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年7⽉月国寿福上市

带给我们太多惊喜

病种多！

收⼊入⾼高！

市场竞争⼒力力强！

客户认同度⾼高！



全新升级
⾄至尊版国寿福

⼀一次满⾜足⼤大家所有需求



⾄至尊版国寿福
30种轻症

国寿福
20种轻症



⾄至尊版国寿福
轻症豁免

国寿福
轻症⽆无豁免



⾄至尊版国寿福
⻓长期意外险

国寿福
不不能附加⻓长期意外



福悦⼀一号组合：

国寿福（⾄至尊版）+康悦医疗

       专注健康，抵御重疾，完美搭配，打造重疾险超豪华套餐。双重保障、
双重赔付， 享受尊贵医疗保障的同时，弥补重疾造成的收⼊入损失。



产品介绍



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80+30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轻症豁免

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80+30+15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轻症和少⼉儿豁免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投险⼈人豁免

国寿附加国寿福⻓长期意外伤害保险（⾄至尊版）

意外身故1倍保额，⾃自驾身故2倍保额，客运交通身故3倍保额



保障全⾯面 市场领先

80类
重疾

30类
轻症+

超多的疾病种类



被 保 险 ⼈人 豁 免

① 轻 症 豁 免

② 少⼉儿疾病豁免

超强的豁免功能

① 身 故 豁 免

② ⾼高 残 豁 免

③ 重 ⼤大 疾 病 豁 免

投 保 ⼈人 豁 免





投保年年龄： 18岁—55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产品组合：
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
缴费⽅方式：10、20年年交



身故保障——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

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身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

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身故保险⾦金金。

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主要责任



转换年年⾦金金：受益⼈人在领取身故保险⾦金金时，可选择⼀一次领取，或者将身故保险⾦金金全

部或部分转换成年年⾦金金领取。若转换成年年⾦金金领取，转换年年⾦金金领取⾦金金额根据转换年年⾦金金

当时本公司提供的年年⾦金金领取标准确定。

转换的身故保险⾦金金不不得低于本公司当时规定的 低限额。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

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

利利息）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 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

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

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金。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不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二、特定疾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

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

利利息）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 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

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

险⾦金金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金，但给付以⼀一次为限，给付⾦金金额 ⾼高为⼈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若因意外伤害

导致上述情形，不不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本附加合同按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金与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金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

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主要责任

总结： ⾼高可赔付保额的120%
180天内：
      发⽣生80种重疾或30种轻症，退保费、合同终⽌止
180天后：
      发⽣生80种重疾，赔保额100%，合同终⽌止

      发⽣生30种轻症，赔保额20%且最⾼高10万，合同继续

有效。





23、语⾔言能⼒力力丧失  
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5、主动脉⼿手术   
26、 严重⼼心肌病  
27、 严重重症肌⽆无⼒力力   
28、 严重多发性硬化症   
29、 严重脊髓灰质炎   
30、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31、 严重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病   
32、终末期肺病   
33、 严重克隆隆病   
34、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35、持续植物⼈人状态   
36、 严重胰岛素依赖型糖尿尿病  
37、 严重冠⼼心病  
38、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  
39、 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感染  
40、⾮非阿尔茨海海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41、 严重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  
42、重症急性坏死性筋膜炎  
43、埃博拉出⾎血热  
44、 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   

 

