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配套

Business Advantage Plus (Enhanced)
为您的业务提供广泛的保障

符合您的业务需求，
且具有成本效益的配套



我的保险计划涵盖了什么？

Major Critical Illness

火灾
涵盖因火灾、闪电和/或其他延伸的危险所造成的建筑
物损失或损毁、公司租金损失、公司货物库存和其他
物品损失。

我们也赔偿因火灾造成财产失窃高达RM5,000。新的免费利益

业务中断
如果您的业务因火灾、闪电和/或其他延伸的危险而
中断，我们将赔偿您的收入损失和因事件所延伸的运
营成本。

特殊全险
本公司将为投保物业于保险期内提供保险，范围包括
实物资产、家具、自置装修与固定附着物。以下情况
如火灾、闪电、其他危险事件或意外事故所引起的任
何实际损失或损毁将依据保单条例决定保障范围。

盗窃
赔偿您因盗窃或偷窃  （包括企图盗窃或偷窃）所造成
的财物损失或损毁。如建筑物也因此受到损坏或损毁，
而您有责任修复原状，本保单将承保建筑物所受到的
损失。

金钱
承保在运输过程中或受保建筑物内所遗失的金钱或货
币。

玻璃
涵盖各种因意外破损的固定玻璃，如玻璃板、镀银、有
线和其他类型的装饰和字母玻璃，包括非反射窗户。

可移动的装置和机械
保障未获证照或未获许可在道路上使用的机械推进车
辆/设备。

公众责任
若您的业务对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我们
将保障您所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雇员补偿
根据1996年“雇员补偿（修正）法”和相关法案，
为雇员在工作期间遭受的伤害提供赔偿金。

忠诚保障
提供因员工欺诈或不诚实造成的金钱或财产损失的保
障。

团体人身意外
保障团体人员 , 如遭遇意外事故造成身体伤害、死亡
或永久性残疾将获得赔偿。

雇主责任
若员工在工作期间因疏忽引致意外，我们将保障雇主
所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机械故障
提供机械的损失和损坏保障。

机械故障 - 利润损失 
保障机械故障造成的财务损失。

电子设备
提供电脑或电子设备的损失和损坏保障。

运送中的货物
为您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中的货物提供损失或损坏保
障。

   附加利益 - 可选

除火灾或投保的附加险损坏索赔支付外，我们还提
供附有2笔赔付利益的不便津贴

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笔赔付利益（仅适用于火
灾或其他附加险造成的实物物品损坏）

收到完整文件和索赔核实后支付第二笔赔付利益
（所选方案的赔付额最高10％）

率先面市

警察局 / 政府机构 增加工作成本 联系受影响的客户

安排资源流动 偿还贷款 替代解决方案

领取不便津贴
以缓解您在这种情况下的负担！

警察报告



贷款

支付



独家利益
专为您的业务所设

只要业务分类
属于以下行业将

享有特定行业的利益

食品饮料业

为厨师提供住院现金
倘若您的厨师住院，我们将每天支付RM100，长达
100天!

活动取消*
任何预定活动若因水灾或者盗窃案件而取消，我们将支
付RM2,000 。

害虫防治保障*
若发生水灾，我们将支付RM2,000 害虫管控津贴。

食物或饮料中毒
若您的业务有关的食物或饮料发生中毒事故，我们将
根据利益表上所列明（包括第三方损伤的法律责任）
来保障与维护您免受法律责任。 

食物腐坏*
若因水灾而导致的食物腐坏，我们将支付RM2,000。

廉价旅馆

因水灾导致活动取消*
任何预定活动若因水灾而取消，我们将支付RM2,000。

客户行李丢失
若客户的行李在接待处存放期间意外损坏、遗失或失
窃，我们将支付赔偿。每次事故最高限额RM500。

旅馆艺术品 – 绘画和雕塑**
旅馆中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若发生意外损坏、丢失或
盗窃，我们将支付赔偿。每次事故最高限额RM500。

客户车辆损坏
承保旅馆客户停放在旅馆范围内的车辆，若因酒店经
营者的疏忽造成车辆意外受到损坏，我们将根据公众
责任限额作出赔偿。 食物或饮料中毒

我们将根据利益表上所列明（包括第三方损伤的法律
责任）来保障您的业务与维护您免受法律责任。

学习中心

全球传染性疾病清理
我们将支付RM3,000作为全球传染性疾病病毒清理费
用。

教师住院期间的代课费用
倘若您的教师住院，我们将每天支付RM100作为代课
费用，长达100天!

