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销/自有 公募/私募 合格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

1 华宝信托 华宝现金增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HB8000 固定收益类 R3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0.8%/年

托管费：0.08%/年

销售服务费：0.4%/年（由信

托管理费支付）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s://www.hwabaotrust.com/product_yuyue_v2.jspx

2 厦门信托 厦门信托-现金宝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M250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0.55%/年

托管费：0.02%/年

销售服务费：0.25%/年（由

信托管理费支付）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s://www.xmitic.com/prod/netWorth

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7001）（简称“红宝石7天”）
C1790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0.3%/年

托管费：0.02%/年

销售服务费：0.25%/年（由

信托管理费支付）

无申购、赎回费

当每日净收益（除浮动报酬

外）超过1.8%/年，管理人会

按照合同约定以10%的浮动报

酬比率收取浮动报酬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C17900/netvalue/index.html

4 上海信托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050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0.3%/年

托管费：0.01%/年

销售服务费：0.25%/年（由

信托管理费支付）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600500/netvalue/index.html

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14期

FB231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13期

FB231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12期

FB231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11期

FB2311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信托计划产品名录

适销客户范围
序号 信托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风险等级 销售地区收费方式及标准 存续期信息披露查询路径 备注产品代码

在售及存续产品清单：

上海信托

代销性质

https://www.hwabaotrust.com/product_yuyue_v2.jspx
https://www.xmitic.com/prod/netWorth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C17900/netvalue/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600500/netvalue/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10期

FB2310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9期

FB230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8期

FB2308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2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7期

FB230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6期

FB230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4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5期

FB230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4期

FB230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3期

FB230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2期

FB230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上海信托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1期

FB2301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1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200期

FB2300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9期

FB229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8期（私行特发）

FB2298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0%/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2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7期

FB229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6期

FB229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4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5期

FB229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4期

FB229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0%/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3期

FB229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上海信托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2期

FB229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0%/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1期

FB2291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2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90期

FB2290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9期

FB228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8期

FB2288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2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7期

FB228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6期

FB228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4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5期

FB228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4期

FB228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上海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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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3期

FB228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2期

FB228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1期

FB2281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3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80期

FB2280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9期

FB227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8期

FB2278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2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7期

FB227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6期

FB227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4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5期

FB227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上海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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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4期

FB227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3期

FB227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2期

FB227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1期

FB2271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4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70期

FB2270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9期

FB226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8期

FB2268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2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7期

FB226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3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6期

FB226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上海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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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5期

FB226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5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62期

FB2262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1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6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9期

FB2259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7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7期

FB2257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8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6期

FB2256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59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5期

FB2255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60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4期

FB2254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61

上海信托“红宝石”安心稳健系列投资资金信托基

金（上信-H-3***）（上信-H-9***）（简称“红宝

石T+N”）153期

FB2253 固定收益类 R2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激进型

销售服务费：0.25%/年

无申购、赎回、托管、信托管

理费

全行范围 http://win.shanghaitrust.com:8080/products/red/F00600/gaikuo/index.html

62  ZX134X 权益类 R4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2%/年

托管费：0.01%/年

销售服务费：首年1.2%/年；

后续0.2%/年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www.ttco.cn/ttco/notice_list?notice.productState=1 

上海信托

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远鑫1号股权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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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ZX132D 权益类 R4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2%/年

托管费：0.01%/年

销售服务费：首年1.2%/年；

后续0.2%/年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www.ttco.cn/ttco/notice_list?notice.productState=1 

64 ZX13GQ 权益类 R4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2%/年

托管费：0.01%/年

销售服务费：首年1.2%/年；

后续0.2%/年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www.ttco.cn/ttco/notice_list?notice.productState=1 

65 ZX13HL 权益类 R4 代销产品 私募 须匹配 进取型、激进型

信托管理费：2%/年

托管费：0.01%/年

销售服务费：首年1.2%/年；

后续0.2%/年

无申购、赎回费

全行范围 http://www.ttco.cn/ttco/notice_list?notice.productState=1 

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远鑫1号股权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特别提醒：

1、信托产品作为私募产品仅面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信托产品投资者亦须同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普通话理解能力及中文书写能力，相关认定程序及界定标准依据富邦华一银行银行及信托公司要求执行。

