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
越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
银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
益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
理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
证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
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
融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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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于传将

近日，太平洋保险布局2018
年“开门红”的重磅产品“聚宝
盆”保险产品组合计划已正式面
市，官方将其定位为“兼具保障
与储蓄投资属性”，“集养老、教
育、资金保值增值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能够为人生每个阶段提供
专属方案”。

那么，太平洋保险“聚宝盆”
保险产品组合计划到底虚实如
何呢？我们从保障与投资两个方
面来解读。

据了解，太平洋保险“聚宝
盆”保险产品组合计划由“聚宝
盆年金保险(分红型)”、“财富赢
家年金保险(万能型)(2018版)”和

“附加未来星教育金两全保险
(分红型)”组成，出生满30天—53
周岁均可投保，交费方式可选择
3年缴、5年缴或10年缴，保障期
间为终身。

据太平洋保险介绍，“聚宝
盆”保险产品组合计划采取双主
险设计，在保证现金流的同时，
提供复利增值账户，该产品保险
责任如下：祝贺金、祝福金、关爱
金、增值金、红利分配，还有保费
豁免功能。同时，支持双主险贷
款，聚宝盆年金保险和财富赢家
万能账户均可贷款，贷款比例高
达80%。

“聚宝盆”保险产品组合计
划号称“兼具保障与储蓄投资属
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保障功
能，该产品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含
身故保障，较业界主流产品有一
定差距。特许可附加投保人重疾
豁免，但这并非自带，需另交保
费。很明显，“聚宝盆”的缺点是
保障力弱，侧重理财。虽然“聚宝
盆年金保险(分红型)”可以附加
投保人保费豁免重大疾病保险，
但是保险责任以年金给付为主。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投资功
能，投保案例如下：王女士为刚
出生的女儿糖糖投保了主险“聚

宝盆年金保险(分红型)”并“附加
未来星教育金两全保险 (分红
型)”，主险与附加险同样都是5
份，年缴保费10万元，10年缴。另
外为了获取更多收益，王女士还
为糖糖又搭配了“财富赢家年金
保险(万能型)(2018版)”，保费为
100元/年。

合同生效后，糖糖获取的保
险收益为：

1、祝贺金：
(1)糖糖5周岁时，可获得太

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给付的祝贺
金9000元；

(2 )同时从5周岁开始至终
身，每年可领取2901 . 1元的祝贺
金，假设糖糖活到80周岁，祝贺

金可领取(80周岁-5周岁)*2901 . 1
元/年=217582 . 5元；

(3)糖糖在25周岁至30周岁，
在这6年时间里面，每年可领9万
元，领6年，合计54万元。

祝贺金的部分合计整数为：
9000元+217582 . 5元+540000元=
76万6582 . 5元。

2、大学教育金：
(1)在糖糖18周岁、19周岁、

20周岁、21周岁，4年的时间每年
可领取89815 . 5元。小计89815 . 5
元*4年=359262元；

(2)在糖糖30周岁时，可一次
性领取太平洋保险给付的创业/
婚嫁金329323 . 5元；

大学教育金合计整数为：

3 5 9 2 6 2元+3293 2 3 . 5元=68万
8585 . 5元。

3、万能账户
由于万能险保底利率为2%，

上不封顶，实际结算利率不同，
万能账户价值不同。

糖糖附加的“财富赢家年金
保险(万能型)(2018版)”，祝贺金
和大学教育金倘若不领取的
话，可自动进入万能账户进行
二次增值，按照中档结算利率
演示，30周岁时可领取250万元，
80周岁时则为2346万元；按照低
档结算利率演示，30周岁时可领
取144万元，80周岁时可领取415
万元。

4、分红险部分：
“聚宝盆”保险产品组合计

划是一款分红型年金保险，按
照宣传资料：太平洋保险每年
根据分红保险的业务经营状
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客户每
年享受分红收益。但是分红的
金额是不确定的，也可能为0。
在保费上，因为带有分红属性，
所以保费偏高。

“聚宝盆”保险产品组合计
划可享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的
两笔分红，即“聚宝盆年金保险
(分红型)”和“附加未来星教育金
两全保险(分红型)”的经营成果，
抵御通胀。

