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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2021 年加拿大人寿分红人寿
保险财务资料

这包括我们合并后的开放式 
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分红 
账户的表现、实力和管理方面的 
重点资料。

我们的五大支柱
经验
加拿大人寿正在庆祝成立 175 周年。我们在
分红人寿保险业界拥有超过 170 年经验。

规模 
我们拥有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 
分红账户。

专业度
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和领先业界的合作 
伙伴，帮助我们制定分红账户的策略性 
的决策。

问责性
我们对信息透明度的坚持赢得加拿大人的 
世代信任。

信念
我们的投资方式始终专注于争取长线表现和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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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加拿大人寿分红人寿 
保险的关注。作为加拿大规模 
最大的开放式分红账户，我们的
资产规模超过 490 亿加元。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我们将加卫人寿 Great-West 
Life、伦敦人寿 London Life 及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的加拿大开放式分红账户合并。 
这份指南旨在提供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有关合并后的加拿大人寿 
开放式分红账户的表现、实力及管理方面的 
重要财务资料。这个开放式账户并不包括原属于 
New York Life、原属于 Crown Life 和加拿大人寿
三家公司的封闭式业务保单。

加拿大人寿分红人寿保险保单提供获保证的价值
作为基础。

获保证的基础保费
获保证的基础身故赔偿金
获保证的基础现金价值

它还提供了与其他分红保单汇集在一个保单池 
并一起参与增长的机会。加拿大人寿分红人寿 
保险作为一个终身人寿保险方案，提供了稳健性
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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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保单是在
2020 年1月1日 
之前签发的吗?

您可联系您的顾问或者
浏览 canadalife.com，取得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前原属于
我们开放式分红账户保单的 
历年表现报告。

https://www.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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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提及红利政策时会使用“保单持有人 (policyholder)”外，本文会使用“保单拥有人 (policyowner)”一词。除了在 
《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简称 ICA) 的条文和参考部分会使用“利润 (profits)”一词外，本文均会使用 
“盈利 (earnings)”一词。
2021 年加拿大人寿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分配，反映了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于分红保单周年日派出的 
红利。文中提及的 2021 年红利分配或 2021 年红利分配息率 (DSIR) 均反映了这一时段的数据。
本文数据可能经四舍五入处理。
表现数据只作说明用途，只代表过往表现，而非未来表现的指标。
支持加拿大人寿开放业务负债的资产与支持加拿大人寿封闭业务负债（所有于 1999 年 11 月 5 日公司股份化前签发的加拿大
人寿保单）的资产是集中在同一个资产池内的，以达到设定红利分配息率的目的。文中提及的资产价值是折股后的概数值，
仅作资料说明之用。



6

   

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
2021 年财务资料摘要 

除非有特别声明，本文所陈述的结果包括了 2021 年合并后的加拿大人寿
开放式分红账户。

表现
• 自 1848 年起，加拿大人寿  

 一直向分红保单拥有人 
派发红利

红利是遵循有共同 
特性的保单组别进行
分配。各组别收到的 
红利金额，是根据该
组别被认为对分红 
账户盈利所作的贡献
大小而有所区别。

• 2021 年，加拿大人寿 
派发的合并后开放式 
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 
超过 12.6 亿加元。 

投资
加拿大人寿将长线投资策略与平滑化处理的方式相结合，
可有助于降低短期波动对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投资部分
的影响。

数据速览
2021 年分红账户总资产的一年期回报，在扣除 
投资费用后为 7.5%1

2021 年分红账户的资产管理的投资费用为  
9.5 个基点1

2020 年1月1日后签发的全新加拿大人寿保单 
的红利分配息率维持于 5.1%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组合
(占支持负债的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资产类别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5