教师财物盗窃
若教师财物被盗窃，每次事故可索赔高达RM500。 

SmartStudent Care 保单可获10%折扣 
签署这个配套，SmartStudent Care 保单则可享有10% 
折扣。

食物或饮料中毒
我们将根据利益表上所列明（包括第三方损伤的法律
责任）来保障您的业务与维护您免受法律责任。

备注: * 必须选择水灾风险才能享有这项利益。
         ** 前提是“特殊全险”已涵盖在内。

免费

独家利益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197501002042)

Ground Floor, Wisma Boustead, 71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170 8282 传真: (603) 2031 7282
电邮: customer.service@axa.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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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您的保险代理。

本手册非为保险契约。确切的条款、条件和定义载明于保险保单。
若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出现任何差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重要备注 :
1. 在决定购买 Business Advantage Plus (Enhanced) 保险单之前，请先阅读本手册。请一定要阅读产品披露表的一般条款和条件。
2. 您必须阅读并理解此保险单并与代理商讨论，或直接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

迅速的索赔服务
客户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确保能及时与快速地
支付索赔。

选择我们，您将获得业务上所需的保障，以及
确保所有索赔能够及时作出赔偿。 

了解您所面对的风险
我们的风险管理服务可以帮助您处理以下的情
况，而且是免费的！

调查以识别防损调查结果
业务连续性计划帮助您在任何情况下维持运
营
评估消防和安全系统，以计划如何帮助节省
更多保费
风险管理系统和程序如紧急疏散、消防和安
全检查

为所有保单持有人提供的免费服务

欲知详情，请联络您的代理员或
拨打 AXA 客户服务热线 (603) 2170 8282
营业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星期一至星期五，公共假期除外）

www.axa.com.my

今天就签购 Business Advantage Plus (Enhanced)! 



附加:                     预防入侵

提案表格 日期:

请勾选（  ）并完成填写。 特别附加险 (请选择所需的附加范围)            保险金额的百分比率（％）                                                     
 飞机撞损                                                                                       0.005

 地震,火山爆发                                                                                0.010
 暴风雨                                                                                           0.015
  水灾/洪水*                                                                                0.086
  爆炸 - 无锅炉工业                                                                   0.006
 爆炸 - 含锅炉的工业/非工业                                              0.008
 爆炸 - 非工业无锅炉                                                                  0.005
  撞击损坏（不包括受保人的车辆)                                                             0.004
      撞击损坏（包括受保人的车辆）                                     0.004
  水箱/管道（> 5层）爆裂/溢出**                                                                                0.006
 水箱/管道（其他）爆裂/溢出**                                                                       0.005
      骚乱和恶意破坏                                                                                                                                      0.014
      丛林野火/杂草燃烧                                                                                                                        0.005
 土崩和土地塌陷 (标准覆盖)*                                                                                      0.081
 自燃（仅火）                                                                                                                                                                               0.081
  自燃（完整覆盖）                                                                                                                                              0.161
  树或树枝掉落造成的损坏                                                                        0.010
 洒水器泄漏（建筑物）                                                              0.005
 洒水器泄漏（ 建筑物内受保物品）                             0.025
 电气装置条款（B）                                                                                                                                                                                             0.056

A. 火灾 （必须）

注意：*洪水及土崩和土地塌陷的风险只能在过去两年没有索赔的情况
            下附加在保单上
                 **覆盖附加利益

受保物业

建筑物

商用家具、固定装置和
配件

碎片移除

受保金额
(RM)

          个月的租金

保险总额

注意: 请确保建筑物与受保物品的投保额有被充分
         投保。

贸易货物
(商品性质:                                   
                                )

其他（请注明）

B. 业务中断 (可选)

我希望获得          6个月             12个月           18个月  的赔偿期，让我的公司从火灾、闪电和/或外在风险造
成的损失或损毁中恢复营业。

年度保险金额: (请打勾 (    ) 所需的保险并完成填写。)

毛利润               或 总收入/租金 RM

备注：如果超出上述内容，请附加另一张表格并提供详细信息。

C. 特殊全险 (可选)

涵盖的主要事件 受保金额 (RM)