2、根据风险适当性管理要求，富邦华一银行销售人员仅可向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个人合格投资者主动推介销售信托计划，并向投资者出具书面的适当性意见供参考。

3、信托产品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R1-R5，风险评级仅供参考，投资者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产品并承担相关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及损失。

4、富邦华一银行所代销的信托计划之产品要素及相关风险等全部信息，应以信托计划对应的信托合同/投资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等信托公司文件为准。

5、《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信托计划产品名录》通过富邦华一银行各授权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是本行向监管部门及客户提供查询本行代销产品之重要信息渠道，未在《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信托计划产品名录》上进行公示的信托产品即为非本行准入并授权代销之信托产品。

6、咨询和投诉联系方式：如您认为本行相关业务人员推介、销售产品时有不实或未尽风险告知责任或其他疑义事项，或对本行代销的信托产品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可通过拨打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6-21-962811）进行反馈。

*重要声明：

1、富邦华一银行总行及各授权分支机构仅承担信托计划的代为推介责任，作为代理方，我行概不承担与信托计划及其底层资产在基础资产配置、运营、存续管理等方面相关的投资风险与投资损失。

2、信托公司为信托产品的受托人及管理人，全面负责信托财产运营管理及投资者售后服务等事宜；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信托合同及信托公司官网以获取信托公司客户服务热线，并进行相关事宜之具体洽询及办理。

3、信托产品为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的金融产品，非银行存款，亦非本行理财产品；富邦华一银行概不对信托计划之投资运作负责，亦不对信托计划之本金及收益进行任何形式的保证、担保或承诺。

4、富邦华一银行仅向符合我行及信托公司销售对象条件的人士提供上述信托产品之承购服务，销售对象条件具体请洽富邦华一银行各授权分支机构客户经理及主管。

5、《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信托计划产品名录》之最终解释权归属富邦华一银行所有。

6、全行范围指的仅限于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南京、苏州、武汉、深圳、重庆、宁波、广州及天津所在城市具备信托销售资格的网点及电子渠道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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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贵金属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材质 规格 分类 产品销售地区 是否为代销产品 销售状态

1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财富金条10克 Au.9999 10克 金条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财富金条 Au.9999
20克/50克/100克/200克

/500克
金条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财富金条1000克
（大规格特惠款）

Au.9999 1000克 金条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百福金条 Au.9999 50克/100克 金条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元宝 Au.9999 50克/10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6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福字金钞 Au9999 1克/3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7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生肖贺岁金条 Au9999
50克/100克/200克/500

克
金条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8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平安如意纯银套装 Ag.999 1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9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跳动的心 Au.999、Au.750 金0.3克/金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0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宝宝麒麟金锁 Au999 2.5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1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福慧双修莲花银梳 Ag999 6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2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庚子年》贺岁邮票

金银印玺
Au999、Ag999 金3克 银15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3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庚子年》贺岁邮票

银质印玺
Ag999 3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4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招财金鼠》庚子年邮票·

贺岁银币纯金挂件
Au999、Ag999 金0.1克 银8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5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文财神·财帛星图卷 Ag.999 35g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牛辛丑牛年生肖贺岁纪念套装 Au.999、Ag.999  金0.1克 银5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五牛图·黄金画 Au.999  0.3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五牛献瑞图 Au.999  0.8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1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金牛抱财 Au.999  0.8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罗永辉十二生肖双金属纪念章大全 Ag.999 12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十二生肖黄金红包1.2克金 Au.999 1.2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鼠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牛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虎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实物贵金属产品一览表