持有的公开发行债券 28.5

持有的房屋贷款 22.9

持有的私人配售证券 8.4

公开发行的股票 18.9

房地产 10.4

私募股权 0.8

保单贷款 5.7

其他资产 1.9

支持负债的资产总额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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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红账户回报是指在扣除投资费用后，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属于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和封闭式业务的分红账户 
资产的回报。投资费用会因整体分红账户资产组合、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而按年有所不同。分红账户的回报的计算周期 
为公历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分红账户的回报是投资表现的短期指标。这项回报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IASB) 颁布，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 IFRS) 而决定，但固定收益类投资的未实现损益除外。这些之所以被 
排除在外，是因为分红账户通常将房屋贷款和私人配售证券持有至到期日。普通股及房地产的回报是根据以市价入账的 
准则计算，已实现及未实现损益会在发生时确认。债券的已实现损益也会在发生时确认。分红账户回报的计算方法在各 
竞争对手之间有所差异，因此不应认为其具有可比性。

2.  红利分配息率是用作计算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的投资部分。它是基于支持分红账户负债的资产经过平滑化处理的投资 
回报，并不包括支持分红账户盈余的资产回报。
红利分配息率只是影响个别保单表现的众多因素之一。任何一份特定的保单，其现金价值的实际增长会因应一系列的 
因素而变动。

资产组合的演进
我们定期审视分红账户的投资策略， 
目的是提供稳定的长线回报。2021年， 
加拿大人寿获得董事会的批准，将支持 
负债的整体资产组合调整到目标比例， 
即 70% 的固定收益投资和 30% 的非固定 
收益投资。

为了保证能继续兑现我们所作出的长线 
承诺，我们想要作出改变以作为循序 
渐进且深思熟虑地持续演进的一部分。
为了有助于我们实现 30% 的非固定收益
投资的目标，我们将增持目前的房地产、
私募股权及美国公开发行的股票。

经验、专业度、信念：
拥有超过 170 年分红人寿保险 
业界经验的加拿大人寿，建立了
专业的团队和行之有效的投资 
策略，为分红账户提供实力和 
稳健性。

请到第 15 页了解我们投资策略
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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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过往的保险理赔、费用
及税项、保单终止和其他 
因素也可能影响红利。

保险理赔
• 历年来，人口预期寿命不断

提高，加上审慎的核保筛选程
序，都对分红账户的盈利有所
贡献。

• 在 2021 年，加拿大人寿分红
保单拥有人的身故赔偿金合计
为 8.02 亿加元。尽管 2021 年
包括因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去世的整体身故 
赔偿金有所上升，但其引致的
财务影响较小。

费用
值得骄傲的是，加拿大人寿 
整个机构为全加拿大超过 
1,200 万客户提供服务。这对
提高加拿大人寿的费用效率 
有所帮助。

保单终止
保单终止也会影响分红账户的
表现。举例来说，当保单终止
的实际数量不同于定价时的假
设数量，可用于派发的盈利金
额就会受到影响。

实力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后的 

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分红账户的资产总额，
包括盈余在内为  496 亿加元。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加拿大人寿的 
开放业务拥有约 150 万份有效分红人寿 
保险保单。

• 加拿大人寿凭借审慎的风险管理和稳定的 
盈利记录，继续相对北美同业享有卓越的 
信贷评级。3

3. 基于付印前最近一次由贝氏信用评级公司 (A.M. Best Company)、DBRS 有限公司 (DBRS Limited)、惠誉评级 (Fitch Ratings)、 
穆迪投资者服务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及标准普尔评级服务 (Standard & Poor’s Ratings Services) 作出的信用评级。
欲查询加拿大人寿最新评级及财务实力的信息，请浏览 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
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问责性
• 合并后分配给股东的分红账户总利润为

2.5%。在 2021 年的已派发盈余中，分红
保单拥有人的部分占 97.5%。

• 加拿大人寿是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 
《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简称 ICA) 所规管。ICA 规定了股份 
公司应当如何管理其分红账户。同时， 
它也要求公司制订和维持分红账户的管理 
政策，以及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政
策。欲了解这两个政策的详情，请浏览 
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
permanent-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
whole-life-insurance。