1、恶性肿瘤  
2、急性⼼心肌梗塞  
3、脑中⻛风后遗症 
4、重⼤大器器官移植术或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5、冠状动脉搭桥术 
6、终末期肾病  
7、多个肢体缺失  
8、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9、良性脑肿瘤   
10、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11、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12、深度昏迷  
13、 特定年年龄双⽿耳失聪   
14、 特定年年龄双⽬目失明   
15、瘫痪
16、⼼心脏瓣膜⼿手术   
17、 严重阿尔茨海海默病 
18、 严重脑损伤  
19、 严重帕⾦金金森病  
20、 严重Ⅲ度烧伤  
21、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45、 严重肌营养不不良症   
46、胰腺移植   
47、 严重肾髓质囊性病 
48、肝⾖豆状核变性(Wilson 病)  
49、 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50、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51、  严重⼤大动脉炎
52、  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坏疽
53、  克-雅⽒氏病
54、  丝⾍虫病所致橡⽪皮肿
55、  严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
56、  严重获得性或继发性肺
泡蛋⽩白质沉积症
57、  胆道重建⼿手术
58、  夹层主动脉瘤
59、  严重结核性脑膜炎
60、严重癫痫
61、特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62、慢发复发性胰腺炎
63、严重巨细胞动脉炎
64、III度房室传导阻滞
65、严重肺源性⼼心脏病
66、 细菌性脑脊髓膜炎后遗症

80类重⼤大疾病
67、 进⾏行行性核上性麻痹
68、 因职业关系导致的⼈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69、 因器器官移植导致的⼈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70、 脑动脉瘤（未破裂）
预防性⼿手术
71、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72、 进⾏行行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73、 艾森⻔门格综合征
74、 严重⾯面部烧伤
75、 脊髓⼩小脑变性症
76、 多处臂丛神经根性撕脱
77、 严重⼼心肌炎
78、 Brugada综合症
79、 严重出⾎血性登⾰革热   
80、 侵蚀性葡萄胎

 



16、中度肌营养不不良症
17、⼼心包膜切除术
18、⻆角膜移植
19、单侧肺切除
20、特定周围动脉狭窄的⾎血管介⼊入治疗
21、昏迷48⼩小时
22、可逆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23、单个肢体缺失
24、单侧肾脏切除
25、⼈人⼯工⽿耳蜗植⼊入术
26、严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
27、肾上腺切除术
28、⾯面部重建⼿手术
29、双侧卵卵巢或睾丸切除术
30、于颈动脉进⾏行行⾎血管成形术或内膜切除术
 

1、特定恶性病变或恶性肿瘤
2、不不典型的急性⼼心肌梗塞
3、冠状动脉介⼊入⼿手术
4、特定脑中⻛风后遗症
5、⼼心脏瓣膜介⼊入⼿手术
6、特定⾯面积Ⅲ度烧伤 
7、主动脉介⼊入⼿手术
8、严重脑垂体瘤、脑囊肿、脑动脉瘤及脑⾎血
管瘤
9、特定年年龄视⼒力力受损
10、严重头部外伤
11、肝脏⼿手术
12、植⼊入腔静脉过滤器器
13、轻度脑炎或脑膜炎后遗症
14、中度帕⾦金金森病
15、特定年年龄单⽿耳失聪

30类特定疾病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主要责任

180天等待期，意外除外，被保险⼈人发⽣生30种特定疾病中的⼀一种，豁

免主附险合同保费，视同交纳了了主附险后期保费，本附加合同终⽌止。





投保年年龄： 28天—17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产品组合：

! 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

缴费⽅方式：10、20年年交



身故保障——
" 18岁前：退还所交保费（不不计利利息）

"  18岁后：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

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身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因

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身故保险⾦金金。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
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
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
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
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
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金。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不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二、特定疾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
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
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
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
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
险⾦金金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金，但给付以⼀一次为限，给付⾦金金额 ⾼高为⼈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
继续有效。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不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三、少⼉儿疾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
⼈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少⼉儿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
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少⼉儿疾病保险⾦金金；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
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
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少⼉儿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金额给付少⼉儿疾病保
险⾦金金，但给付以⼀一次为限，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不受⼀一百⼋八⼗十⽇日的限制。

四、身故保险⾦金金
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年满⼗十⼋八周岁的年年⽣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
附加合同所交保险费（不不计利利息）给付身故保险⾦金金。
本附加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金和身故保险⾦金金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本附加合同按基本保险⾦金金
额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金与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金本公司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

