75 岁，因此保费便宜，保障高，投资回报也高。 

疑问：为什么说买香港保险可以避税避债？ 

解答：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避税港，遗产税自 2006 年后不需要征收遗产税。即使

是在全球征税的美国，只要是人寿保险金的赔付，不管是在哪里买的，都可以避

税避债。 



富 豪们赴港买保险，多是垂涎「避税」、「避债」、「避险」的资产转移功能。

保险是隐形资产，保密度高。有知情人士爆料，一些濒临破产的中小业主，居然

把实业 抵押给内地银行套取现金，转手到香港购买保险，将巨额资产暗渡陈仓

至境外，期望在境外「保险权大于债权」的法律框架下，即使是公司被清盘，手

中保单都不会 打水漂而达到保全资产的目的。 

疑问：内地客人投保香港保险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是什么？ 

解答：1/汇率贬值问题？ 

2/如何理赔和缴费？ 

3/内地人买香港保险是否受香港法律保护，有纠纷是否可以解决？ 

疑问：港元和美元挂钩于人民币兑换价，七年内从 1.2 元跌到 0.79 元，相当于 40%

下跌，从香港买保险长期看收益未必高？ 

解 答：买香港保险汇率确实是大的问题，如果人民币一直只升不跌，那么客户

确实有汇率损失。但是这个世界会有只升不跌的定律吗？国内短短十几二十年间，

通涨高 达 600%，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在国内高保费的情况下，客户购买的

保单贬值速度更快，而香港保险就算计上汇率损失，也比国内保单更便宜更能保

值。 

疑问：现在人民币升值，购买港币或美元计价的香港保险，是否划算？ 

解 答：目前，人民币确实是每年都在升值，可是从趋势来看，人民币升值已经

接近尾声，中国内地外汇盈余开始持续减少，制造业竞争力在下降，人口也开始

老龄化， 楼市泡沫通胀越来越厉害，作为中国外贸市场的欧洲和美国，都大幅

削减开支，节俭度日，所以中国经济已经不能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如果用人民币投资香港保险，缴费也是分期缴付，汇率波动对保单价值的影响也