• 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是根据董事会批准 
的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政策确定。该 
政策旨在确保各组别的分红保单拥有人 
之间，均获得合理的权益。

• 有关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所持有投资 
项目的详细资料，请浏览 canadalife.com/ 
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 
insurance/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有关资料每季度更新一次。

http://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http://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http://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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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账户

加拿大人寿致力发展其分红人寿保险业务。我们在分红保险业界拥有 
超过 170 年的经验。自 1848 年起，即使在经济低谷时，我们仍坚持向 
分红保单拥有人派发红利。我们会继续努力管理分红账户，以保持 
其稳健性与实力。我们从没有中断过分红人寿保险业务，过往表现 
可见一斑。

历年来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派发

所有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刊载的数额均为加拿大人寿、加卫人寿和伦敦人寿的分红账户在合并前的数据。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之后的数额则来自合并后的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分红账户。
所述金额使用的是公司当年年度报告内，刊载派发给保单拥有人红利的当时账面价值。 数额可能进行四舍五入处理。2001 年之前
的数额可能包括派发给加拿大境外保单的保单拥有人的红利。某特定年度所述的红利并不一定反映了当年发生的事件。例如， 
2020 年的 COVID-19 新冠疫情并没有反映在 2020 年的红利分配上。过往的表现并不可被视为未来表现的指标。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  870 万加元

2008 年
金融危机
8.836 亿加元

2020 年
COVID-19
新冠疫情
12 亿加元

2001 年
9/11事件后
经济萧条
6.626 亿加元

88
-1

96
0

Amounts shown before Jan. 1, 2020 include the Canada Life, Great-West Life and London Life participating accounts prior to amalgamation. Amounts shown after Jan. 1, 2020, are from 
the combined Canada Life open participating account.

Numbers reflect the then-current dollar amount of declared policyholder dividends, as reported in company annual reports for the associated year. Numbers may be rounded. 
Amounts reported before 2001 may include dividends for policies issued outside Canada. The dividends shown in a particular year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event shown for that year. 
For example, in 2020, COVID-19 wasn't reflected in the 2020 dividend scale.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1930 年
经济大萧条
1,350 万加元

1981 年
1981 年经济衰退
2.31 亿加元   

1939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880 万加元

1974 年
石油危机

（1974 年 - 1975 年）
1.005 亿加元

1970 年
越南战争
7,280 万加元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56.03 万加元

1957 年
1957 年经济衰退
2,530 万加元

88
-1

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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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保险如何运作

1

您缴付的保费会连同加拿大
人寿其他分红保单拥有人 
的保费一起投入分红账户。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 
通过管理这个账户，来履行
我们对所有分红人寿保险 
保单拥有人的保证和承诺。

2

假如实际表现超过定价时的
假设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投资、费用及税项、保单
拥有人的取款和贷款， 
以及保险理赔，分红账户
便会产生盈利。

3

当盈利超出我们向保单 
拥有人作出的保证及承诺
的金额，那么保单拥有人 
或许便可以分享或“参与”
这些盈利。我们可能派发
部分盈利作为保单拥有人
红利，但这并不被保证。
派发的红利金额会受到 
某些因素影响，比如需要
保留部分盈利作为盈余，
以及降低红利的短期波动。

盈利

保单拥有人红利

您与其他
保单拥有人保费

付予受益人的
保险理赔金

保单拥有人
的取款、贷款

费用、税项投资回报

分红账户

88
-2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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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至少审视一次红利分配是否 
处于适当水平，并决定是否需要作出 
调整。 

审视的项目或包括： 

• 一年定期人寿保险费率
• 购买增额缴清保险 (paid-up additional

coverage) 所需保费
• 各项与分红账户相关的派息率

盈余及其衍生收益，除了有助确保
公司的财务实力和稳健性外，还可 
发挥其他作用，例如： 

为可能对分红账户有利的新业务拓展
和并购融资
在发生重大变化期间起过渡作用
管理红利的过度波动

在整个保单有效期内，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的构成可能出现变化的例子

以一份新保单而言， 
保险理赔、费用和其他
因素对红利的影响可能 
大于投资表现。但随着
保单接近到期日，投资 
表现及红利分配息率 
通常开始发挥较大的 
作用。请参考图表 
说明。

