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香港保险疑问大全最新香港保险疑问大全最新香港保险疑问大全最新香港保险疑问大全，，，，别错过了别错过了别错过了别错过了！！！！    

疑问：香港寿险有哪些不保事项香港寿险有哪些不保事项香港寿险有哪些不保事项香港寿险有哪些不保事项，，，，香港寿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香港寿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香港寿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香港寿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香港保险的卖点香港保险的卖点香港保险的卖点香港保险的卖点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解答：除了一年以内自杀，枪毙，无任何事项不保。香港人寿险最大的优势是没

有“免责条款“或”不保事项“！ 

香港保险卖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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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比 11 年增加 18%，国内理赔投诉增加

205.78%、香港代理人流动性低，知识专业和诚信不误导。 

疑问：香港保单的优势有哪些香港保单的优势有哪些香港保单的优势有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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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买香港保险可以避税避债为什么说买香港保险可以避税避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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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时期长保险时期长保险时期长保险时期长，，，，需要长期服务需要长期服务需要长期服务需要长期服务，，，，办理理赔跑香港不便利办理理赔跑香港不便利办理理赔跑香港不便利办理理赔跑香港不便利？？？？ 

解 答：一般日常高门趁医疗等保险，理赔率高，建议买香港的，香港赔付金额

大，适合国内高级私家医院（如和睦家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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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该到香港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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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病险的疾病名称与内地不同香港大病险的疾病名称与内地不同香港大病险的疾病名称与内地不同，，，，对理赔是否有影响对理赔是否有影响对理赔是否有影响对理赔是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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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购买的保险在香港购买的保险在香港购买的保险在香港购买的保险，，，，以后怎样缴付每年的保费呢以后怎样缴付每年的保费呢以后怎样缴付每年的保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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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人士如何享受售后和理赔服务中国大陆人士如何享受售后和理赔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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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业实行代理制度，每个客户终身都有一个保险代理专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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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客户与香港保险公司发生诉讼如何处理中国国内客户与香港保险公司发生诉讼如何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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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人中国内地人中国内地人中国内地人（（（（大陆人大陆人大陆人大陆人））））买香港保险买香港保险买香港保险买香港保险，，，，是否受法律保护是否受法律保护是否受法律保护是否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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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索偿投诉局服务范围包括非香港居民吗保险索偿投诉局服务范围包括非香港居民吗保险索偿投诉局服务范围包括非香港居民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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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居民购买的保险投诉非香港居民购买的保险投诉非香港居民购买的保险投诉

是否受理是否受理是否受理是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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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书写着不适合于中国大陆境内使用是什么意思计划书写着不适合于中国大陆境内使用是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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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失踪两年可宣告死亡中国法律失踪两年可宣告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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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是规定失踪七年才能宣告死亡在香港是规定失踪七年才能宣告死亡在香港是规定失踪七年才能宣告死亡？？？？若若若若

在内地出险在内地出险在内地出险在内地出险，，，，香港保险人寿赔偿程序是否需要香港律师做死亡认定香港保险人寿赔偿程序是否需要香港律师做死亡认定香港保险人寿赔偿程序是否需要香港律师做死亡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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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保险公司是否也有破产的风险香港的保险公司是否也有破产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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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不可争议不可争议不可争议不可争议””””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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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内保单保费比香港的高为什么国内保单保费比香港的高为什么国内保单保费比香港的高，，，，但回报反而较低但回报反而较低但回报反而较低但回报反而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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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客人来内地客人来内地客人来内地客人来港购买保险港购买保险港购买保险港购买保险，，，，需要携带什么需要携带什么需要携带什么需要携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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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居民投保香港步骤是什么内地居民投保香港步骤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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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保单售后服务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所以建议：资深的代理人那里购买保险，