2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兔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龙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蛇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马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2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羊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猴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鸡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狗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红包生肖猪0.1克金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路发足银招财鹿壁画 Ag.999 1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婚庆九宝金套装 30克 Au.999 3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婚庆九宝金套装 66克 Au.999 66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馨语馨愿金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天鹅之恋金 Au.999 2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3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钞有福钞艺画 Au.999 0.3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六字真言金黑玛瑙尊享版1克 Au.999 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六字真言金红玛瑙尊享版1克 Au.999 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招财貔貅银20克 Ag.999 2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超有新意超可爱 Ag999 2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超有新意超快乐 Ag999 2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超有新意超爱你 Ag999 2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超有新意超有福 Ag999 2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筒财富·百国硬币 Ag999 20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福运相伴银镯 Ag999 3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4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和纳百财金算盘28克 Au999 28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和纳百财金算盘88克 Au999 88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和纳百财金算盘188克 Au999 188克 收藏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金虎纳福金版画 足金999 金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萌虎送福大礼包 足金999+足银999 金0.1克+银6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五福临门-虎生福包套装 足金999 金0.01克*5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平安吉祥发财树 足金999 金0.1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虎年生肖吊牌 足银999 银10克 饰品、摆件类
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
广州、宁波。

是 销售中

57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百福金条 Au.9999 5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58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竹报平安金条 Au.9999 50克/1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59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元宝 Au.9999 200克/50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60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福字金钞 Au9999 5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61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九久金红包 Au.999 0.08g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62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虎啸升丰》银盏精装 Ag.999 4g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63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龙凤呈祥对喜金条 Au9999 5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64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龙凤呈祥对喜金条 Au9999 1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65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龙凤呈祥对喜金条 Au9999 2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66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鼠你有福转运珠 Au999 1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67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百年好合情锭金生喜锭 Au9999 1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68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百年好合情锭金生喜锭 Au9999 2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6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金虎纳财银镀金摆件 足银999 银5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0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韩美林熊猫银画 Ag999 2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1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韩美林福字金画 Au999 0.2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2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珍心匙意金钥匙 Au999 2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3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弟子规金画册 Au999 2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4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弟子规银画册 Ag990 7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5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牵手观音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6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虚空藏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7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文殊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8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普贤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79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大势至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0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大日如来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1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大动尊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2
深圳市百泰国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八大守护神-阿弥陀如来菩萨福佑卡 Ag990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传世神品·金银版画 Au.999、Ag.999  金0.1克 银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福运一生 Au999、Ag999 金1克+银2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瑞鼠贺岁之一鼠千金金条 Au9999 1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8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瑞鼠贺岁之六鼠大顺金条套装 Au9999 6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8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瑞鼠贺岁之九鼠之尊金条套装 Au9999 9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8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日历 Au999 0.1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8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七彩雕金银币插屏》 Au999、Ag999 金0.1克 银45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9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瑞狮-元宝狮》 Ag999 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瑞狮-镇宝狮》 Ag999 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瑞狮-聚宝狮》 Ag999 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瑞狮套装》 Ag999 5克*3枚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紫禁和美套装》 Ag999 5克*12枚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9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和藏宝套装》 Ag999 15克*3枚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9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招财童子套装 Au.999、Ag.999 金1克 银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金瑰宝 Au.999 10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有余钱 Ag999 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99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熊猫银币签名连号套装 Ag.999 30克银*5枚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0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米奇系列·邮上海 Au.999 1.8克金*1枚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0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生肖国宝纪念币珍藏装 Ag.999 30克银*1+12枚流通币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2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鸡年10公斤金币 Au.999 10公斤金*1枚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3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7版熊猫金币30克 Au.999 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4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7版熊猫金币50克 Au.999 5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5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7版熊猫金币100克 Au.999 10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6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7版熊猫金币150克 Au.999 15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07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妈祖祈福金画 Au999 0.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08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净瓶福祉观音金画 Au999 0.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09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乾隆御笔心经金画 Au999 0.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0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祝平安生肖吊坠 Au.999 1.2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1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福禄寿喜财金砖 Au.999 1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12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花好月圆平安扣 Au.999 0.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3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家财万贯》大套装 Au.999、Ag.999 金0.5克/银403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14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古币大系 Au.999 10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15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福禄平安满堂彩 Ag.999 2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6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观自在幻彩平安卡 Ag.999 10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7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随身福*把把壶(八方壶） Au.999 0.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甜蜜蜜》单枚版金1.2克 Au.999 1.2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1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甜蜜蜜》套装版金2.4克 Au.999 2.4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2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福满堂金元宝套装1克 Au.999 1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2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招财貔貅金 Au.999 1.1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2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平安纳福小元宝珍藏版金2克 Au.999 2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2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版熊猫金银币套装 金1克 银30克 Au.999、Ag.999 金1克 银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版熊猫金银币套装 金8克 银30克 Au.999、Ag.999 金8克 银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版熊猫金银币套装 金3克 银30克 Au.999、Ag.999 金3克 银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熊猫金币套装57克 Au.999 57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熊猫银币30克 Ag.999 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熊猫银币套装450克 Ag.999 45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2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宠爱金（情侣套装） Au.999 1.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如自在（黄金白玉版）金1.5克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鱼悦金1.5克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花丝十二生肖纪念金章 Au999 6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钱币护照银30克 Ag.999 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3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币双绝之世邮三宝金银套装 Au.999、Ag.999 金7.3克 银183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3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生肖邮宝大全套 Au.999 12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3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精典泰迪熊金0.6克 Au.999 0.6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国宝玉琮 Au.999 1.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金猪纳财金0.8克 Au.999 0.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3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猪侠红包套装 Au.999 0.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诸事如意银台历8克 Ag.999 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皇家纳福招财金猪 Au.999 1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招财金钞0.5g Au.999 0.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宠爱金0.9克 Au.999 0.9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生肖有福典藏套装 Ag.999 23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端午银粽 Ag.999 3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大吉大利转运猪挂件 Ag.999 3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4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生肖金条(5g/10g) Au.9999 5克/1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4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生肖金条(30g/50g/100g/500g/1000g) Au.9999
30克/50克/100克/500克