保单年期

本例仅作说明之用途。情况会因应特定环境而有所不同。

0%

20%

40%

60%

80%

100%

88
-1

80
8

This example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Situations will var

投资因素

非投资因素

88-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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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分配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
任何由分红账户派发给保单拥有人的红利
款项，是依照具有共同特性的保单组别 
进行分配。派发至一个红利组别内各
保单的金额 (如有)，将取决于该组别
对盈利所作的贡献。这被称为贡献原则 
(contribution principle)。例如，某一保单
可能不会获得红利，原因可能是其所属 
保单组别对分红账户盈利并无贡献。

组别划分取决于以下因素：  

• 保单的签发年份 
• 保费、保证项目或价格 

假设相近的时期
• 计划类型
• 基本风险类别（如男性或女性， 

吸烟或非吸烟人士）
• 投保年龄

在贡献原则下，除了红利组别外， 
我们还会考虑其他因素。例如： 

• 各系列保单
• 法律及监管规定
• 专业指引
• 行业惯例 

红利是根据各保单的条款派发，并考虑 
其基本保额及增额缴清保险的金额。 
第一个保单周年日的保费必须缴清， 
方会获派红利。

加拿大处于历史性低利率水平已有一段 
时间。无论一份保单收到红利与否，其获
保证的现金价值仍然会根据合同的约定而
继续增长，而基本派息也会得到保证。 
如果保单在某年未获发红利，也不会减少
过往累积至该年的现金或派息价值，前提
是按时缴付保费，以及根据合同约定或 
保单拥有人选择，保单价值没有被用作 
其他用途。¹未来的利率增长及其他因素
可能使红利增加，这对保单未来价值有 
正面影响。 

1. 对于那些要提升保额的保单而言，当提升保额的保证失效时，如果保单收不到红利或红利金额不足以应付提升保额所需的 
保费时，保单拥有人可选择缴付额外的现金保费来购买足额的一年定期人寿保险，以维持提升的保额；否则，提升的保额部分
会减少。

在公布任何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之前， 
获委任的精算师必须就建议的红利分配对
分红保单拥有人的公平性，以及是否符合
公司红利政策，向董事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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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有别于 
股东股息
股东的股息是按公司所有业务的整体表现而定。这些业务包括
非分红保险及投资产品。

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则纯粹按该保单所属的分红账户衍生的
盈利而定。这些盈利来自分红账户的投资情况，而不受分红 
账户以外的其他投资产品的表现所影响。

自保单的第一个周年日起，分红 
保单拥有人便可能收到红利。红利 
可用于购买可能具有相关现金价值 
的额外保险。现金价值一经存入 
该保单，便归属 (vested) 或得到 
保留；除非得到保单拥有人授权缴
付保费或用作维持保单的免税 
资格外，该归属后的现金价值不会
减少，也不可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归属 (Vesting) 
是分红人寿保险的
一大优点，因为 
保单拥有人的红利
一经派发，便不受
未来不利情况的 
影响。

关于归属的图示

红利不被保证。

分红人寿保险

按年比较

红利价值
基本保证价值的变化
归属后的既得价值： 
下一阶段增长的“起点值”

传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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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红利分配的
因素

红利分配息率，是用来厘定分红保单拥有人 
来自分红账户投资所获得的红利金额；然而，
保险理赔、费用及税项、保单终止及其他因素
都会影响红利分配。

分红人寿保险

* 支持分红账户负债的资产表现。在整个保单有效期内，每个因素的权重均会有所改变。

红利分配

平滑化处理后
的回报

红利分配息率

投资表现*

保险理赔

费用及税项

保单终止

其他

投资项目 非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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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