总承保金额

3.1 在办公设备上

3.2 在所涵盖的任何其他主要事件上（请注明）:

注意：如果提供的空间不足，您可以在另一张表格上附上信息。

是的！我的业务符合以下条款和条件:
 1A 建筑阶级*  - 砖块/混凝土墙和屋顶采用不燃材料或
 1B 建筑阶级* – 部分砖块/混凝土墙和屋顶采用不燃材料
       *注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修订后的火灾关税
 过去两年没有索赔经验
 我物业的所有入口都有卷帘门/玻璃门/铁格栅和锁头保护
 申请的保险目前没有被任何其他保险公司拒绝、取消、拒绝续保或受任何特殊条款约束
如果您的业务不符合上述条款和条件，请与我们联系 (603) 2170 8282 或电邮至 customer.service@axa.com.my

稽查员费用
额外增加的工作成本
其他（请注明）:

RM
RM

无法提供公共设施:         电力供应               水务供应                   煤气供应

厂房和机械





特别覆盖保险 (请选择您的最佳方案)

利益表
投保额/责任限额 (RM)

计划 2 计划 3 基本/弹性计划*

D. 盗窃 RM

E. 金钱
运输中的金钱
营业期间和营业时间后在物业内的金钱
物业损坏
上锁的保险柜、抽屉和橱柜的损坏
个人意外（最多2名雇员）

RM

RM
RM

RM
RM每名雇员 

J. 玻璃 5,000 RM

I. 忠诚保障 50,000 RM

G. 公众责任
任何一个意外
任何一个时期

250,000 RM
1,000,000 RM

H. 雇主责任 （对所有员工）
任何一个事件
任何一个时期 

250,000 RM
1,000,000 RM

L. 可移动的装置和机械 20,000 RM

K. 雇员补偿
受普通法限制 (任何一次情况下和总计) 1,000,000 RM

F. 团体人身意外
意外死亡和永久性残疾
(最多12名雇员)
总限额
暂时性完全残疾
暂时性部分残疾
医药费用
住院现金津贴
(意外或疾病 – 最多 100天）
遣返费用
丧葬费用

每名雇员 10,000

80,000

100
50

1,000
每天 100

2,000
2,000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保险费率将根据
受保人提供的

保险金额进行计算
823.62包括 6％ 服务税在内的年度总保费 (RM) 

计划 1

50,000

10,000
10,000

1,000
2,000

每名雇员 10,000

M. 机械故障 50,000 RM

N. 机械故障 - 利润损失 50,000 RM

O. 电子设备

P. 运送中的货物 10,000
任何一个承载

100,000

20,000
20,000

1,000
2,000

每名雇员 10,000

10,000

100,000

500,000
1,000,000

250,000
1,000,000

30,000

1,000,000

每名雇员 20,000

120,000

100
50

1,000
每天 100

2,000
2,000

1,496.72

100,000

100,000

30,000
任何一个承载

RM

250,000

50,000
50,000

1,000
2,000

每名雇员 10,000

30,000

200,000

25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50,000

1,000,000

每名雇员 30,000

200,000

100
50

1,000
每天 100

2,000
2,000

150,000

150,000

10,000 RM20,000 30,000

50,000
任何一个承载

2,970.12

* 请从本节中选择至少一项利益

每名雇员 



1. 根据“2013 年金融服务法”附表 9 第 4（1）段，如果您申请本保险的目的与您的贸易、业务或专业相关，
您有义务披露您所知道任何与我们接受保险风险的决定和确定适用的费率与条款相关的事项以及在任何一种
情况下合理人被认为应该知道的相关事宜，否则可能会导致您的保险合同无效、拒绝或减少您的索赔、更改
条款或终止您的保险合同。

 上述的披露义务将一直持续到您与我们签订、更改或续签您的保险合同为止。
 在您与我们签订保险合同、更改或续签之后的任何时间，若提案表格中提供的任何信息（或您申请本保险时）

不准确或有改变时，您也有责任立即告诉我们。

2. 本公司和/或 AXA 集团公司内的任何成员公司和/或其在马来西亚内外有关联的任何公司可能会使用您所呈交
或提供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用于行政用途或营销目的。 有鉴于此，我们可能会向上述任何一家公
司披露您的信息（包括您的个人资料）。 我们还可能将您的信息（包括您的个人资料）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共
享（包括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再保险公司，理赔人/调查员，相关行业协会，监管机构，法定机构，政府机关
和负有保密责任和/或负责对此类资料保密的任何人）。 您可以到我们网站中的资料隐私声明中查询到完整的
第三方资料共享者名单。

