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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保險
全新品牌

萬通保險YF Life全新
品牌於去年四月正式誕生，
延續我們不斷求變、
迎接保險未來的決心。

創新領域 未來在我手
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生活模式日趨多元及複雜。
在前景不明的環境下，能安心策劃未來實在是一大挑戰。

為了應付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保險服務必須持續改善，務求與時
並進。我們的使命是要讓新一代充滿自信地掌握自己的未來。
我們就是萬通保險。

萬通保險的全新品牌標誌融入三角形圖案，而
三角形向右上方的角度，蘊含「上升、成長」之

意，突顯萬通保險於金融科技方面不斷求進的

承諾，並展示品牌擁抱變化、面向未來的精神。
面對變幻不定的未來，萬通保險堅守創新的

企業發展策略，並運用先進科技，加上專業的

顧問團隊，為客戶提供富競爭力、兼具環球視野
及保險智慧的風險及財富管理方案及服務。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一間受人尊敬的保險公司，
以及一間高科技、持續發展、面向未來的公司，
致力協助客戶妥善規劃未來，體現萬通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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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我手Own the future」的品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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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頭炮
熱爆全城
YF Life 萬通保險
PRETTY CRAZY
JOEY YUNG
CONCERT TOUR
容祖兒演唱會

為祝賀Joey入行20

周年及演唱會成功，
萬通保險常務董事

兼總裁鄭慶藩先生

於演唱會發佈會上代
表公司向Joey送上

一份「富饒傳承儲蓄
計劃」保單，令Joey
成為計劃的首位女
VVIP客戶!

為慶祝新品牌的成立，萬通保險推出了
連串誌慶活動，並冠名贊助樂壇天后

容祖兒的演唱會為新品牌揭開序幕。

為隆重其事，萬通保險推出「紅東西」

大型廣告企劃，覆蓋紅隧、東隧及西隧，
以及於港澳兩地多個人流暢旺地點，

為新品牌及演唱會帶來覆蓋地上地下的
强勁聲勢，熱爆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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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

萬通保險一直致力為你提供貼心和專業
的服務，去年更投放大量資源，運用

先進科技，推出SMART App、YFLink及

快捷的一站式投保服務，由財務需要
分析、填寫投保申請書、身份證明文

先進科技
優化保險服務
新體驗
全新線上平台
SMART App、
YFLink 及
JET Claim

SMART App智能投保平台提供方便
件確認、電子簽署、付款，以至遞交

申請，均可透過電子渠道即時遞交，
一氣呵成。系統更設定多項驗證和

數據加密，確保在整個過程中，客戶
的個人資料受到嚴密保護。SMART

App不單能提升投保服務效率，電子
化流程更可大幅削減每年用紙量近
100萬張，為綠化生活出一分力。

服務

YFLink服務及資訊平台旨在與客戶

建立更緊密的連繫，透過YFLink你可
隨時隨地查閱及管理保單，更可聯繫
專屬財策顧問，享有更快捷的服務；

亦可瀏覽產品資料，以及最新資訊及
推廣優惠。

理賠

JET Claim「即賠」電子理賠平台

提供一站式、無紙化的住院現金索償
服務。由輸入申請至作出賠償，短至

JET Claim三個全新電子服務平台，為你

十數分鐘之內便可完成。賠償款項

帶來更稱心的保險服務體驗。

透過「轉數快」即時轉賬至客戶的銀
行戶口，名符其實「即賠」。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保險業大獎2019
傑出理 賠管理大獎—人壽保險（年度三強）

登入YFLink贏取門票
由2020年1月16日至2月15日，登入YFLink服務及
資訊平台之「我的保單」，即有機會贏取「YF Life萬通
保險呈獻：My Love Andy Lau劉德華World Tour •
Hong Kong 2020」演唱會門票兩張。我們共送出
200張門票。得獎者將獲個別通知，而得獎者名單將於
2020年2月19日在星島日報及The Standard公佈。

App Store
下載YFLink

Google Play
下載YFLink

條款及細則：http://bit.ly/2NrYx5a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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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無價
周全危疾保障抗敵

配合業務發展
提升服務體驗

危疾是健康人生的頭號敵人，要安心掌握
未來，必須為健康作好風險管理。你已投

保了危疾保障嗎？你已有足夠的保障嗎？

首選健康保500+

首選癌症儲蓄保

產品，提供多項市場獨特優勢，包括為常見

危疾的3倍或以上，因此，即使已投保了危疾

「首選健康保500+」是萬通保險熱賣的危疾

香港及澳門
全新客戶服務中心

危疾提供多次賠償及持續癌症現金津貼，

總賠償額高達680%保障額，讓您安心守護
健康未來。

配合新品牌的推出，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
同時換上新裝，在更時尚和寬敞的環境
中，為你提供更貼心的專業服務。

香港的客戶服務中心選址尖沙咀海港城，
位處多個交通匯集點，佔盡地利優勢；
而澳門的客戶服務中心則座落於黃金
地段。我們期待你的光臨!