总结： ⾼高可赔付保额的220%
180天内：
      发⽣生80种重疾或30种轻症或15种少⼉儿疾病，退保费、合同终⽌止
180天后：
      发⽣生80种重疾，赔保额100%，合同终⽌止

      发⽣生30种轻症，赔保额20%且最⾼高10万，合同继续有效。

      发⽣生15种少⼉儿疾病，赔保额100%，合同继续有效



15类少⼉儿疾病

1. 严重川崎病
2. 严重幼年年型类⻛风湿关节炎
3. 特定年年龄疾病或外伤所致智⼒力力障碍（残疾）
4. 严重胃肠炎
5. 严重瑞⽒氏综合征
6. 重症⻣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7. 严重慢性缩窄型⼼心包炎
8. 重症⼿手⾜足⼝口病
9. 严重哮喘
10.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11.失去⼀一肢及⼀一眼
12.⼩小肠移植
13. 肺淋淋巴管肌瘤病
14.嗜铬细胞瘤
15.⾃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特定疾病豁免保险费

    180天等待期，意外除外，被保险⼈人发⽣生30种特定疾病中的⼀一种，豁

免主附险合同保费，视同交纳了了主附险后期保费，本附加合同终⽌止。

少⼉儿疾病豁免保险费

    180天等待期，意外除外，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合同所指的15种少⼉儿疾

病中的⼀一种，豁免主附险合同保费，视同交纳了了主附险后期保费，本附加

合同终⽌止。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投保范围 18-60周岁

险种形态 附加险

保险期间 主合同剩余保险期间

保障病种 80种重疾、身故、⾼高残

保险责任
患重疾、身故或⾼高残，豁免相应主险保费

【豁免投保⼈人】





国寿附加国寿福⻓长期意外伤害保险（⾄至尊版）

投保范围 28天-60周岁

险种形态 附加险

保险期间 75岁

保障责任
意外伤残或身故、⾃自驾意外伤残或身故、客运交

通⼯工具意外伤残或身故

赔付⽐比例例
伤残按⽐比例例赔付，意外身故按1倍保额赔付，⾃自驾

身故按保额2倍赔付，客运身故按保额3倍赔付

" 18岁前身故：退还所交保费（不不计利利息）



央企责任 领跑⾏行行业
国寿护⽼老老第⼀一组合

福悦⼀一号组合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福泽健康，呵护终身

悦享晚年年，品质⽣生活

福悦组合亮点



国寿⾸首创：⽼老老年年治疗费⽤用何须养⽼老老⾦金金？国寿替你来报销！

亮点⼀一：福泽健康，呵护终身

保障特别全 0⾄至80岁期间，不不限病种赔付医疗费⽤用

保障特别⾼高 ⾼高可享受336万医疗基⾦金金（30万国寿福+康悦A）