比较小，而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的人民币又是否还能维持今天的价值？如果几十

年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在香港购买保险会获益更高。 

（例如：现在人民币和港币是 1/0.8 算，您购入了香港保险，等于打了 8 折。到

十年后美国经济上去了，中央抵制人民币升值，甚至人民币主动贬值，那时候人

民币和港币是 1/0.9 算了，那你的保单将达到最大收益） 

疑问：现时美元转弱，是否投保香港保单的时候？ 



解 答：储蓄寿险是长远的人生计划，不应受短期经济波动所影响，美国是世界

经济大国，136 个国家大量持有和储蓄美国国债（如果它不保值没有哪个国家愿

意储蓄 美国国债），中国持有量排名第一，所以美元是全世界最保值的货币和

流通最广的货币。港币汇率和美元汇率是挂钩的，长远来说，拥有一笔香港保险

应更稳妥。况 且，如果您的资产 100%是人民币，您就需要分散风险，不要把所

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保费每年缴付，汇率变动已充分反映于每年的实质保

费中。 

疑问：保险时期长，需要长期服务，办理理赔跑香港不便利？ 

解 答：一般日常门诊医疗等保险，理赔率高，可以考虑在本地买，而重疾险，

人寿险，分红险等，理赔售后服务不多，且优势明显的产品，则应该到香港购买。

对于理 赔服务，客户本人是不需要到港索赔的。把理赔的原文件寄到香港就可

以了，香港的保险是面向全世界的，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例如一些高端医疗险，

是直接与全球 著名医院结算的，客户可以身无分文地进去进行治疗，这些是国

内的保险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一般理赔在单据齐全情况下，理赔时间一般是

3-4 个工作日） 

疑问：香港大病险的疾病名称与内地不同，对理赔是否有影响？ 

解答：由于语言翻译的原因，同一种疾病，两地有不同的译名，例如，

Parkinson’sDisease，在内地译为“帕金森氏症”，在香港称为“柏金逊症”，但

都指的是一种疾病.因此疾病名称翻译上的不同，对理赔没有任何影响！ 

疑问：在香港购买的保险，以后怎样缴付每年的保费呢？ 

解 答：客户可在香港开立银行户口，使用银行自动转账缴付保费，网上银行转

账是不需手续费的，至于转账金额会以当日的兑换率结算。在港开立的户口，可

以透过互 联网处理转账，汇款及查账等，也可在国内银行直接境外汇款到保险

公司账户中。（国内银行收汇款手续费 138 元人民币，香港银行转账收 65 元港

币手续费）如 果每年来港的话，顺便用现金缴付保费都可以，看客户个人选择。 

疑问：中国大陆人士如何享受售后和理赔服务？ 

解 答：一经在香港合法投保，客户将来的售后和理赔服务均无需亲自到香港保

险公司办理。如有需要，客户可以选择两种理赔方式：1、客户直接寄索偿单据

或别的服 务申请给代理人，带回公司，理赔完毕，由公司直接寄有客户姓名的

现金支票予客户，并去信确认。2、客户直接跟保险公司服务部联系，将索偿资

料寄往公司，公 司理赔完毕，将现金支票寄予客户。另外，每个客户，都会拥



有一个网上服务账户，可以透过公司网址，了解自己账户数据。并每年均可收到

红利派发信息的信件， 以及与服务有关的信件通知。 

疑问：中国国内客户与香港保险公司发生诉讼如何处理？ 

解 答：香港保险公司本着最高诚信原则经营业务，所发出的保单透明，公正，

最大限度降低与客户发生理解分歧，引发诉讼的可能。客户与保险公司的分歧，

通常由香 港保险业索偿侷，本着“并非拘泥条文，以公平合理的协商”原则进

行人性化协调处理，以尽量保障客户利益，避免形成诉讼。如果因为公司出错，

影响索偿，会由 客户的保险代理向公司提出申诉，保障客户权益。 

疑问：中国内地人（大陆人）买香港保险，是否受法律保护？ 

解 答：香港的保险是对全世界开放的，全世界的保险公司都可以申请到香港来

经营，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到香港来买保险，只要过程是符合香港法律，这就是

自由市场 经济。香港是全世界知名的自由经济体，有英国遗留下来的完善的普

通法法治体系，且执行有效，所以，只要在香港合法签订的保单，不管投保人是

何种国籍，一律 受香港保险监理处监管，也受香港法律的保护。内地居民（大

陆居民）在香港签单的合法保单，跟香港本地人签订的保单，权益是完全相同的。 

疑问：中国国内客户在香港投保是否合法？香港特区政府主管保险业的部门是什

么？ 

解 答：“根据香港法例第 41 章保险公司条例，任何在香港获授权之保险公司，

在香港推介人寿保险均属合法，不论销售对象是香港本地人士，外国人士或中国

内地人 士。”（摘自保险业监理处复函档桉号 INS/ADM/7/1)。香港保险签署地

在香港为合法保单，签署地在香港境外则为非法保单。中国大陆人士来港投保， 

需要提交合法来港证件，进行登记，复印存档，专人验证，以确保投保地点在香

港本地。香港特区政府“保险业监理处”是香港保险业的政府主管行政部门。 

疑问：保险索偿投诉局服务范围包括非香港居民吗？非香港居民购买的保险投诉

是否受理？ 

解答：投诉局于 1990 年 2 月成立，宗旨乃为个别保单持有人或其受益人提供有

效免费管道，协调及排解他们与投诉局会员公司就个人保单而引致的索偿纠纷。 

过 去数年，由于非香港居民与本地（香港）购买保单的数量显著增加，理事会

决定由 2013 年 5 月 1 日起，将服务范围扩展至非香港居民（所有境外人士，例

如中 国，日本，台湾东南亚等地区的客户）。理事会相信只要保单是有投诉局



会员公司按香港法律出发，所有保单持有人，不论其居住地，皆可使用投诉局的

免费服务， 这是较公平的做法。 

疑问：计划书写着不适合于中国大陆境内使用是什么意思？ 

解答：在中国大陆境内签单是无效的，不被认可的。买香港保险一定要在香港签

单才有效，受香港法律保护。 

疑问：在香港买的保险在中国不具备避税避债功能？ 

解答：由于在香港购买的保险已经脱离中国内地法律的监控，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所以避税避债功能是绝对比国内的更安全有效。 