 本公司也可以在您的要求下中断使用您的个人资料。有关如何行使权利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的“资
料隐私声明”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axa.com.my

重要备注 

说明覆盖范围 年度保费 (RM) = (费率 X 投保额) + 6% 服务税

A 火灾 (最低保费 RM79.50)

D - P 特别覆盖保险

保费表

C 特殊全险
B 业务中断

费率 投保额 (RM)

(最低保费 RM79.50)

(最低保费 RM79.50)

(计划 1、2、3 或基本/弹性计划)

包括 6％ 服务税在内的年度总保费 (RM) 

Q 附加利益 (计划 1、2、3 或 4, 基本或综合)

首笔赔付/ 
入门级

保额 (RM)
计划

推荐的
最低总保额 (RM)

(A, C, L, O节)

1 1,000

4 8,000

不便津贴的计划和保费

3 5,000

2 3,000

基本
（A节）

 保费 (RM)

第二笔赔付/ 
入门级

保额 (RM)

综合
(A, C, L, O节)

 保费 (RM)

调整后的净损失的10％
(高达 10,000) 80 160 100,000

调整后的净损失的10％
(高达 30,000) 170 350 300,000

调整后的净损失的10％
(高达 50,000) 

250 520 500,000

调整后的净损失的10％
(高达 80,000) 

360 770 800,000

Q. 附加利益 (可选)

请选择您的最佳方案

年度总保费



公司注册号码:

投保期限:   从                至

公司名称:

受保物业资料

邮区号码:

物业位置:

业务性质:

 日  日   月   月   年   年  日   日   月   月   年   年

电话号码:

结构分类: 

3. 60 天保费保证：在保证期内，除非在保险开始日起 60 天内向保险公司支付全额保险费，否则保单将自动取消。
请注意，如果此保险是通过您的保险经纪人进行的，则该经纪人代表您行事以成立本保险合同。重要的是，
您必须尽快在保证期的 60 天内向您的经纪人支付全额保费，以便您的经纪人能够尽早将保险费汇给您的保险
公司。 建议您要求您的经纪人向您提供您所支付的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据。

4.   在公司书面接受提案之前，不会有任何保险。

5.   此保单所收取的保费不包括将来以及不时征收的适用税务，我们将有权向您追讨因法令所要求收取的任何税费。

所有问题都必须得到完整回答 – 打勾和破折号是不够的。 请用大写填写并在适当的位置打勾（  ）。

提案人资料

姓名(根据新身份证 / 护照):

通讯地址:

邮区号码:

新身份证/护照号码:

手机号码: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出生日期:      日  日   月  月  年   年

国籍: 性别:  女 / 男婚姻状况:

私人使用:        是       否  

集体协议/ SOCSO /工人赔偿协议：       是             否



付款方式和声明

提案人签名:     日期: 日日/月月/年年

现金以: 支票 (请在支票上划线，并注明付款予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本人选择以下列方式缴交保费      RM                 (含所有税) (“应付总额”)

银行 支票号码 总额 (RM)

中介/保险公司声明

本人/我们在此确认, 本人/我们已核对了提案人的身份证/护照/商业注册文件的正本，并已验证投保人的身份。

注: 若投保额超过 RM50,000，请附上提案人的身份证/护照/商业注册文件的副本。

中介/保险公司签名:      日期: 日日/月月/年年

保险代理编号:姓名:   

网上转账 (CIMB 银行虚拟帐户)

信用卡/借记卡

注：如选择使用网上转账，信用卡和借记卡付款，请联系您的AXA服务代表。

98 874 _  _  _  _  _  _  _  _  _- -

本人/我们特此声明上述回答和陈述皆为属实，并且本人/我们并无保留任何与本申请有关的任何信息。

本人/我们清楚了解本人/我们的责任, 在回答本投保表格中的问题时采取合理的谨慎态度，以免做出虚假陈述，
并且，本人/我们特此声明，本人/我们已完全并准确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本人/我们特此授权并同意让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和/或 AXA 集团内的任何成员公司和/
或马来西亚内外有关联的的任何公司, 根据资料隐私声明中所述的目的和在说明的范围内处理本人/我们的
个人资料。