保障特别⼴广 ⾸首款既保社保内医疗费⽤用⼜又保社保外费⽤用的产品

保障特别⻓长 0-80岁期间报销医疗费⽤用；终身重疾保障

国寿⾸首创：80种重症加30种轻症可获得额外保障；所有病种都可以报销医疗费⽤用。

国寿⾸首创：突破重疾险赔付极限的护⽼老老组合，只为 尊贵的国寿客户。

国寿⾸首创：不不论是社保内的正常药，还是社保外的进⼝口药，甚⾄至癌症靶向药（⼀一疗程35万）我们都报销

福泽健康，四⼤大特别
完美解决客户的治疗

费⽤用需求



国寿⾸首创：豁免部分保费后，组合依然有效， ⾼高豁免19期保费

亮点⼆二：悦享晚年年，品质⽣生活

重症⾼高赔付 80种重疾赔付保额

轻症也赔付 ⼀一次性赔付保额的20%,合同依旧有效

⾼高赔三次 轻症赔付，少⼉儿特定赔付（少⼉儿版特有），重症赔付

保费还豁免 被保险⼈人⽆无论罹患重症、轻症均可豁免部分组合保费

国寿⾸首创：在报销治疗费⽤用后，⼀一次性赔付保额保障⽣生活治疗

国寿⾸首创：在报销治疗费⽤用后，再赔付轻症⾦金金后，合同依旧有效

国寿⾸首创：在报销治疗费⽤用的后， ⾼高赔付3次，以30万保额为例例， ⾼高可赔付66万

悦享晚年年，四⼤大亮点
完美解决客户的品质

⽣生活需求



福悦三百万保障计划

护⽼老老的不不⼆二选择



百万福悦产品基本形态（30万国寿福+康悦A举例例）

项⽬目 成⼈人版 少⼉儿版

涉及险种

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康悦医疗保险（A/B款）-单独填单投保

国寿少⼉儿国寿福终身寿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少⼉儿国寿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康悦医疗保险（A/B款）-单独填单投保

可选险种
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国寿附加国寿福⻓长期意外伤害保险（⾄至尊版）

投保年年龄 ⼆二⼗十⼋八⽇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 ⼆二⼗十⼋八⽇日以上、⼗十七周岁以下

保障期间 终身、康悦⾄至80岁 终身、康悦⾄至80岁

缴费期间 ⼗十年年、、⼆二⼗十年年 ⼗十年年、⼆二⼗十年年期

保险责任

医疗费⽤用报销：社保外100%赔付，10000免赔
重疾⾦金金：80种重疾，30万
轻症⾦金金：30种轻症，6万
身故⾦金金：30万
被保险⼈人豁免：30种轻症
投保⼈人豁免（可选）

医疗费⽤用报销：社保外100%赔付，10000免赔
重疾⾦金金：80种重疾，30万
少⼉儿疾病⾦金金：15种少⼉儿疾病，30万
轻症⾦金金：30种轻症，6万
身故⾦金金：30万
被保险⼈人豁免：30种轻症，15种少⼉儿疾病
投保⼈人豁免（可选）