疑问：中国法律失踪两年可宣告死亡，在香港是规定失踪七年才能宣告死亡？若

在内地出险，香港保险人寿赔偿程序是否需要香港律师做死亡认定？ 

解答：两地法律确有不同，例如根据中国保监会规定，若被保险人未成年身故，

身故保额以 10 万为上限，而香港则以最高 320 万赔偿额为上限。其人寿理赔程

序不需要香港律师做死亡认定，但需要受益人来港办理领取赔偿款手续。 

前提要国内公证处公证死亡。（所需档除公证死亡需要原件外，其他复印件即可） 

疑问：香港的保险公司是否也有破产的风险？ 

解 答：对于人寿保险，香港政府对于香港保险业的监管非常严格，每出售一份，

香港保险监理处都会要求香港保险公司把该份保单 80%价值的资产维持在香港，

以便 更好的保障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在香港有人寿保险公司经营不善，濒临危

机，香港政府即会出面，让有财政实力的保险公司兼并该保险公司，保障香港出

售的人寿保 单不受损失。香港政府也正在设立香港人寿保险再保险基金，用以

担保担保香港出售的每一份人寿保单。 

疑问：为什么说免责条款最能非常直观的体现内地与香港保险产品的差异？ 

解答：国内与香港保险公司较为常见的责任免除条款的对比表 

内地保险公司平 X 人寿责任免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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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故意自伤； 



（3）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

交通工具； 

（6）被保险人患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期间； 

（7）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4）项情形，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本主险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 年以上的保险费，我们退

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如果未交足 2 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

保险费。 

香港保险没有免责条款，受保人于保单生效日一年之内自杀，枪毙不保之外，无

论什么情况的生命离世都可以获得理赔。 

疑问：什么是“不可争议”条款？ 

解 答：“不可争议”条款是，香港方规定保险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宣布生效

两年以上的寿险保单“作废”。简单来说，保险公司以投保人隐瞒、漏报、误告

等理由予 以抗辩的期限是两年，超过两年保险公司便不得以此为由拒付赔偿金。

比如李先生在签下保单之后两年，突然发现自己患有某种受保疾病不幸过世，他

的家人想要申 请理赔，如果在内地，保险公司有可能以“受保人当时隐瞒疾病

状况”而拒绝理赔，但在香港，一旦过了两年的可争议期，“不可争议条款”就

能驳回了保险公司这 种理由，从而保障投保人权益。 

疑问：为什么国内保单保费比香港的高，但回报反而较低？ 

解答：首先，国内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比较保守，所以公司在投资方面限制比

较多资金不能做境外投资，不能最有效的进行投资；再者，两地的保险公司的费

用结构也不一样，由于香港保险公司的业务质量较好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

行投资，所以费率和分红都对客户更有利。 

香港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服务的竞争激烈，产品当然更有优势，

国内居民到香港投保，用国内同样的保费，可以得到更高的保额，条款完善，理



赔容易，保障更全面（例如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重疾险是保 40+10 种重大疾病，