1. 1 38種疾病保障 – 包括常見的眼科疾病，
萬通保險客戶服務中心

香港：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9號港威大廈6座12樓
1208室
萬通保險客戶服務中心
導賞之旅，去片!
澳門： 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320號
澳門財富中心8樓A座
（將於首季正式投入服務）

如青光眼、黃斑部病變及早發性白內障。
主要嚴重疾病賠償高達100%保障額

2. 多 次危疾保障 – 為癌症、中風或心臟病提
供額外4次賠償，合共高達400%保障額，
並縮短癌症等候期至1年，所獲取的賠償
額則為50%基本保障額

3. 持 續癌症現金津貼 – 長達180個月，總額
高達180%基本保障額，並無等候期

4. 現金價值回奉及保費豁免

5. 多 項延伸保障 – 包括「先天性疾病保障」
及「愛共享」額外子女保障

歡迎蒞臨香港客戶服務中心，
享用美味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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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 美國專科醫生提供第二醫療意見及轉
介赴美就醫

根據賠償個案統計，癌症的賠償個案是其他
保障，亦可針對癌症提升現有保障。首選癌

症儲蓄保提供周全癌症保障及充裕經濟支援
去抗病，重拾健康人生。

1. 周 全癌症保障 – 承保癌症、原位癌及初期

癌症；一經確診，即可獲一筆過賠償，供隨
意運用

2. 特 設「癌症升級保」– 於保單首5年提供

額外100%癌症保障，提升癌症賠償總額
至高達200%保障額

現有客戶優惠：於3月27日或前成功投保，
可享有5年100%額外保障

3. 癌症海外就醫建議
4. 現金價值回奉

5. 簡 易投保 – 簡易投保程序，無需驗身，
簡便快捷

註：「癌症升級保」及現有客戶優惠只適用於美元保單。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有關個別計劃詳情，請參閱相關保單
的條款及保障。

為使我們能時刻為您服務，如您的個人資料有所更改，請聯絡您的顧問或萬通保險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2533 5533 / (澳門) 2832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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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 領先 • 求進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保險業大獎2019

屢獲業界殊榮

傑出理賠管理大獎—
人壽保險（年度三強）

2019年，萬通保險繼續堅持為客戶做到

最好，由產品設計、售後服務以至理賠均
獲得多個業界獎項殊榮，絕對是客戶的
信心之選。在此再一次多謝客戶支持！

《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
金融機構大獎 2019

資本卓越銀行及金融大獎2019
資本卓越保險服務大獎

年金計劃: 傑出大獎
危疾保障: 傑出大獎
儲蓄計劃: 傑出大獎

《iMONEY 智富雜誌》
優秀保險企業大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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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保險品牌     
最佳年金產品
最佳財富傳承產品
最佳醫療保障
最佳理賠服務

東周刊
傑出企業策略大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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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保險祝各位客戶庚子金鼠年

萬通保險冠名贊助巨星劉德華的演唱會，

身體健康
財源廣進
Use for Pap

因為劉德華一直努力不懈，敢於創新，
這與萬通保險的企業信念一致。

為答謝客戶支持，現只需於2020年1月16日
至2月15日登入YFLink服務及資訊平台之

「我的保單」，即可參加幸運大抽獎，

贏取My Love劉德華演唱會門票兩張*。
我們共送出200張演唱會門票。

萬通保險推出覆蓋本港黃金
地段的大型多媒體廣告宣傳
攻勢，包括位於紅磡海底隧道、
中環及銅鑼灣的大型戶外廣告
牌，崇光百貨外牆大型電子屏幕、
港九巴士車身廣告、網上平台等。

我們特別呈獻一系列推廣計劃，讓你享有健康與財富，

Minimum size

開展豐盛富饒的新一年。

由現在至3月27日優惠期內，你可尊享：

Minimum size fo

健康孖寶

首選健康保500+

高達10%首年保費折扣＋
高達100%額外保障
■ 總賠償高達680%保障額
■ 多 次癌症、心臟病或
中風的危疾保障
■ 現金價值回奉＋保費豁免

年金之選

VIP環球/寰宇醫療保 萬通終身年金
2個月保費折扣優惠
■ 全 面醫療保障高達
$70,000,000
■ 私 人醫療禮賓服務＋
全球緊急醫療援助服務
■ 出院免找數服務，全球適用

高達10%首年保費折扣
■ 終 身年金，長享長有 17mm(w)
■ 11款年金權益選擇
■ 可 靈活將已累積的現金價值
世代傳承

詳情請向你的理財顧問查詢或參閱個別推廣計劃之宣傳單張

名單將於2020年2月19日在

星島日報及The Standard公 佈。

條款及細則：http://bit.ly/2NrYx5a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3121

如你不希望繼續收取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的宣傳郵件，請以
書面通知，連同你的姓名及地址寄回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
萬通保險大廈27樓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市務部收。
If you wish to obtain an English copy of this newsletter,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https://www.mycx.hk/r/yflifenewsletter2020m

12mm(h)

MKT-167-V1-0120M

*得 獎者將獲個別通知，而得獎者

註：首選健康保500+及萬通終身年金之優惠只適用於美元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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