作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分红账户，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能够实现
规模经济，并通过出色的合作伙伴计划和广泛的内部资源来把握投资 
机遇。这样的账户规模还有助我们分散风险，以实现稳健的长线增长。

我们的投资策略
分红人寿保险是一款长线产品。我们谨慎
地投资，以遵守对保单拥有人的承诺。 
我们会定期审视分红账户的投资策略， 
以便继续提供稳健的长线回报。

加拿大人寿合并后的开放式分红账户包括
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资产。支持 
分红账户负债的资产相当多元化，并通常
当作固定收益账户来管理。2021 年我们 
支持负债的目标资产组合，其中 70% 投资
于固定收益项目，而 30% 投资于非固定 
收益项目。支持分红账户盈余的资产主要
投资于固定收益项目。 

我们的投资策略有助稳定投资回报之间的
差异。支持分红账户负债的资产所产生的
回报，决定了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的投资
部分。

我们的
资产组合
目标

70%
固定收益

30%
非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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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的业务关系
作为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公司集团的成员之一，加拿大人寿与众多领先业界的 
资产管理机构并肩作战。我们与这些机构的独特策略性关系，让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及 
分红人寿保险保单拥有人有机会接触到广泛的本地及海外投资机遇。

通过 Power Corporation 公司集团旗下经验丰富的资产经理进行投资，有助于发挥最大的 
风险调整回报的潜力，并使我们的非固定收益投资项目实现增长 – 这是我们分红账户 
投资策略最新进展的重要部分。他们还有助我们增加分红账户投资的海外成份和接触另类
投资。 

资产组合 
每个资产类别的投资指引均会考量 
该类别特有的商业目标、负债特点、 
流动资金规定、税务考虑和对利率 
风险的承受能力。投资指引必须经过 
正式批准。

在开放式分红账户资产中，大部分都是
投资于债券和房屋贷款，以维持长期的
稳定增长及分红人寿保险保单的各项 
主要保证。

平衡风险与收益
我们以长远的投资策略为核心， 
在管理风险与收益的同时，也会 
根据当前投资环境而作适当调整。

整个分红账户（包括盈余）的 
投资指引

资产 投资指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0 - 5%

公开发行债券及私人配售
证券 30 - 65%

房屋贷款 15 - 40%

房地产 0 - 15%

公开发行的股票 10 - 20%

私募股权 0 - 6%

优先股 0 - 5%

* 所示的投资指引适用于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资产 
总和。该范围不包括保单贷款或其他资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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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SG) 和分红账户
加拿大人寿旨在成为具备社会责任心的公司，并致力让所做的每件事都能产生正面影响， 
并将此理念应用到我们分红账户资产的投资方式中。无论是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还是
私人配售证券、房屋贷款和房地产投资 – 我们都将相关具有意义的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等考量因素融入账户的各项基础资产中。

• 对于公开发行债券，我们通过一家 
在研究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 ESG) 方面占据 
全球领先地位的第三方机构，有效 
地将 ESG 考量因素融入我们持有的 
每一项债券的分析流程中。  

• 对于公开发行的股票，我们的主要 
资产管理机构 – Mackenzie 
Investments 及 Putnam Investments 
– 均为《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 
UNPRI) 的签署人。

• 对于私人配售证券及商业房屋贷款，
在每次收购或承销资产时，所有相关
的 ESG 因素均被纳入评估之列。

尤其在私人配售证券方面，分红
账户持有大量可再生能源行业的
资产。对发电项目的投资大约占
资产组合的39%  – 绝大部分为水
力、风力和太阳能发电。

• 对于房地产，GWL Realty Advisors  
被公认为 ESG 和实践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行业领袖，其在 2021 年
更荣获 “全球房地产可持续指标 
(Global Real Estate Sustainability 
Benchmark，简称GRESB)”的五星 
评级，这已是其连续五年获此殊荣。