而香港的重疾险保 56+18 种） 

疑问：内地客人来港购买保险，需要携带什么？ 

解答：内地客人来港投保，需要携带本人的港澳通行证（或护照），身份证；如

果夫妻互保，需要结婚证或户口本；如果为孩子投保，需要孩子出生证等。（带

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刷卡缴款） 

疑问：国内客户香港投保，需要哪些条件？ 

解答：A、有合法证件来香港签署保单。 

B、对香港的制度有基本了解。 

C、投保人健康符合投保要求。 

疑问：内地居民投保香港步骤是什么？ 

解答：1/投保人带齐证件来港投保（整个流程只需 2 小时左右）2/在保险公司签

单缴费 3/在保险公司附近银行开户（方便日后缴费和赔付） 

疑问：来港投保走自助过关通道，为什么要领取“入境纸”？ 

解答：来港投保走香港自助过关通道时，务必领取打印的“入境纸”，并交给保

险公司以做入境记录备案！ 

疑问：我在内地已经有了社保和医保，还需要买香港商业保险？ 

解答：社保和医保是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保障。而商业保险，则能提供更广泛，宽

松，充裕的家庭保障。选择商业保险，选择的是一种更优质的生活方式。 

社保不足：A、当客户有一天离开家人的时候，社保并不能实时提供一大笔资金

照顾到家人和能够体面地办理身后事。 

B、 假如客户需要医疗治疗，社保只能提供当地最低标准的医疗服务，既不能

选择也许更适合自己的外地医院，也不能使用非社保指定较爲先进的药品，以及

只能使用最 低标准的病房，医疗设备。与此同时，疾病期间的，营养费，护理

费，自负医疗费，供楼费用，家人生活费用都要自己承担。而社保医疗的最高保

障额的上限，也并 不宽松。 



C、社保的经营和管理状况并不乐观，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倍数降低，社保支付

压力将日益加大，未来并不保证提供一个充裕，体面的退休生活。 

疑问：为什么投保香港保险时要如实告知？为什么要告知吸烟的情况？ 

解答：保险的基础是“最高诚信”，因此如实告知自己的生活习惯（如吸烟，喝

酒等）和身体状况（是否患过重大疾病等）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保险公司是

否批准保单申请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如实相告有吸烟习惯，万一以后患上肺癌，

保险公司查出会以骗保为理由拒赔保险款。 

投保香港保险时，一定要如实告知吸烟情况，因为非吸烟和吸烟的费率不同。 

疑问：香港保险保单可以选择的货币种类？ 

解 答：香港保险可以选择港币保单，也可以选择美元保单，现在慢慢也有人民

币保单，以上 3 种保单货币中，港币保单和美元保单的收益相对更高，人民币保

单收益比 较低。在香港，一般都不给客户推荐人民币保单，因为港币和美元都

是可自由兑换货币，更国际化，投资管道更广，而人民币目前是不可以自由兑换

货币，投资管道 相对比较窄，所以人民币保单的回报就相对低。 

疑问：为什么寄来的香港正式保单，没有公章，是否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 

解 答：香港与内地不同，在香港不需要用公司所谓的公章来确认保单的有效性，

这也是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验证香港保单的真假，其实很简单，客户可以致电

香港保 险公司的客服，跟客服核对个人资料和保单号码，就能确定真假；还有

一种方法就是，登录香港保险公司分配给客户的网上账户。 

香港社会还是一个相对诚信的社会，没有内地社会那样层出不穷的骗局，只要客

户按照保险公司指定方式投保，一切都没有问题。 

香港正式保单合同的封二页上，有保险公司运营部总经理的签名。 

疑问：能否为刚刚出生的宝宝投保香港保险？香港重大疾病险的投保年龄是多

少？ 

解答：无论宝宝在香港出生或在内地出生，父母均可以为出生 14 天以上的宝宝

投保香港保险！香港重疾险投保年龄通常为 0 岁（14 天后）—— 65 岁。 

疑问：乙肝（B 肝）澳抗阳性带菌者可以投保香港大病险吗？是否要加保费？ 



解答：乙肝（B 肝）澳抗阳性带菌者只要肝功正常，无需服用任何药品和跟踪治

疗的情况下，通常都可投保香港大病险或香港重疾险。（通常还需要对肝功进行

检查，并根据检查报告来决定核保结果，包括正常批核，增加保费，增加免责条

款和拒保）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香港保险公司对乙肝带菌投保人按照标准费率收费，不增加

