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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投资信念

分红账户投资策略概览

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在商用房屋贷款、房地产和私募股权方面的竞争优势
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合并后的开放式分红账户为加拿大最大的开放式分红账户，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逾 490 亿加元。我们之
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增长，部分原因是投资在那些具有强劲风险调整回报潜力的资产类别。下面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三个资产类别，即商用房屋
贷款、房地产和私募股权，从而看出我们是如何凭借专业知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商用房屋贷款
领先业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项目的重要部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分红账户的规模，让我们以业界 
领先的姿态，接触到一些优质的非公开
固定收益资产，而这些资产较传统固定
收益项目享有更佳盈利和更低波动。 

我们的非公开固定收益项目的最大投资
部份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商用房屋贷款 
投资组合。我们的商用房屋贷款投资 
组合规模降低了来自个别房屋贷款的 
信贷风险，并有助通过阶梯的形式， 
或分散到期期限，从而创造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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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凡响的投资团队
加拿大人寿的商用房屋贷款团队拥有超过 40 位投资专才，自 1966 年起，
已为客户带来强劲的风险调整回报。他们的丰富经验令他们可以及早识别 
市场趋势，因此通过调整投资的行业和年期来应对经济周期。团队的专长 
和努力为加拿大人寿分红保单拥有人带来佳绩，在过去二十年，从未出现 
违约情况* —— 包括在COVID-19新冠疫情期间。

* 不履行房屋贷款的法律责任

独一无二的是加拿大人寿的商用房屋贷款 
团队可以发起高达 2.5 亿加元 的房屋 
贷款，以创造更佳的回报机会。

“我们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
得以站在加拿大主要市场优质
投资项目的前线。那些与当地
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得我们的 
团队脱颖而出。”  

– Ruth Ann McConkey
商用房屋贷款高级副总裁  
(Senior Vice-President, Commercial Mortg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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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房屋贷款新业务的差额（基点）

商用房屋贷款差额是根据新发起的房屋贷款与相似期限的政府债券之间的加权平均收益差额计算出来。上述结果只作为解释 
说明之用，以及是基于加拿大人寿的整个商用房屋贷款新业务计划。因此，计算出来的差额未必反映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分红 
账户的真实表现。

商用房屋贷款及分红账户
分红账户的商用房屋贷款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在不同区域及行业，以确保账户内的投资 
不会局限于单一的借款方、行业或区域上。投资组合属投资级别，并有能力承受经济 
动荡。商用房屋贷款团队通过专注最终保荐人 —— 如高净值私人借款方，或诸如退休金 
计划或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 的机构借款方 —— 的财务实力，来管理交易对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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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投入当地市场
房地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产类别，它提供稳定的长线现金流并抵御 
通胀。这些特点使房地产与分红人寿保险等长线投资产品非常匹配。 

加拿大人寿的分红账户从通过领先业界的资产经理GWL Realty Advisors  
(加拿大) 和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美国) 的合作关系中获益
良多。900 多名投资专家广泛遍布于北美洲 17 个区域办事处，这使得 
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当地市场，从而获得成功所需的信息。这些团队得到 
内部的专属研究组支持，为他们分析不断变化的市场走势，使得他们获知
制定投资策略和配置投资组合的趋势。

GWL Realty Advisors 和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的区域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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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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力亲为的管理
GWL Realty Advisors 及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均为垂直整合的房地产 

平台，意味着他们可以管控房地产价值链的各个阶段：从开发及收购到资产管理、

物业管理和租赁事宜一应俱全。通过这些平台，分红保单拥有人有机会参与物业 

级别投资策略的发展与执行，并由此创造价值，而不仅是累积资产。

房地产的价值链

开发 收购 物业管理  资产管理及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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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及分红账户
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持有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包括位于加拿大和美国
各大市中心的 70 个直接拥有的机构级别物业。这些物业均可提供稳定 
收入并具有资本增值的潜力。分红账户持有的房地产并不使用杠杆，从而
通过保障投资组合免受市场干扰，来降低总体风险。

加拿大人寿的目标是于 2023 年，将分红账户的房地产配置至支持负债的
资产的 12%，目标组合为 75% 的加拿大房地产和 25% 的美国房地产。
分红账户的美国市场规模和持有量有助将房地产投资组合分散在不同的 
经济驱动力、行业、市场和租客身上。能够达到这种多元化水平的竞争 
对手寥寥可数。

现在，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筹划的直接开发 
业务中，核心房地产项目为 20 亿加元 加拿大人寿全资拥有的 GWLRA 位于蒙特利尔的开发项目 

—— 455 Rene Levesque Blvd.；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占 
80% 的权益。图片鸣谢 GWL Realty 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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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账户的直接房地产资产
在过去五年期及十年期的表现，均 

超越 MSCI 加拿大地产指数基准

“分红账户的业绩超越 MSCI
基准的两个主要因素，包括 
我们的开发计划，以及我们 
有利的投资组合成份 ——  
显著的超大型工业和多户型 
资产，同时持有低于基准的 
零售资产。”  

– Steven Marino
GWL Realty Advisors 投资组合管理部执行
副总裁（Executive Vice-Presid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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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
作为业界翘楚，加拿大人寿的分红账户得益于一群世界顶尖的 
私募股权经理作投资。加拿大的合作伙伴包括 Northleaf Capital 
Partners、Sagard 和 Power Sustainable。

截至 2021 年底，分红账户通过合作伙伴，完成了超过12亿加元的 
一系列私募资本策略，包括私募股权／买断、私人信贷和基建股权。

这系列的投资、私募股权经理和策略令我们的分红账户更多元化。
这分红账户的规模让加拿大人寿可以通过独立管理账户 [separately 
managed accounts (SMAs)] 投资私人资产。独立管理账户享有定制 
的投资决策和较低的收费，并往往能提供一个具有资本效益的结构。

Power Sustainable 近期收购的太阳能项目。位于马里兰州Marriotsville 市 
Henryton Solar。图片鸣谢 Power Sustainable。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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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了解更多有关加拿大分红人寿保险的详情
欲查询有关分红人寿保险和分红账户的详情，请参阅我们的年度财务资料 
(Financial facts) 及季度分红账户投资报告 (quarterly participating 
account investment reports)：canadalife.com > Insurance > Life 
insurance > Permanent life insurance >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期待在新一期的“坚定
的投资信念”小册子，
与您深入探讨我们的 
私募股权策略。

请浏览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加拿大人寿及其设计均为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标。 99-277450-CHS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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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