净零承诺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我们深知处理可持续
发展和气候变化的最大机遇来自我们参与
的活动中，包括贷款、投资和承保。我们
对于可持续投资的承诺是坚定的，我们与
母公司 Great-West Lifeco 一起，将我们的
诺言付诸实行。

2021 年 11 月，Great-West Lifeco  
宣布，将于2050 年年底前实现
运营及投资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简称 
GHGe) 净零目标，并于 2022年宣布
基于科学考量而定的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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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加拿大人寿的分红账户资产总额 (以百万加元计)

资产 资产价值 ($) 占支持负债的 
总资产的百分比

占总资产 
的百分比

短期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163.9 2.5 2.6

固定收益

债券及私人配售证券

公开发行债券

政府债券 3,482.9 7.5 11.5

企业债券 9,759.0 21.0 21.1

私人配售证券 3,909.2 8.4 7.9

债券及私人配售证券小计 17,151.1 36.9 40.5

房屋贷款

住宅物业 1,515.1 3.3 3.1

商用物业 9,093.1 19.6 18.6

房屋贷款小计 10,608.2 22.9 21.7

固定收益总额 27,759.4 59.8 62.2

非固定收益（房地产及股票）

房地产 4,851.1 10.4 9.8

公开发行的股票

普通股 8,763.1 18.9 17.7

优先股 6.2 0.0 0.0

私募股权 374.9 0.8 0.8

非固定收益总额 13,995.3 30.1 28.2

支持负债的已投资资产总额 42,918.5 92.4 93.0

保单贷款 2,670.4 5.7 5.4

其他资产* 869.9 1.9 1.6

支持负债的资产总额** 46,458.9 100.0

支持盈余的资产总额 3,130.5

分红账户资产总额 49,589.4 100.0

* 资产包括到期的及应计的投资收益、逾期未缴保费（应收款项）、将来所得税及再保险资产。
**被用作决定红利分配息率的资产。保单贷款及其他支持负债的资产被归类为固定收益，并被纳入整体目标资产组合中， 
即 70% 的固定收益及 30% 的非固定收益。
资产价值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IASB) 颁布，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 IFRS) 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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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想了解一下 
我们的历年表现？
您可联系您的顾问或浏览
canadalife.com，以取得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前 
原属于我们开放式分红账户 
保单的历年表现报告。

分红账户的回报
分红账户的回报是在扣除投资费用之后， 
在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资产所得的 
回报。2021 年及 2020 年分红账户的回报是 
根据公历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
计算而得。2021 年，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分红
账户的投资费用为 9.5 个基点。投资费用可能 
每年不同，主要受整体分红账户的资产组合、
规模经济及其他因素变化所影响。 

分红账户的一年期回报  
(截至 12 月 31 日) 

分红账户资产类别 (%) 2020 2021

公开发行债券及 
私人配售证券 3.3% 3.2%

房屋贷款 3.2% 3.1%

非固定收益（房地产 
及股票）1 4.5% 22.1%

分红账户的回报 
总额（扣除投资 
费用后）1,2 

3.6% 7.5%

1. 2020 年回报已作重述，以反映从美国非固定收益投资获得的额外回报。
2. 分红账户回报是指在扣除投资费用后，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加拿大人寿开放式和封闭式业务的分红账户资产的回报。 

投资费用会因整体分红账户资产组合、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而按年有所不同。分红账户回报的计算周期为公历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分红账户的回报是投资表现的短期指标。这项回报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IASB) 颁布，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 
IFRS) 而决定，但固定收益类投资的未实现损益除外。将固定收益投资的未实现损益剔除在外，是因为分红账户通常将房屋贷款
和私人配售证券持有至到期日。普通股及房地产的回报是根据以市价入账的准则计算，已实现及未实现的损益会在发生时确认，
而已实现的债券损益也会在发生时确认。分红账户回报的计算方法在各竞争对手之间有所差异，因此不应认为其具有可比性。 