任何保费或免责条款；但有的公司要额外增加保费或免责条款。 

疑问：投保香港保险时，保险合同当场能拿到吗？ 

解答：不能当场拿到，保单合同要等到保单通过核保程序后，方可领到。 

疑问：买香港保险需要体检吗？ 

解答：是否体检通常取决于投保人投保额度，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因素。如需要体

检，由保险公司安排在香港的诊所查体，费用由保险公司负责 

疑问：香港保险理赔申请表中为什么设有“被保人近亲签署”一栏？ 

解答：在向保险公司索偿时，考虑到被保人的身体不允许签字的状况下，允许被

保人亲属在“被保人近亲签署”处签字。 

疑问：香港的重疾险与内地买的重疾险是否冲突？ 

解答：投保人在香港和内地同时购买的危疾险，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因为理

赔时，是分别独立赔付的。 

疑问：为什么说健康身体是购买香港保险的最大资本？ 

解答：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将自己的各种风险，如疾病风险等转移给保险公司，因

此保险公司，尤其是香港保险公司的核保程序非常严格。如果没有好的身体，通

常是无法购买保险的，因此说健康身体是购买保险的最大资本。 

疑问：为什么说危疾健康险是最具保障作用的保险？ 

解 答：保险有很多险种，危疾，人寿，储蓄，养老，教育，定投等等。我一直

以为，危疾健康险是最具保障作用的险种。原因有二：一是人们，无论是儿童，

少年还是 成人，现在患病，尤其是患大病的概率要远远超过从前；二是诊断和

治疗疾病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已经成为人们和家庭巨大的潜在经济负担。因此为

了保障自己和家 庭，需要尽早建立危疾保障的“防火墙 



疑问：是否可以给亲兄弟姐妹投保香港保险？ 

解答：不可以！因为没有“可保利益”。“可保利益”只存在于父母与儿女之间

或夫妻之间。也就是夫妻可以互相投保，父母可为儿女投保以及儿女为父母投保。 

疑问：为什么说“重疾险”既保障自己又保障家人？ 

解答：随着医疗诊治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治愈，同时治疗的费用也相

应攀升。比如目前治疗癌症较为有效的标靶治疗，每个针剂都是数万元，一个疗

程下来一般都是数十万元，因此购买危疾险是保障自己和家人的有效方法。 

疑问：保单的冷静期,宽限期和等候期的区别是什么? 

解 答：冷静期是保单生效后的某一段时间内,投保人可以有权提出终止保单合约

的申请,保险公司必须退回全额保费给客人(投连险除外).宽限期是缴纳续期保费 

时,保险公司允许投保人在过了缴费日的某一段宽限期内(一般为 30 天)缴纳保费.

等候期是指住院或大病保单生效后的某一段观察期,只有在观察期后,这些保 障

方可生效 

疑问：香港保险中的积存红利是否可随时提取？提取后对保障额是否产生任何影

响？ 

解答：积存红利可随时提取，提取后对保障额没有任何影响 

疑问：香港保险建议书中的保证现金价值怎么理解？领走后保单是否终止？ 

解答：“现金价值”就是退保时保险公司保证退还给客人的保单利益；退保后，

保单终止。 

疑问：香港保单生效后，投保人可以上网查阅自己的投保资料吗？ 

解答：完全可以！只要到公司指定的网站，输入客户号码和密码，就可上网查阅

保单资料，甚至可以做电话，通信地址的网上变更。如果购买香港投连险，还可

在网上变更投资组合 

疑问：投保后如果移民外国，会否影响现时投保的保单？ 

解 答：不会的，但一定要填表更改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这很重要，一定要和

代理联系，不能拖延），还有理赔也一定要在保单购买地也就是香港完成，人不

需要亲自 到香港，只要填好有关理赔表格和需要的资料，直接寄给保险公司的

理赔部或由你的代理人转交就可以。香港的寿险保单不受地域限制，全球有效，



像香港英国保诚 这样的国际知名保险集团，网络遍全球，其提供很完善售后服

务，客人所购买的附加医疗险，全世界的医院的单据都可以用于理赔，国内也有

180 家以上的指定医 院（基本上都是三甲医院）的住院、手术医疗可以理赔。

更有 24 小时保诚急救热线，让客户带着一张卡去到世界各地，如遇到紧急的意

外或医疗情况，一个电话就 可以得到相应的援助，十分有用和让人安心。 

疑问：红利是不保证的，将来客户所能领的金额可能会少很多吗？ 

 

解答：虽然红利是不保证的，但建议书上所列的红利预估，是根据目前派发红利

的情况和红利累积率计算，目前的红利率是过去十多年以来最低的，建议书上的

红利预估其实已很保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