从上述保险利益演示来看，
“聚宝盆”保险产品组合计划通
过祝贺金和大学教育金就能够
拿回所缴保费，资金安全有保
障。不过，王女士一共缴纳100万
1000元保费，如果拿这笔钱去投
资其他理财项目，也能够获得可
观的回报。

投保“聚宝盆”到底收益如
何呢？在低档结算利率演示下，
30周岁时，账户价值为144万元。
但这是总生存利益，也就是说
保单持有30年，在此之前无任何
领取，在保单满30年退出时可领
取的全部利益。经粗略计算，其
实际年化收益率仅在 1 . 5 % -
2 . 5%之间。

综合来看，“聚宝盆”保险产
品组合计划是一款长期储蓄型
理财保险产品，可满足养老、财
富传承等需求，产品设计灵活，
且投资风险较低，适合保守型的
消费者进行选择。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这款产品不含身故保障，
其保障功能存在重大缺陷。

隔记者 于传将

11月29日，由山东省人社厅
主办、齐鲁晚报承办的“农行杯”
山东省社会保障卡知识竞赛决
赛在济南顺利举行。现场8支进
军决赛的代表队摩拳擦掌，在4
轮知识竞答的激烈角逐后，烟台
市人社局、济南市人社局代表队
摘得大赛一等奖。自此，经过初
赛、复赛、决赛，赛程历时近一年
的社保卡知识竞赛圆满收官。

本次活动以“社会保障卡，
服务你我他”为主题，分为初赛、
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参赛队伍
涵盖各市人社局、各合作金融机
构以及部分社保参保单位，经过

初赛、复赛的角逐，8支代表队从
百余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挺
进最终的决赛。

据了解，此次社保卡知识竞
赛内容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及工伤生育保险等
相关政策法规；社会保障卡的基
本常识、功能用途、使用方式等
相关知识。为了让全省持卡人了
解和使用社会保障卡，本次大赛
正式启动线上答题平台，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

“山东人社服务”手机APP、“山
东人社”、“山东人社杂志”微信
公众号、齐鲁晚报网、齐鲁壹点
APP、齐鲁晚报官方微信等渠道
设置在线答题平台，做到“人人

参与、处处参与、时时参与”。
近年来，山东省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厅坚持“民生为本”，大
力实施“互联网+人社”工程，持
续推进社保“标准化、信息化、一
体化”建设，初步建成覆盖全省、
统筹城乡、标准统一、管理科学、
技术先进、高效安全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为保障
改善民生、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社保
卡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实现了“记录一生、保障
一生、服务一生”。截至10月底，
我省持卡人数已达7423万。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翟世勇表示，

近年来随着全省社会保障体制
改革的提速，该行积极参与了各
级、各类社保资金的归集、支付
和存管服务，并在社保服务平台
搭建、社会保障卡发放等方面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助推
了全省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发
展。农行山东分行充分发挥横跨
城乡、网多面广的优势，利用网
点、网站、新媒体等多元渠道，加
强社保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社保
知识普及率和覆盖面；同时，还
整合行内资源，加强与各级社保
部门的协同协作，优化持卡用卡
环境，创新服务渠道与模式，提
高服务质量与效率，提升参保人
员满意度和幸福感。

“农行杯”山东省社保卡知识竞赛圆满收官

编者按：保险作为专业的金融产品，不仅产品种类繁杂、条款晦涩难懂，而且推销话术套路满满。如何在
众多的保险产品里去伪存真？为此，我们逐期解读目前市场上热销的保险产品，揭开层层华丽的面纱，扒一扒
它们究竟是实至名归的“保障旗舰”，还是虚情假意的“敛财工具”。今天分析的是太平洋保险2018年“开门红”
主打产品“聚宝盆”保险产品组合计划。

太平洋保险“聚宝盆”
投资保障两不误？

投保 5 份“聚宝盆年金保险(分红型)”，和 5 份“附加未来星教
育金两全保险(分红型)”，年交保费 10 万元，缴 10 年；同时投保

“财富赢家年金保险(万能型)(2018 版)”，保费为 100 元/年。

账户价值

年龄 低档 中档 高档

30岁 144万元 250万元 365万元

60岁 275万元 967万元 2148万元

70岁 338万元 1508万元 3865万元

80岁 415万元 2346万元 6910万元

万能账户价值演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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