分红账户的回报是投资表现
的短期指标。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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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产
我们正策略性地增加 
所有资产类别的海外 
资产。

我们分红账户内的各种 
资产类别均持有海外资产，
并且一般通过对冲来降低 
外汇风险。

深入了解我们的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各类固定收益资产的到期年限
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持负债的已投资资产的账面价值

固定收益 
资产类别  

0 至 5 年內 
到期 (%) 

5 年以上 
到期 (%)

公开发行债券 39.6 60.4

私人配售证券 20.1 79.9

住宅房屋贷款 99.8 0.2

商业房屋贷款 51.4 48.6

固定收益资产总额 44.0 56.0

每年，在整个固定收益投资组合中，约有 10% 会以当时的市场
利率进行投资。此外，每年还会按当时的市场利率，用部分 
新增保费及投资收益进行投资。

根据可公开获得的 2022 年 1 月及 2 月信息，分红账户在债券与
房屋贷款的新增投资资产收益率约为 3.29%。这比整个 2022 年
到期的类似分红账户的资产平均收益率高了约 4 个基点。 

79.4%
加拿大

19.7%
美国

1.0%
其他

按地区分类的 
已投资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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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贷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持负债的已投资资产)

房屋贷款 
(商用和住宅物业) (%)

受保的 22.4

非受保的 77.6

合计 100

• 对受保房屋贷款而言，截至违约
当日的本金和利息均受到保证。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住宅及
商业房屋贷款的欠款 (90 天 
以上) 比例为 0.01%，其低于 
业内平均值 0.2%。

加拿大人寿在商业房屋贷款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并在商业房屋贷款 
借贷市场拥有超过 60 年的经验。商业房屋贷款团队通过聚焦最终 
借款人的财务实力来管理风险, 例如退休金计划或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等等私营高净值个体或机构。 
分红账户可得益于： 

专业区域团队 — 经验丰富的团队 
负责管理投资组合，区域办事处 
遍及温哥华、卡尔加里、温尼伯、
多伦多及蒙特利尔。他们深谙这些
区域市场的情况，并可针对投资机
遇采取及时行动。这样有助加拿大
人寿将投资分散在更广泛的地域和
产业上。

提升回报潜力 — 相比公开发行的 
固定收益项目，商业房屋贷款的 
投资回报通常更高，但其流动性 
则较低。

降低波动性 — 商业房屋贷款的 
投资通常会波动较少，其信用 
风险级别与公开发行的固定资产
项目不相伯仲。1

专注优质资产 — 我们持有的商业
房屋贷款投资组合属投资级别。
在过去五年，我们的商业房屋 
贷款投资组合风险评级，都保持
在相当于债券的A-或以上级别。1

上一次出现亏损的商业房屋贷款
发生在二十多年前。

1. 商业房屋贷款由内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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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配售证券
私人配售证券指通过签订私人协议， 
对不同借款人进行债权投资。

相比其他类型的固定收益类投资项目，
这些投资具更高的收益潜力，但风险也
可能更高。因此，所有对私人配售证
券的投资均通过严格的信贷审批程序。 
每项安排都经过仔细审查，并由专门的
私人配售投资管理团队负责研究、承销
并积极管理每项私人配售证券的投资。

公开发行债券
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投资的债券百分之百
属于投资级别。这表示他们均是 BBB 级
或以上，这是投资行业评价债券素质的 
标准。当我们在 AAA、AA、A 和 BBB 级别
债券之间管控有关风险和回报的差幅时，
会考量当前的投资环境，以决定“风险—
收益”的交易是否合理，并是否符合分红
账户的目标。我们持续寻求提高收益的 
机会，同时专注优质信用评级的投资级別
资产来提升投资组合稳定性。我们使用的
策略之一，就是增加海外资产的投资。 
这个转变带来诸多潜在益处，包括：

• 发行机构风险承担的多元化
• 产业的多元化
• 收益的增加
• 更多可供投资的资产

资产素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持负债的 
已投资资产)