/10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4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珍邮1949 金1克 银240克 Au.999、Ag.999 金1克 银24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5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圆形金银四枚套装 金6克 银60克 Au.999、Ag.999 金6克  银6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5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圆形银币套装 银60克 Ag.999 6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52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扇形金银套装 金10克 银30克 Au.999、Ag.999 金10克  银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53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猪年扇形银币 银30克 Ag.999 3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54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银仿印 Ag.999 60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55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幸运钥匙990银套装 Ag.925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56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旺财金灵 Au.999 1.6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57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玫瑰之心18k金钻石项链 （k红) Au.750 2.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58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哆啦A梦大吉钱金套装 Au.999 0.6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59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哆啦A梦幸福相伴银套装 Ag. 999 2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0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龙行九州邮票仿印金银套装 Au.999、Ag.999 金1克 银4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61 江苏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十二生肖四方连大全套银邮票 Ag.999 104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62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珍爱母亲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3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鼠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4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牛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5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虎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6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兔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7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龙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8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蛇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69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马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0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羊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1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猴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2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鸡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3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狗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4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故宫福宝生肖-猪 Au.999 1.5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5 厦门金路黄金文化有限公司 随身福*把把壶(瓜瓜壶） Au.999 0.8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76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狗贺岁金条 Au.9999 20克/50克/100克/2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77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猪贺岁金条 Au.9999 20克/50克/100克/2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78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鼠贺岁金条 Au9999 20克/50克/100克/2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79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爱的抱抱 Au999 4克 饰品、摆件类 是 已停售

180 上海黄金有限公司 金如意 Au.9999 30克/50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81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吉星高照金条10克 Au.999 1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82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吉星高照金条20克 Au.999 2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83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吉星高照金条50克 Au.999 5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84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吉星高照金条100克 Au.999 100克 金条类 是 已停售

185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小银币《十全十美》大全套 Ag.999 147.1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86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7年熊猫金币套装 Au.999 57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87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年熊猫金币套装 Au.999 57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188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7年世界六大银币 Ag.999
6枚 * 约1盎司（185.5

克）
收藏类 是 已停售

提示：
1）产品销售地区：上海、苏州、天津、深圳、南京、昆山、成都、北京、武汉、西安、重庆、广州、宁波。
2）以上产品由贵金属公司提供与管理，富邦华一银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3）因受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贵金属价格可能发生大幅波动，投资者应充分考虑由此产生的风险和损失。
4）产品报价等详细信息及认购方式请洽询您的专属客户经理，或致电我行客服中心86-21-962811。



序号 保险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销售城市 是否为代销产品 销售状态 风险评级* 产品保障期限 最低保额/最低保费 适保年龄

