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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谁管理？其结构如何？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 Aviva Investors 管理，这是一个由屡获殊荣的基金经理组成的专业团队。Aviva Investors 是 Aviva plc 旗
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4610 亿英镑（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Aviva Investors 运营主分红基金中的两个子基金。在子基金 2 中，有两个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1
•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  长期资金池 A
•  长期资金池 B

分红基金
                   要知道您的保单参与了
                          哪个子基金，请浏览

     www.aviva.com.sg/parbonus2020
                                      或者扫描二维码。

7.   Aviva 的分红基金会进行何种投资？ 

Aviva 的分红基金有两个不同的子基金。每个子基金的投资策略是在子基金首次成立时决定的，并且会定期进行审查。
分红子基金 1 和 2 也有不同的资产配置，以匹配其目标和预期投资收益。

下表显示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子基金的资产组合：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B

资产配置 (%)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其它资产包括另类资产、现金、存款和货币市场证券。

8.   什么因素会影响分红基金 2020 年的业绩和红利宣告？ 
在决定红利水平时，我们采纳指定精算师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我们的分红基金过去的投资业绩和未来前景；保单
持有人的索赔、退保和保单失效经历；以及管理我们的分红基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等因素。

主要影响因素往往是子基金的投资业绩。下表显示 2018 年至 2020 年各子基金的投资收益。

总体而言，我们在 2020 年的投资业绩是合理的。
在非投资方面，我们的费用经历、保单持有人的索赔经历和保单失效经历均在预期之内。

9.   2020 年的红利是如何分配的？ 
我们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维持了您的分红保单的红利率。这意味着所有保单的年度继承红利与去年相同，您的
预计期满价值或退保价值保持不变。

年份

平均投资收益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长期资金池 B

0%
0%

10.   2021 年分红基金的未来展望如何？ 
因 COVID-19 疫情席卷全球，2020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各国采取暂缓经济活动的有效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我
们也目睹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产量下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防止企业破产和失业率上升。

我们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全面复苏，这将对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如下：
• 随着 COVID-19 疫苗的推出，重新安全开放经济发展将成为现实，削减了家庭和企业的不确定性
• 鉴于过去一年由于疫情迫不得已中止各类活动的情况，增加了储蓄缓冲，和人民的活动需求
• 某些限制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将继续支撑经济

与此同时，下行风险包括：
• 北半球再度出现 COVID-19 病例激增的情况，将导致经济活动下降
• 政府逐步减少对企业的支持措施，这可能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和贷款违约
• 疫苗分配面临的挑战，或疫苗未能达到预期的疗效

我们将以长远眼光管理分红基金，为所有保单持有人提供稳定、合理的收益，同时维持基金的财务稳健。

11.  分红基金未来的业绩会如何影响我的红利？ 
红利将在您分红保单的期限内逐年进行分配，而分红基金的未来投资业绩在确定红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为避免投资业绩出现大幅度波动，保险公司会努力确保我们的保单持有人获得稳定红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随
着时间的推移平滑（或持平）红利。这意味着，当分红基金表现良好时，我们可能会保留一定的红利，以便在市场情
况不那么有利时，保单持有人仍能获得稳定红利。

影响您未来红利的非投资因素包括：

• 分红基金的索赔、保单失效和费用经历

• 分红基金的税收和监管变化

12.  Aviva 的分红保单是否稳健？ 
Aviva Ltd 财务状况良好，资本偿付能力高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的标准。我们致力于为您的分红保单提供稳定、合
理的收益。

对于持有保费延期保单的保单持有人
13.  为何我没有收到目前处于保费延期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当您的分红计划处于保费延期状态时，我们无法将红利分配给您的保单。全年保费全部付清后，将分配 2020 会计年度
的红利。 

因此我们决定，当您支付了未付保费以后，在延期付款期限过后向您发送这些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如欲查询您的保单详细信息，包括当前的退保价值，您可以登录 MyAviva (https://myaviva.aviva.com.sg )。

14.  如果我不能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我的保单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分红保单，您能采用无没收权利选项。这意味着保单可能：

• 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支付未付保费（如果有足够的现金价值）。利息将从保费首次到期之日起开始累积；或

• 转换为“已缴”保单，根据迄今为止支付的保费和累积的现金价值，保险金额进行相应减少；或

• 如果没有现金价值或现金价值不足以预付自动保费贷款（如适用），则保单会失效。

15.  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是否会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时分配给我的保单？ 
只要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会分配给您的保单。支付未付保费时有两种选择：
• 通过 AXS 或网络银行服务一次性支付所有未付保费；或
• 允许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使用保单现金价值支付未付保费。

