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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并重点关注客户资料、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相关信息。
为确保您的保单权益，请及时拨打本公司服务热线、登录网站或到客户服务中心柜面进行查询，核实保单信息。

销售机构/代理机构：经代手机电投测试北京分公司北京支公司 Y00904

销售人员/柜员：哀兹仓 00111Y002   执业证号码：18207188888888885555555555

保险公司服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2号楼9层、1层0101室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348 公司网址：http://www.sunlife-everbright.com

保险合同成立日期：2022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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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号：110000000000 保险合同生效日：2022年06月23日

币种：人民币 交费方式：年交

投保人姓名：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6年03月15日 证件号码：888888888888888888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6年03月15日 证件号码：888888888888888888

身故受益人资料：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险种名称 保险期间 基本保险金额 交费期间 保险费

光大永明光明至尊（庆典版）终身寿
险

终身 13,710.00元 3年 5,000.00元/年

每期保险费合计: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00元/年

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详见保险条款。

条款类部分（蓝色字体可点击查阅）

光大永明光明至尊（庆典版）终身寿险条款

服务类部分（蓝色字体可点击查阅）

回访提示函

服务指南

本保险合同包含以上资料，点击链接文件可选择在线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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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测试

https://www.sunlife-everbright.com/eportal/fileDir/sleb/resource/cms/article/594935/662878/2022042017242487185.pdf
https://www.sunlife-everbright.com/eportal/fileDir/sleb/resource/cms/article/594935/661062/2022022310364338187.pdf
https://www.sunlife-everbright.com/eportal/fileDir/sleb/resource/cms/article/594948/657225/2021102710103574216.pdf


现 金 价 值 表

保险合同号：110000000000 保险合同生效日：2022年06月23日

险种名称：光大永明光明至尊（庆典版）终身寿险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保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 保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 保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

1年度 2,634.50 38年度 49,834.35

2年度 7,045.15 39年度 51,578.40

3年度 13,607.10 40年度 53,383.50

4年度 14,350.40 41年度 55,251.75

5年度 15,134.50 42年度 57,185.35

6年度 15,963.60 43年度 59,186.60

7年度 16,838.50 44年度 61,257.80

8年度 17,761.90 45年度 63,401.45

9年度 18,381.20 46年度 65,620.10

10年度 19,022.55 47年度 67,916.25

11年度 19,686.80 48年度 70,292.75

12年度 20,374.80 49年度 72,752.30

13年度 21,087.60 50年度 75,297.80

14年度 21,825.70 51年度 77,932.30

15年度 22,589.55 52年度 80,658.90

16年度 23,380.20 53年度 83,480.75

17年度 24,198.50 54年度 86,401.25

18年度 25,045.45 55年度 89,423.75

19年度 25,922.05 56年度 92,551.85

20年度 26,829.30 57年度 95,789.25

21年度 27,768.30 58年度 99,139.70

22年度 28,740.20 59年度 102,607.15

23年度 29,746.10 60年度 106,195.70

24年度 30,787.20 61年度 109,909.55

25年度 31,864.70 62年度 113,753.00

26年度 32,979.95 63年度 117,730.55

27年度 34,134.25 64年度 121,846.80

28年度 35,328.90 65年度 126,106.60

29年度 36,565.40 66年度 130,514.85

30年度 37,845.15 67年度 135,076.55

31年度 39,169.70 68年度 139,797.00

32年度 40,540.60 69年度 144,681.55

33年度 41,959.50 70年度 147,191.70

34年度 43,428.05

35年度 44,947.95

36年度 46,521.05

37年度 48,149.20

重要提示：

（1）本表所列现金价值为各保险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2）投保人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将退还解除合同当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净额。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
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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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TBTS-202107-10）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

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

以用于为人们的生活进行长期财务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中国

银保监会请您在填写投保单之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

的合法机构或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展业证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

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式，或登录保险中介监督信息系统查询（网址:http：//

iir.circ.gov.cn）。同时请您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保险从业人员违规销售非保险