1 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FUN心游-境内旅平险 成都、重庆 是 销售中 1 1天-90天 1.2元起，视保障天数、保障方案各异 1周岁-80周岁

2 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幸福e家·百万医疗险（2022版） 成都、重庆 是 销售中 1 1年，非保证续保
162元起，不同年龄不同身份首次投保

费率各异
出生满30天至65周岁

3 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富邦福宝意外险（升级版） 成都、重庆 是 销售中 1 1年 520元/年 18周岁至-80周岁

4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健康随心Ⅱ终身寿险 上海、重庆、成都、苏州、昆山、深圳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额50万元 出生满30天-60周岁

5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安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重庆、成都、苏州、昆山、深圳 是 销售中 1
20年/至70周岁/至80周

岁
最低保额10万元 出生满30天-54周岁

6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安享健康两全保险* 上海、重庆、成都、苏州、昆山、深圳 是 销售中 1 同主险 同主险 同主险

7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都会臻传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重庆、成都、苏州、昆山、深圳 是 销售中 2 终身
 最低首期保费：趸交：5万元；
年交：5万元；月交：4500元

出生满30天-70周岁

8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友如意星享版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额30万元 出生满7天-17周岁

9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友如意顺心版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额15万元 18周岁-55周岁

10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附加轻如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同批注合同的保险期限 最低保费等于所批注合同的保险费
出生满7天-60周岁，且不超
过80周岁-批注合同的付费年

限

11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附加双赢两全保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30年/40年/至65周岁
最低保额：基本保额为新单保单下其他

产品的应交保费之和。
出生满7天-55周岁

12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盛世经典终身寿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费1万元 出生满7天-70周岁

13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无忧（2021）高端医疗保险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1  1年，非保证续保  视保障项目不同而给付金额各异 出生满30天-70周岁

14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经典2020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终身 最低投保金额200万元 出生满7天-55周岁

15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经典荣耀2020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终身
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200万
2.PWL各款+UDR 保额累计≥400万

18周岁-65周岁

16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经典乐享2020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终身 最低投保金额100万元 出生满7天-65周岁

17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永丰宝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至88岁 最低保额2万元 出生满7天-70周岁

富邦华一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一览表



18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金生荣耀（2020）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至105岁 付费年度累计总保费不低于50万元 出生满7天-70周岁

19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增利宝（2020）终身寿险（万能型）*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终身 期交保险费：每年100元 出生满7天-70周岁

20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传世悠享保险产品计划*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深圳、广州 是 销售中 2
具体参见对应产品的保

障期限

须同时满足传世金生荣耀 （2020）年
金保险（分红型）和增利宝（2020）终

身寿险（万能型）的最低保费要求。
出生满7天-70周岁

21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同方全球『传世尊享』终身寿险 上海、天津、武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额5万元 出生满7天-65周岁

22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最低保额1万元 18周岁-70周岁

23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石稳利」年金保险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1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最低保费：年缴4万元-30万元，视具体

缴费年限及投保地区各异
出生满30天-70周岁

24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石稳利」年金保险计划*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2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须同时满足「基石稳利」年金保险和「
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的最低

保费要求。
出生满30天-70周岁

25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 （万能型）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2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一次性缴费100元 出生满7天-75周岁

26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B款(分红型）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2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最低保费：年缴8000-10万元，视具体

缴费年限及投保地区各异
出生满30天-70周岁

27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幸福未来」年金保险计划B款*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2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须同时满足「筑福未来」年金保险B款
（分红型）和「稳利人生」年金保险

（万能型）的最低保费要求。
出生满30天-70周岁

28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暖宝保」医疗保险D款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销售中 1 1年，非保证续保 198元起，不同年龄首次投保费率各异 出生满30天-60周岁

29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陆家嘴国泰兴泰一生终身寿险 上海、广州、天津、南京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期交保费不低于5000元 出生满30天-70周岁

30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陆家嘴国泰鑫玺传世终身寿险 上海、广州、天津、南京 是 销售中 1 终身  总交保费不低于100万元 出生满30天-70周岁

31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都会长虹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重庆、成都、苏州、昆山、深圳 是 已停售 2 12年/15年/20年 最低保费2万元 出生满30天-70周岁