在下列情况下，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不会分配给您的保单：
• 您将保单转换为“已缴”保单；或
• 您的保单失效。

本文件仅供一般参考。若需任何财务建议，请咨询您的财务顾问代表。虽然我们已很谨慎地准备这项信息，但我们保
留纠正任何错误或遗漏信息的权利，并对因使用或依赖该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中、英文版之间
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截至 2021 年 3 月，信息是准确的。

Aviva Ltd  4 Shenton Way #01-01 SGX Centre 2 Singapore 068807  Tel: (65) 6827 9931  Fax: (65) 6827 7480 www.aviva.com.sg
Company Reg. No.: 196900499K GST Reg. No.: MR-8500166-8



常见问题解答 (FAQ)
针对 2020 会计年度

1.   年度红利报表的目的是什么？ 
每年，我们均会同分红保单持有人分享年度红利报表。其目的是：

• 让您及时了解 Aviva 分红基金的业绩；

• 告知分配给您的红利；并

• 根据保单责任的最新精算调查提供分红基金的未来展望。

2.   什么是分红保单？
分红保单允许保单持有人参与或分享 Aviva 分红基金所产生的收益。分红保单包括人寿保险计划和储蓄计划（在保险业
也被称为捐赠计划），两种基金均可提供保证收益和非保证收益。

保证收益：

当保单期满或您符合支付条件时（例如您提出索赔或
放弃保单时），您一定会得到的金额。

非保证收益：

包括您可能获得的红利，但实际金额可能会受到分红
基金的投资业绩和保险经历（如已支付给保单持有人
的索赔）的影响。

3.   分红基金如何运作？ 

分红基金是由保险公司管理的一种投资组合，旨在为保单持有人创造收益。为获取投资收益，会将您和其他保单持有

人的保费汇集起来，一并投资到固定资产、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组合中。我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投资比例，

以确保资产配置能够满足分红基金的目标和预期投资收益。

分红基金的收益用于支付保单持有人，例如他们的期满福利或索赔，以及支付管理分红基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4.   我有权享受哪些类型的红利？

有两种类型的红利可以添加至您的分红保单。

年度继承红利：

这是一种定期红利，通常每年宣告一次，并且它会永
久成为您的保证福利的一部分。

终期红利：

这是一种一次性红利，它会在保单期满、您提出索赔
或放弃保单时支付。

这两种类型的红利都是在您的分红保单的保证福利之外所发放的红利。

5.   保单持有人和股东的红利是如何确定的？ 
红利是由 Aviva 董事会批准的，其中考虑了我们指定的精算师的书面建议。在为红利申报提出建议时，我们指定的精算

师会考虑以下因素：

• 我们的分红基金过去的投资业绩；

• 我们的分红基金未来的投资前景；

• 保单持有人的索赔、退保和保单失效经历；以及

• 管理我们的分红基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当宣告红利时，在支付给保单持有人的红利中，股东有权获得最高 10%。因此，保单持有人和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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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谁管理？其结构如何？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 Aviva Investors 管理，这是一个由屡获殊荣的基金经理组成的专业团队。Aviva Investors 是 Aviva plc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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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viva 的分红基金会进行何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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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子基金 1 和 2 也有不同的资产配置，以匹配其目标和预期投资收益。

下表显示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子基金的资产组合：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B

资产配置 (%)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其它资产包括另类资产、现金、存款和货币市场证券。

8.   什么因素会影响分红基金 2020 年的业绩和红利宣告？ 
在决定红利水平时，我们采纳指定精算师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我们的分红基金过去的投资业绩和未来前景；保单
持有人的索赔、退保和保单失效经历；以及管理我们的分红基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等因素。

主要影响因素往往是子基金的投资业绩。下表显示 2018 年至 2020 年各子基金的投资收益。

总体而言，我们在 2020 年的投资业绩是合理的。
在非投资方面，我们的费用经历、保单持有人的索赔经历和保单失效经历均在预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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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维持了您的分红保单的红利率。这意味着所有保单的年度继承红利与去年相同，您的
预计期满价值或退保价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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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投资收益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长期资金池 B