本人/我们希望收到与 AXA A�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和/或 AXA 集团内的任何成员公司和/或与其
有关联的任何公司所提供的保险产品，活动和服务有关的特惠，促销，调查与消息等资讯。



 
 

个人资料政策

您的隐私对我们，即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AXA AFFIN”）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承诺在我们的监管下
，我们保障您的个人资料是安全且保密的。以下各项将使您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如何收集，处理，使用，保留，保护，保密并
奋力的维护您资料的准确性以及如何访问您的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收集
为了处理您所购买的保单并提供相关的保单服务，您务必要向我们提供个人资料，例如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
地址，电话号码，有关您的健康或医疗状况，财务状况，家庭和非家庭信息等。当您进行交易或需要更改或修改您的个人信
息时，您的个人资料会保存于此申请表格或其他相关的表格中。 一旦您提供了您的个人资料，我们会将其输入到我们的资料
系统中，以进行处理与保存，确保其安全性以履行与您的保单相关的义务。

个人资料的处理与使用权
本公司出于以下目的处理您的个人资料：
1. 为了履行 AXA AFFIN 与您之间的保单合约;
2. 为了履行本公司的职能;
3. 为了执行我们尽职的调查流程，进行客户背景调查以验证与确认您所提供的信息;
4. 为了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准则和/或其他法律或法规要求，同时也得遵守政府单位的要求、执法机构以及我 
   们必须服从的任何监管机构或法庭的命令;
5. 为了当面对监管机构和非监管机构所提出的实际性或潜在性的诉讼或疑问时，能作出诉讼，辩护或作出与其相应回应;
6. 为了在总体上保护本公司的权利和资产，并确保本公司的系统技术能力与运作;
7. 以监视与侦查保险业界的任何欺诈行为与活动;
8. 作为保险产品的营销（包括直接营销）的用途;
9. 为了进行市场研究调查，以了解和分析客户的行为模式，地理因素，首选项与人口统计，以让本公司为您提供其他产品和
   服务，并提出符合您个人喜好与资料的特别优惠和营销计划；和
10. 任何与上述有关的其他目的。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您务必要向我们提供所有的个人资料。如果您没有向我们提供个人资料或有关信息，我们可能无法为您
提供保障或对任何索赔作出回应。

个人资料披露
本公司可能出于上述目的向以下各方（包括马来西亚境内外的人士）披露您的个人资料：
1. 与本公司有关联的公司及成员公司（“ AXA 集团”）；
2. 向 AXA 集团内的公司提供任何服务的代理商，服务供应商，承包商或其他第三方；
3. 对本公司负有保密协议的任何人； 例如，外部审计员，医疗人员，受托人，保险公司和精算师们等；
4. 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和和其他机构；
5. 本公司的的商业伙伴和战略联盟；
6. 本公司的受让人或潜在的受让人，收购方或潜在的收购方和所有权继承人； 和
7. 任何经您同意可透露您个人资料的其他各方。

访问与更改请求
本公司采取了合理且适当的步骤来确保您或您的授权方提供的个人资料准确，完整，无误导性并适时更新，以收集和进一步
处理您的个人资料。
如果您想访问，修改或纠正您不准确，不完整，误导性或过时的个人资料，请拨打 03-2170 8282 与本公司联系或要求与本
公司的隐私权官对话。您也可以使用以下的详情传真或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我们将尽可能，努力的来配合您的访问权限，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进行更改。为此可能需要收费。在允许访问或进行
此类更改和任何其他细节之前, 我们会要求您先验证您的身份，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您的要求或疑虑。

新产品和服务
为了不断提高您对本公司新产品和服务的认识和深层的了解，我们将不时与您联系或向您发送有关上述新产品或服务的信息。

查询和投诉
如果您需要与我们联系，或者您有任何疑问或投诉（例如限制某些信息的处理，包括撤回授权与同意），请写信给我们: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Ground Floor, 

Wisma Boustead,
71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电话: 603-2170 8282 或传真: 603-2031 7282 或电邮: customer.service@axa.com.my

您的投诉将通过我们的内部投诉程序进行处理和解决。

如果此“个人资料政策”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之间出现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