32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陆家嘴国泰福盈门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广州、天津、南京 是 已停售 2 10年 最低保费5000元  28天-70周岁

33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福满堂年金保险计划* 上海、广州、天津 是 已停售 2 15年

陆家嘴国泰福满堂年金保险：最低保额
2万元

陆家嘴国泰聚富宝两全保险（万能
型）：趸交100元

出生满28天且正常出院至65
周岁

34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金满盈两全保险（万能型） 上海、广州、天津 是 已停售 2 5年 最低保费2万元 出生满28天至65周岁

35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同方全球『挚爱优选』定期寿险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至被保险人50/60/70周

岁
最低保额20万元 18周岁至55周岁



36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同方全球年金保险（万能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2 终身 一次性缴费1万元 7天至80周岁

37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康健一生』（多倍保）保障计划*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38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同方全球「康健一生」（多倍保）终身重大疾

病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39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同方全球附加(B款)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

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同主险剩余缴费期 无 18周岁-60周岁

40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富得盈』年金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最低保额1万元 出生满7天至75周岁

41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富得盈』保险产品计划*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2 至被保险人100周岁 最低保额1万元 出生满7天至75周岁

42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尊享』终身寿险产品计划*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2 终身 最低保额5万元 出生满7天至65周岁

43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康健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44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鸿利盈』两全保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5年 最低保费10万元 出生满7天至70周岁

45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康爱一生』终身防癌疾病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武汉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46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稳得盈』年金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武汉 是 已停售 1 10年 最低保费10万元 7天至70周岁

47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畅行无忧』保险产品计划*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25年 最低保费5285元 18周岁至50周岁

48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易得盈』年金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至100周岁 最低保额1万元 7天至70周岁

49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家宝』终身寿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300万元 18周岁至65周岁

50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百万身价』（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25年 最低保费4131元 18周岁至50周岁

51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乐无忧』年金保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终身
趸交保费最低3万元

期交年缴保费最低3000元
出生满7天至55周岁

52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易得盈』两全保险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至100周岁 最低保额1万元 7天至70周岁

53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幸福盈』(B款)两全保险（万能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5年 最低保费30万元 出生满7天至70周岁



54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招财猫』(C款)两全保险（万能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深圳、成都 是 已停售 1 5年 最低保费50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5周岁

55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鸿利盈』（B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深圳、成都、武汉、广州 是 已停售 1 5年 最低保费10万元 出生满7天至70周岁

56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盈未来年金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北京、广州、武汉、苏州、昆山 是 已停售 1 20年
趸缴最低保费：20万元；
3年缴最低保费：7万元/年

出生满7天-70周岁

57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无忧II A款/B款高端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1 1年 视保障项目不同而给付金额各异 出生满30天至70周岁

58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无忧II C款高端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1 1年 视保障项目不同而给付金额各异 出生满30天至65周岁

59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全佑一生（倍健康）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30万元 7天至17周岁

60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尊享智选康惠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1 1年 视保障项目不同而给付金额各异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61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尊享智选康逸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1 1年 视保障项目不同而给付金额各异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62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经典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2 终身 最低保额200万元 18周岁至65周岁

63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经典荣耀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2 终身 最低保额500万元 18周岁至65周岁

64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金生2018版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2 至被保险人105岁
最低年化保费：

50万元/付费年限
出生满7天至64周岁

65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金生荣耀尊享版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深圳、天津 是 已停售 2 至被保险人105岁
最低总保费：

200万元
出生满7天至64周岁

66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险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18周岁至55周岁

67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永丰宝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至被保险人88岁 最低保额2万元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68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无忧A款/B款/C款高端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1年 不适用* 出生满30天至70周岁

69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智选康惠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1年 不适用*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70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智选康逸医疗保险* 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1年 不适用* 出生满30天至60周岁

71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金生升级版年金保险（分红型） 北京、南京、苏州、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至被保险人105岁
最低年化保费：

50万元/付费年限
7天至60周岁



72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北京、南京、苏州、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至被保险人105岁

最低年化保费：
趸交150万元
5年交30万元

10年交15万元

7天至65周岁

73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世经典悦享版/

优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北京、南京、苏州、上海、深圳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200万元 18周岁至60周岁