0%
0%

10.   2021 年分红基金的未来展望如何？ 
因 COVID-19 疫情席卷全球，2020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各国采取暂缓经济活动的有效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我
们也目睹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产量下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防止企业破产和失业率上升。

我们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全面复苏，这将对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如下：
• 随着 COVID-19 疫苗的推出，重新安全开放经济发展将成为现实，削减了家庭和企业的不确定性
• 鉴于过去一年由于疫情迫不得已中止各类活动的情况，增加了储蓄缓冲，和人民的活动需求
• 某些限制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将继续支撑经济

与此同时，下行风险包括：
• 北半球再度出现 COVID-19 病例激增的情况，将导致经济活动下降
• 政府逐步减少对企业的支持措施，这可能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和贷款违约
• 疫苗分配面临的挑战，或疫苗未能达到预期的疗效

我们将以长远眼光管理分红基金，为所有保单持有人提供稳定、合理的收益，同时维持基金的财务稳健。

11.  分红基金未来的业绩会如何影响我的红利？ 
红利将在您分红保单的期限内逐年进行分配，而分红基金的未来投资业绩在确定红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为避免投资业绩出现大幅度波动，保险公司会努力确保我们的保单持有人获得稳定红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随
着时间的推移平滑（或持平）红利。这意味着，当分红基金表现良好时，我们可能会保留一定的红利，以便在市场情
况不那么有利时，保单持有人仍能获得稳定红利。

影响您未来红利的非投资因素包括：

• 分红基金的索赔、保单失效和费用经历

• 分红基金的税收和监管变化

12.  Aviva 的分红保单是否稳健？ 
Aviva Ltd 财务状况良好，资本偿付能力高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的标准。我们致力于为您的分红保单提供稳定、合
理的收益。

对于持有保费延期保单的保单持有人
13.  为何我没有收到目前处于保费延期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当您的分红计划处于保费延期状态时，我们无法将红利分配给您的保单。全年保费全部付清后，将分配 2020 会计年度
的红利。 

因此我们决定，当您支付了未付保费以后，在延期付款期限过后向您发送这些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如欲查询您的保单详细信息，包括当前的退保价值，您可以登录 MyAviva (https://myaviva.aviva.com.sg )。

14.  如果我不能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我的保单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分红保单，您能采用无没收权利选项。这意味着保单可能：

• 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支付未付保费（如果有足够的现金价值）。利息将从保费首次到期之日起开始累积；或

• 转换为“已缴”保单，根据迄今为止支付的保费和累积的现金价值，保险金额进行相应减少；或

• 如果没有现金价值或现金价值不足以预付自动保费贷款（如适用），则保单会失效。

15.  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是否会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时分配给我的保单？ 
只要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会分配给您的保单。支付未付保费时有两种选择：
• 通过 AXS 或网络银行服务一次性支付所有未付保费；或
• 允许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使用保单现金价值支付未付保费。

在下列情况下，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不会分配给您的保单：
• 您将保单转换为“已缴”保单；或
• 您的保单失效。

本文件仅供一般参考。若需任何财务建议，请咨询您的财务顾问代表。虽然我们已很谨慎地准备这项信息，但我们保
留纠正任何错误或遗漏信息的权利，并对因使用或依赖该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中、英文版之间
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截至 2021 年 3 月，信息是准确的。

Aviva Ltd  4 Shenton Way #01-01 SGX Centre 2 Singapore 068807  Tel: (65) 6827 9931  Fax: (65) 6827 7480 www.aviva.com.sg
Company Reg. No.: 196900499K GST Reg. No.: MR-8500166-8



   

分红基金

  

6.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谁管理？其结构如何？ 
Aviva 的分红基金由 Aviva Investors 管理，这是一个由屡获殊荣的基金经理组成的专业团队。Aviva Investors 是 Aviva plc 旗
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4610 亿英镑（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Aviva Investors 运营主分红基金中的两个子基金。在子基金 2 中，有两个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1
•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  长期资金池 A
•  长期资金池 B

分红基金
                   要知道您的保单参与了
                          哪个子基金，请浏览

     www.aviva.com.sg/parbonus2020
                                      或者扫描二维码。

7.   Aviva 的分红基金会进行何种投资？ 

Aviva 的分红基金有两个不同的子基金。每个子基金的投资策略是在子基金首次成立时决定的，并且会定期进行审查。
分红子基金 1 和 2 也有不同的资产配置，以匹配其目标和预期投资收益。

下表显示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子基金的资产组合：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B