金融产品等各类风险的发生。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

期限较长，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

影响您的权益。建议您使用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及相关投保资料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

保险产品的条款、产品说明书（如有）、投保提示书等投保资料，并认真阅读。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

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

品期限、利益演示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的有关约定。您在签收保险合同后15日内有全额退保的权利，超

过15日退保有损失。如您购买产品的犹豫期不足或超过15日，将按保险合同约定的犹豫期进行办理。除合同另

有约定外，犹豫期内您可无条件全额退保，原保险合同作废，保险公司扣除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

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

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

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

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

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

况，包括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

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

确定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

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盈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

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

证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

保单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

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

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

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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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

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

于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

质的健康保险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

险，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可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

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期约定。如果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

保险产品，请您注意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中国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

柱，以父母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可以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

售人员询问的有关被保险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

身权益，请您在投保单等相关文件亲自抄录提示语句（如涉及）、亲自签名(如涉及)。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各保险公司按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链接、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

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您应对回访问题进行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

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准确、完整填写家庭住址、邮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以便保险公司能够对您

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请您慎重保管您的身份证件，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

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可以向销售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商业银行、经纪代理公司等）反映；向保险公司（电话95348）反映；也可以向当地银保监局（或保险行业协

会）投诉；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十三、关于我公司偿付能力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1年度四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3.58%，已达到监管要求；2021年

四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如您想了解本公司更详细的偿付能力信息，可登录我司官 网

（www.sunlife-everbright.com）-公开信息披露专栏及时查阅了解。 

 

广西客户请关注：广西保险行业协会提示您，您可以通过广西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网址：

http://113.16.194.239/GXLSIP/LSIPWeb_GX_Query_index）或扫描销售人员执业证书二维码查询销售人员信

息，保障您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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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投诉电话

天津银保监局：12378 天津保险行业协会：022-23302420

北京银保监局：12378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010-95001303

浙江银保监局：12378 浙江保险行业协会：4006057178

宁波银保监局：0574-87848620 宁波保险行业协会：0574-27995000

江苏银保监局：12378 江苏保险行业协会：4008012378

上海银保监局：12378 上海保险同业公会：021-6315594

广东银保监局：12378 广东保险行业协会：020-87512378

重庆银保监局：12378 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 023-88061560

辽宁银保监局：12378 辽宁省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4006123786

深圳银保监局：12378 深圳市保险消费者权益服务中心保险合同纠纷投诉电话：0755-83529699

山西银保监局：12378 山西省保险行业协会：0351-4193246

河北银保监局：12378 河北保险行业协会：0311-87012378

四川银保监局：12378 四川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028-84112378

河南银保监局：12378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0371-85512378

黑龙江银保监局：12378 黑龙江省银行保险业消费争议调解中心：0451-51953010

湖南银保监局：12378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4008012378

陕西银保监局：12378 陕西保险行业协会：029-82309256

大连银保监局：12378 大连市银行保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0411-83612378

安徽银保监局：12378 安徽保险行业协会：0551-62612378

湖北银保监局：027-88012378 湖北保险行业协会：027-88937801

苏州银保监分局：12378 苏州保险行业协会：0512-68263682

福建银保监局：12378 福建银行保险消费纠纷咨询投诉统一服务专线：968133

山东银保监局：12378 山东保险行业协会：请关注“鲁众小保”微信公众号

银行投诉电话

中国光大银行：95595 渤海银行：95541

中国工商银行：95588 广州银行：400-83-96699

中国建设银行：95533 华夏银行：95577

中国民生银行：95568 晋城银行：0356-96517

中国农业银行：95599 晋商银行：9510-558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95580 廊坊银行：400-620-0099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96689 南京银行：95302

福建海峡银行：400-893-9999 宁波银行：95574

广东南粤银行：400-096-1818 齐鲁银行：400-609-6588

花旗银行（中国）：400-821-1880 苏州银行：96067

兴业银行：95561 烟台银行：400-831-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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