这样售后服务才有保证！因为买保险，实际上买得的是“服务”。 

疑问：来港投保走自助过关通道来港投保走自助过关通道来港投保走自助过关通道来港投保走自助过关通道，，，，为什么要领取为什么要领取为什么要领取为什么要领取““““入境纸入境纸入境纸入境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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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内地已经有了社保和医保我在内地已经有了社保和医保我在内地已经有了社保和医保，，，，还需要买香港商业保还需要买香港商业保还需要买香港商业保还需要买香港商业保险险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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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香港保险时要如实告知为什么投保香港保险时要如实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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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告知吸烟的情况为什么要告知吸烟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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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保单可以选择的货币种类香港保险保单可以选择的货币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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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寄来的香港正式保单为什么寄来的香港正式保单为什么寄来的香港正式保单，，，，没有公章没有公章没有公章没有公章，，，，是否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是否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是否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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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为刚刚出生的宝宝投保香港保险能否为刚刚出生的宝宝投保香港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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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大疾病险的投保年龄是多香港重大疾病险的投保年龄是多香港重大疾病险的投保年龄是多

少少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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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肝肝肝肝（（（（BBBB 肝肝肝肝））））澳抗阳性带菌者可以投保香港大病险吗澳抗阳性带菌者可以投保香港大病险吗澳抗阳性带菌者可以投保香港大病险吗澳抗阳性带菌者可以投保香港大病险吗？？？？是否要加保费是否要加保费是否要加保费是否要加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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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香港保险时投保香港保险时投保香港保险时投保香港保险时，，，，保险合同当场能拿到吗保险合同当场能拿到吗保险合同当场能拿到吗保险合同当场能拿到吗？？？？ 

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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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香港保险需要体检吗买香港保险需要体检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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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理赔申请表中为什么设有香港保险理赔申请表中为什么设有香港保险理赔申请表中为什么设有““““被保人近亲签署被保人近亲签署被保人近亲签署被保人近亲签署””””一栏一栏一栏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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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重疾险与内地买的重疾险是否冲突香港的重疾险与内地买的重疾险是否冲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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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健康身体是购买香港保险的最大资本为什么说健康身体是购买香港保险的最大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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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危疾健康险是最具保障作用的保险为什么说危疾健康险是最具保障作用的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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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病险多次赔付适用癌症理赔吗香港大病险多次赔付适用癌症理赔吗香港大病险多次赔付适用癌症理赔吗香港大病险多次赔付适用癌症理赔吗？？？？香港重疾险多重赔偿是什么香港重疾险多重赔偿是什么香港重疾险多重赔偿是什么香港重疾险多重赔偿是什么？？？？ 

解答：香港大病险多次赔付完全适用癌症理赔！据最新统计，67%以上的癌症患

者在治愈后可存活五年或以上，他们再次患癌的机会达到 80%，因此危疾多重赔

付功能对于癌症患者的保障是非常有效的。 

香港重疾险多重赔付是指患病第一次赔偿后，只要符合理赔条件，投保人还会再

有第二或第三次的赔付，通常多重赔付是以附约的形式投保。有些保险公司的多

重赔偿的保额是逐次递增的。 

疑问：是否可以给亲兄弟是否可以给亲兄弟是否可以给亲兄弟是否可以给亲兄弟姐妹投保香港保险姐妹投保香港保险姐妹投保香港保险姐妹投保香港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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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为什么说为什么说为什么说““““重疾险重疾险重疾险重疾险””””既保障自己又保障家人既保障自己又保障家人既保障自己又保障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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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的冷静期保单的冷静期保单的冷静期保单的冷静期，，，，宽限期和等候期的区别是什么宽限期和等候期的区别是什么宽限期和等候期的区别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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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中的积存红利是否可随时提取香港保险中的积存红利是否可随时提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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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后对保障额是否产生任何影提取后对保障额是否产生任何影提取后对保障额是否产生任何影

响响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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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建议书中的保证现金价值怎么理解香港保险建议书中的保证现金价值怎么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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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走后保单是否终止领走后保单是否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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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单生效后香港保单生效后香港保单生效后香港保单生效后，，，，投保人可以上网查阅自己的投保资料吗投保人可以上网查阅自己的投保资料吗投保人可以上网查阅自己的投保资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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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是不保证的红利是不保证的红利是不保证的红利是不保证的，，，，将来客户所能领的金额可能会少很多吗将来客户所能领的金额可能会少很多吗将来客户所能领的金额可能会少很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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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