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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投資信念

分紅賬戶投資策略概覽

加拿大人壽 Canada Life 在商用房屋貸款、房地產和私募股權方面的競爭優勢
加拿大人壽 Canada Life™ 合併後的開放式分紅賬戶為加拿大最大的開放式分紅賬戶，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資產逾 490 億加元。我們 
之所以能夠獲得這增長，部分原因是投資在那些具有強勁風險調整回報潛力的資產類別。下面就讓我們深入了解三個資產類別，即商用房屋
貸款、房地產和私募股權，從而看出我們是如何憑着專業知識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商用房屋貸款
領先業界的非公開固定收益項目的重要部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我們分紅賬戶的規模，讓我們以業界領先
的姿態，接觸到一些優質的非公開固定 
收益資產，而這些資產較傳統固定收益 
項目享有更佳盈利和更低波動。

我們的非公開固定收益項目的最大投資
部份就是一個多元化的商用房屋貸款 
投資組合。我們的商用房屋貸款投資 
組合規模降低了來自個別房屋貸款的 
信貸風險，並有助通過階梯的形式， 
或分散到期期限，從而創造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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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凡響的投資團隊
加拿大人壽的商用房屋貸款團隊擁有超過 40 位投資專才，自 1966 年起，
已為客戶帶來強勁的風險調整回報。他們的豐富經驗令他們可以及早識別 
市場趨勢，因此通過調整投資的行業和年期來應對經濟週期。團隊的專長和
努力為加拿大人壽分紅保單擁有人帶來佳績，就是在過去二十年來，從未 
出現違約情況*—— 包括在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間。

*不履行房屋貸款的法律責任

獨一無二的是加拿大人壽的商用房屋 
貸款團隊可以發起高達 2.5 億加元  
的房屋貸款，以創造更佳的回報機會。

「我們通過實地考察的 
方式，得以站在加拿大 
主要市場優質投資項目的 
前線。那些與當地建立的 
合作關係使得我們的團隊 
脫穎而出。」 

– Ruth Ann McConkey
商用房屋貸款高級副總裁  
(Senior Vice-President, Commercial Mortg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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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房屋貸款新業務的差額（基點）

商用房屋貸款差額是根據新發起的房屋貸款與相似期限的政府債券之間的加權平均收益差額計算出來。上述結果只作為解釋
說明之用，以及是基於加拿大人壽的整個商用房屋貸款新業務計劃。因此，計算出來的差額未必反映加拿大人壽開放式分紅 
賬戶的真實表現。

商用房屋貸款及分紅賬戶
分紅賬戶的商用房屋貸款投資組合分散投資在不同區域及行業，以確保賬戶內的投資 
不會侷限於單一的借款方、行業或區域上。投資組合屬投資級別，並有能力承受經濟的
動盪。商用房屋貸款團隊通過專注最終保薦人 —— 如高淨值私人借款方，或諸如退休金
計劃或房地產投資信託 (REITs) 的機構借款方 —— 的財務實力，來管理交易對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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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投入當地市場
房地產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資產類別，它提供穩定的長線現金流並抵禦 
通脹。這些特點使房地產與分紅人壽保險等長線投資產品非常匹配。 

加拿大人壽的分紅賬戶透過與領先業界的資產經理 GWL Realty Advisors 
（加拿大）和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美國）的合作關係中獲益

良多。900 多名投資專家廣泛遍佈於北美洲 17 個區域辦事處，這使得 
他們能夠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從而獲得成功所需的資訊。這些團隊得到 
內部的專屬研究組支援，為他們分析不斷變化的市場走勢，使得他們獲知
制定投資策略和配置投資組合的趨勢。

GWL Realty Advisors 和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的區域辦事處

• Denver
• San Francisco
• Los Angeles
• New York City
• Charlotte
• Centennial (Colorado)
• Houston
• San Mateo (California)

• Halifax
• Montréal
• Ottawa
• Toronto
• Mississauga
• Winnipeg
• Calgary
• Edmonton
•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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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力親為的管理
GWL Realty Advisors 及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均為垂直整合的房地產 

平台，意味着他們可以管控房地產價值鏈的各個階段：從開發及收購到資產管理、

物業管理和租賃事宜一應俱全。通過這些平台，分紅保單擁有人有機會參與物業 

級別投資策略的發展與執行，並由此創造價值，而不僅是累積資產。

房地產的價值鏈

開發 收購 物業管理  資產管理及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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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及分紅賬戶
加拿大人壽分紅賬戶持有一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包括位於加拿大和美國
各大市中心的 70 個直接擁有的機構級別物業。這些物業均可提供穩定 
收入並具有資本增值的潛力。分紅賬戶持有的房地產並不使用槓桿，從而
透過保障投資組合免受市場干擾，來降低總體風險。

加拿大人壽的目標是於2023年，將分紅賬戶的房地產配置至支持負債的 
資產的 12%，目標組合為 75% 的加拿大房地產和 25% 的美國房地產。
分紅賬戶的美國市場規模和持有量有助將房地產投資組合分散在不同的 
經濟驅動力、行業、市場和租客身上。能夠達到這種多元化水平的競爭 
對手寥寥可數。

現在，加拿大人壽分紅賬戶籌劃的直接開發業務中，
核心房地產項目為 20 億加元 加拿大人壽全資擁有的 GWLRA 位於滿地可的開發項目 —— 

455 Rene Levesque Blvd.；加拿大人壽分紅賬戶佔 80% 的
權益。圖片鳴謝 GWL Realty 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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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賬戶的直接房地產資產
在過去五年期及十年期的表現，均 

超越MSCI加拿大地產指數基準。

「分紅賬戶的業績超越 MSCI 
基準的兩個主要因素，包括 
我們的開發拓展計劃，以及 
我們有利的投資組合成份 ——
顯著的超大型工業和多戶型 
資產，同時持有低於基準的 
零售資產。」  

– Steven Marino
GWL Realty Advisors 投資組合管理部執行
副總裁（Executive Vice-Presid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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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
作為業界翹楚，加拿大人壽的分紅賬戶得益於一群世界頂尖的 
私募股權經理作投資。加拿大的合作夥伴包括 Northleaf Capital 
Partners、Sagard 和 Power Sustainable。

截至 2021 年底，分紅賬戶通過合作夥伴，完成了超過 12 億加元的 
一系列私募資本策略，包括私募股權／買斷、私人信貸和基建股權。

這系列的投資、私募股權經理和策略令我們的分紅賬戶更多元化。
這分紅賬戶的規模讓加拿大人壽可以通過獨立管理賬戶 [separately 
managed accounts (SMAs)]投資私人資產。獨立管理賬戶享有定制的 
投資決策和較低的收費，並往往能提供一個具有資本效益的結構。

Power Sustainable 近期收購的太陽能項目。位於馬里蘭州Marriotsville 市 
Henryton Solar。圖片鳴謝 Power Sustainable。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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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了解更多有關加拿大分紅人壽保險的詳情
欲查詢有關分紅人壽保險和分紅賬戶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年度財務資料 
(Financial facts) 及季度分紅賬戶投資報告 (quarterly participating 
account investment reports)：canadalife.com > Insurance > Life 
insurance > Permanent life insurance >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期待在新一期的「堅定
的投資信念」小冊子，
與您深入探討我們的 
私募股權策略。

請瀏覽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加拿大人壽及其設計均為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標。 99-277450-CH02/22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99-277450),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此冊子為 Canada Life 英文冊子 (99-277450) 之中文譯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冊子。若中、
英文版本的內容出現矛盾或含糊之處，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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