百万福悦（成⼈人版）产品责任介绍： 30万国寿福+康悦A举例例

! 80种重疾：主要责任2选1，合同终⽌止

疾病身故或罹患80种重疾，赔付保额，免交后续 ⾼高19期保费

! 30种轻症：轻症保险⾦金金，合同继续

30种轻症，赔付保额的20%， ⾼高10万，免交后续 ⾼高19期保费

!所有的医疗费⽤用：扣除社保报销部分，扣减1万元免赔额的部分

社保外医疗费⽤用也可报销

健康保障 ⾼高336万



成⼈人版护⽼老老组合案例例演示

产    出投    ⼊入

1.300万医疗⾦金金，不不限病种，社保外全报

2.30万重疾⾦金金，豁免 ⾼高19期保费

3.6万轻症⾦金金，豁免 ⾼高19期保费，合同继续

合计保障 ⾼高336万

当年年年年交保费11320元，缴费期间20年年

相当于每⽉月缴费943元

相当于每⽇日缴费31元

20年年合计23.6万

40岁⼥女女性，投保（30万+A款）

⾼高1：14



百万福悦计划（健康护⽼老老模式）--成⼈人版话术举例例参考

       王总，您好！今天跟您聊⼀一个健康护⽼老老话题，⼈人的⼀一⽣生不不断拼搏，年年期时候难免透⽀支⾃自⼰己

的身体，⼈人到晚年年有可能⾯面对疾病⻛风险时会花掉⼀一⽣生积蓄。为了了能够健康安享晚年年，就需要您

睿智提早规划，让⾃自⼰己拥有⼀一份健康护⽼老老保障计划。

       国寿2017年年特别推出⾸首款集重疾和医疗为⼀一体的“福悦护⽼老老保障”计划！这份计划拥有300

万医疗⾦金金、6万轻诊⾦金金、30万元重症⾦金金、 ⾼高19年年豁免⾦金金以及30万的身故⾦金金保障，它只需要您

每天投⼊入31元，定投20年年，就可以拥有 ⾼高336万的健康保障。本计划还享有特别政策，即在

缴费期间，万⼀一发⽣生30种轻症，以后就不不⽤用再交剩下的保费了了，80种重疾保障⾦金金继续享有。有

了了这个保障计划，您可从容应对疾病⻛风险，安享晚年年⽣生活。如此性价⽐比⾼高的保障计划您赶快为

您及家⼈人都投⼀一份吧！



百万福悦（少⼉儿版）产品责任介绍

在成⼈人版原有保障的基础上，新增15种少⼉儿特定疾病保障

! 15种少⼉儿特定疾病

赔付100%保额，免交 ⾼高19期后续保费，合同依然有效

健康保障 ⾼高366万



少⼉儿版护⽼老老组合案例例演示

产    出投    ⼊入

1.300万医疗⾦金金，不不限病种，社保外全报

2. 30万重疾⾦金金，豁免 ⾼高19期保费

3. 30万少⼉儿特定疾病⾦金金，豁免 ⾼高19期保费，合
同继续

4. 6万轻症⾦金金，豁免 ⾼高19期保费，合同继续

合计保障 ⾼高366万

当年年年年交保费4600元，缴费期间20年年

相当于每⽉月缴费383元

相当于每⽇日缴费12.6元

20年年合计8.5万元

0岁男性，投保（30万+A款）

⾼高1：43



百万福悦计划（健康护⽼老老模式）--少⼉儿版话术举例例参考

       王总，您好！今天跟您聊⼀一个健康护⽼老老话题，⼈人的⼀一⽣生不不断拼搏，年年期时候难免透⽀支⾃自⼰己

的身体，⼈人到晚年年有可能⾯面对疾病⻛风险时会花掉⼀一⽣生积蓄。为了了能够健康安享晚年年，就需要您

睿智提早规划，让⾃自⼰己和您的宝宝都拥有⼀一份健康护⽼老老保障计划。

       国寿2017年年特别推出⾸首款集重疾和医疗为⼀一体的“福悦护⽼老老保障”计划！这份计划拥有300

万医疗⾦金金、6万轻诊⾦金金、30万元重症⾦金金、 ⾼高19年年豁免⾦金金以及30万的身故⾦金金保障，它只需要您

为宝宝每天投⼊入12.6元，定投20年年，就可以拥有 ⾼高336万的健康保障。本计划还享有特别政

策，即在缴费期间，万⼀一发⽣生30种轻症或15种少⼉儿特定疾病，以后就不不⽤用再交剩下的保费了了，

80种重疾保障⾦金金继续享有。有了了这个保障计划，您可从容应对疾病⻛风险，安享晚年年⽣生活。如此

性价⽐比⾼高的保障计划您赶快为您及宝宝都投⼀一份吧！



总公司起售点要求2017

年年龄
低保额

保费区间
男性 ⼥女女性

10年年交 20年年交 ⼗十年年交 ⼆二⼗十年年交 ⼗十年年交 ⼆二⼗十年年交

0-17 20万 30万 最低 4388 3735 4202 3460 

- 10年年交 20年年交 - - - - -

18-35周岁 15万 25万 最低 5020 4826 4494 4358 

36-40周岁 15万 20万 最低 8735 8800 7833 6277 

41-45周岁 15万 15万 最低 10290 10742 9113 5570 

46-50周岁 15万 15万 最低 12132 13260 10538 6609 

51-60周岁 15万 —— 最低 14269 - 12127 -



对于客户来说

⾼高达336万的健康保障

不不但能保证家庭既有的⽣生活质量量

更更能保障客户本⼈人得到 好的治疗

双剑合璧

福悦组合 健康⼈人⽣生的标配



⾄至尊国寿  福泽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