资产配置 (%)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资产配置 (%)
固定收益资产

股票

房地产

其它资产

合计

*其它资产包括另类资产、现金、存款和货币市场证券。

8.   什么因素会影响分红基金 2020 年的业绩和红利宣告？ 
在决定红利水平时，我们采纳指定精算师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我们的分红基金过去的投资业绩和未来前景；保单
持有人的索赔、退保和保单失效经历；以及管理我们的分红基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等因素。

主要影响因素往往是子基金的投资业绩。下表显示 2018 年至 2020 年各子基金的投资收益。

总体而言，我们在 2020 年的投资业绩是合理的。
在非投资方面，我们的费用经历、保单持有人的索赔经历和保单失效经历均在预期之内。

9.   2020 年的红利是如何分配的？ 
我们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维持了您的分红保单的红利率。这意味着所有保单的年度继承红利与去年相同，您的
预计期满价值或退保价值保持不变。

年份

平均投资收益

分红子基金 1
长期资金池

分红子基金 2
长期资金池 A 长期资金池 B

0%
0%

10.   2021 年分红基金的未来展望如何？ 
因 COVID-19 疫情席卷全球，2020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各国采取暂缓经济活动的有效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我
们也目睹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产量下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防止企业破产和失业率上升。

我们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全面复苏，这将对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如下：
• 随着 COVID-19 疫苗的推出，重新安全开放经济发展将成为现实，削减了家庭和企业的不确定性
• 鉴于过去一年由于疫情迫不得已中止各类活动的情况，增加了储蓄缓冲，和人民的活动需求
• 某些限制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将继续支撑经济

与此同时，下行风险包括：
• 北半球再度出现 COVID-19 病例激增的情况，将导致经济活动下降
• 政府逐步减少对企业的支持措施，这可能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和贷款违约
• 疫苗分配面临的挑战，或疫苗未能达到预期的疗效

我们将以长远眼光管理分红基金，为所有保单持有人提供稳定、合理的收益，同时维持基金的财务稳健。

11.  分红基金未来的业绩会如何影响我的红利？ 
红利将在您分红保单的期限内逐年进行分配，而分红基金的未来投资业绩在确定红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为避免投资业绩出现大幅度波动，保险公司会努力确保我们的保单持有人获得稳定红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随
着时间的推移平滑（或持平）红利。这意味着，当分红基金表现良好时，我们可能会保留一定的红利，以便在市场情
况不那么有利时，保单持有人仍能获得稳定红利。

影响您未来红利的非投资因素包括：

• 分红基金的索赔、保单失效和费用经历

• 分红基金的税收和监管变化

12.  Aviva 的分红保单是否稳健？ 
Aviva Ltd 财务状况良好，资本偿付能力高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的标准。我们致力于为您的分红保单提供稳定、合
理的收益。

对于持有保费延期保单的保单持有人
13.  为何我没有收到目前处于保费延期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当您的分红计划处于保费延期状态时，我们无法将红利分配给您的保单。全年保费全部付清后，将分配 2020 会计年度
的红利。 

因此我们决定，当您支付了未付保费以后，在延期付款期限过后向您发送这些保单的年度红利报表。

如欲查询您的保单详细信息，包括当前的退保价值，您可以登录 MyAviva (https://myaviva.aviva.com.sg )。

14.  如果我不能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我的保单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分红保单，您能采用无没收权利选项。这意味着保单可能：

• 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支付未付保费（如果有足够的现金价值）。利息将从保费首次到期之日起开始累积；或

• 转换为“已缴”保单，根据迄今为止支付的保费和累积的现金价值，保险金额进行相应减少；或

• 如果没有现金价值或现金价值不足以预付自动保费贷款（如适用），则保单会失效。

15.  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是否会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时分配给我的保单？ 
只要在延期付款期限结束前支付未付保费，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会分配给您的保单。支付未付保费时有两种选择：
• 通过 AXS 或网络银行服务一次性支付所有未付保费；或
• 允许预付自动保费贷款，以使用保单现金价值支付未付保费。

在下列情况下，2020 会计年度的红利将不会分配给您的保单：
• 您将保单转换为“已缴”保单；或
• 您的保单失效。

本文件仅供一般参考。若需任何财务建议，请咨询您的财务顾问代表。虽然我们已很谨慎地准备这项信息，但我们保
留纠正任何错误或遗漏信息的权利，并对因使用或依赖该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中、英文版之间
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截至 2021 年 3 月，信息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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