74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寿险 上海、成都、北京、武汉、苏州、昆山、西安、宁波、深圳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费1万元 出生满30天-70周岁

75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尊享惠康」重大疾病保险 北京、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额：10万元 30天-65周岁

76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长期重大疾病

保险C 款
北京、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1

两者取小:1.与主险缴费
期一致，且不少于5年;2.
至主合同投保人满80周
岁后的对应的首个保单

周年日

无 18周岁-65周岁

77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基石恒利」终身寿险产品计划* 北京、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1 终身 最低保费1万元 30天-70周岁

78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菁英领航」少儿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2 至被保险人30周岁

最低保费：
一次性缴费：8万元

5年缴费：1万元
10年缴费：5000元

7天-9周岁

79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富未来』终身寿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2 终身 最低保额500万元 30天至60周岁

8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金雪球』终身寿险（分红型） 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昆山、上海、成都、武汉、西安 是 已停售 2 终身
最低保费:

年缴3000元
月缴250元

7天-55周岁

特别提醒：
*风险评级分为1至5代表产品风险等级由低到高。产品的风险评级仅供您参考，您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产品并承担投资风险。
*富邦华一银行所代销的保险产品/计划，其主附险信息、保险期间、缴费期间及适合客户群体，请参见相应产品说明书/条款/宣传折页。
*陆家嘴国泰福满堂年金保险计划由陆家嘴国泰福满堂年金保险和聚富宝两全保险（万能型）组合而成。
*友邦附加轻如意豁免保险费疾病保险仅能与友邦友如意星享版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友邦友如意顺心版重大疾病保险组合销售。
*友邦附加双赢两全保险仅能与友邦友如意星享版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友邦友如意顺心版重大疾病保险组合销售。
*友邦增利宝（2020）终身寿险（万能型）仅能与友邦永丰宝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或友邦传世金生荣耀（2020）年金保险（分红型）组合销售。
*友邦传世悠享产品计划由友邦传世金生荣耀（2020）年金保险（分红型）和友邦增利宝（2020）终身寿险（万能型）组合而成。
*友邦智选康惠/尊享智选康惠医疗保险、智选康逸/尊享智选康逸医疗保险曾于2018年8月调整。
*友邦永丰宝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B款 （分红型）曾于2020年9月调整。
*同方全球『康健一生』（多倍保）保障计划由同方全球『康健一生』（多倍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和同方全球附加(B款)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组合而成。
*中信保诚「幸福未来」年金保险计划B款由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B款 （分红型）和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组合而成。
*同方全球『富得盈』保险产品计划由同方全球『富得盈』年金保险和同方全球年金保险（万能型）产品组合而成。
*同方全球『传世尊享』终身寿险产品计划由同方全球『传世尊享』终身寿险和同方全球年金保险（万能型）产品组合而成。
*同方全球年金保险（万能型）仅限于前期已投保过同方全球「传世尊享」终身寿险的客户投保。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寿险产品计划由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寿险和中信保诚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长期重大疾病保险C款产品组合而成。
*中信保诚「基石稳利」年金保险计划由中信保诚「基石稳利」年金保险和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组合而成。
*同方全球『畅行无忧』保险产品计划由同方全球『畅行无忧』两全保险和同方全球附加（B款）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同方全球附加长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以及同方全球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医疗保险组合而成。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监管核准于2015年6月18日起变更为“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保险将在华的所有分支机构改建为外资独资人寿保险子公司，自2020年10月1日起，变更为“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附加安享健康两全保险仅能附加于安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险。



声明：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的各分支行作为保险公司之保险兼业代理只限于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概不负责有关保险产品本身及保险理赔等其他事宜或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保险公司为保险产品的承保人，全面负责一切保险及理赔等相关事宜。保险产品的相关内容请以产品条款为准。
*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全权负责，并非银行存款，且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不对其负责、保证或承保。
*上述保险产品为符合我行销售条件的人士提供承购服务，具体符合销售的条件请向富邦华一银行客户经理咨询。
*富邦华一银行代理保险产品清单最终解释权归属总行理财事业部财富产品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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