评级 私人配售
证券 (%)

公开发行
债券 (%)

AAA 0.0 15.1

AA 4.0 26.3

A 30.7 28.1

BBB 64.4 30.5

BB 或以下 0.9 0.0

合计 100 100

私人配售证券是由内部评级。

6.9%6.5%
6.6%

6.2%

34.5%
39.3%

私人配售
证券



深入了解我们的
非固定收益投资
组合
房地产
房地产是一类独特的资产类
别，它能提供稳定的长线现金
流并可以对抗通胀。这些特点
令房地产与诸如分红人寿保险
等长线产品形成绝佳匹配。

加拿大人寿致力于在 2023 年
底前将分红账户的房地产配置
占支持负债的资产的比例增至
12%，其组合目标为 75% 的 
加拿大房地产及 25% 的美国 
房地产。

增加房地产投资，使我们有 
机会进一步通过我们与领先 
业界的资产管理机构，即位于 
加拿大的 GWL Realty Advisors 
和位于美国的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的合作关系，
来分散我们的投资组合。GWL 
Realty Advisors 和 EverWest Real 
Estate Investors 为纵向整合的
房地产平台，这意味着他们 
可以在房地产价值链的每个 
环节上增加价值。他们仍然 
专注于坚守信念的投资策略，
并辅以房地产开发。

这种方式令加拿大人寿分红 
账户的加拿大部分能够取得比
MSCI 加拿大房地产指数更出色
的表现。

非固定收益收入

相对于 MSCI 加拿大房地产指数的 
加拿大房地产表现
五年期的历史平均总回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历史平均年回报为几何平均数。表现是指来自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直接
持有的房地产。
此图用于强调相对于 MSCI 加拿大房地产指数 (MSCI Canadian Property 
Index) 的基准而言，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加拿大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强劲
表现，并不可用作推断对红利分配或红利分配息率的直接影响。
MSCI Canadian Property Index© MSCI Inc. 及其发牌机构 2022。保留所有 
权利。在获得 MSCI 品牌 Investment Property Databank Ltd. (IPD) 的批准 
下使用。对于所有因依赖指数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损毁、开销或费用， 
MSCI 和 IPD 概不负责。

非固定收益收入

加拿大
房地产

美国
房地产

私募股权

加拿大公开
发行的股票

美国公开
发行的股票

2020年
第四季度

2021年
第四季度

未来的
状态

0%

5%

10%

15%

20%

25%

30%

35%

88
-2

45
8B

21.9%

30.1% 30.0%

88
-2

45
8B

88
-2

46
5

收益 资本

加拿大人寿 
分红账户的 

加拿大房地产
投资组合

MSCI 加拿大 
房地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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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方面， 
EverWest 让我们更深入 
了解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并通过更多产业和地域
的优质投资机遇使投资
组合更多元化。

我们近期的房地产 
投资例子：

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的
The Mint 
(图片由 GWL Realty Advisors 提供)

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
Class A 工业地产
(图片由 Everwest 提供)

公开发行的股票
我们与 Mackenzie Investments 及 Putnam 
Investments 的策略性合作关系让我们接触到业内领
先的机遇及投资管理资源。Mackenzie Investments 
是一家加拿大顶尖的投资管理机构，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其管理的资产为 2,100 亿加元。Putnam 
Investments 是一家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其管理的资产为 2,020 亿加元。

与两家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关系令我们获得了众多
的投资选项，这有助于我们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投资
风格、区域以及市值方面都更加多元化。

私募股权
我们投资的私募股权令我们有一个多元化的投资 
组合，并可提供更高的回报。未来对该类别的任何
投资也将会在我们的全球投资计划中起杠杆作用，
以实现我们 4.0% 这一目标。私募股权与我们投资 
的其他资产类别的关联度较低，这样有助降低我们
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作为行业领袖，加拿大人寿的分红账户通过一些 
世界顶尖的私募股权管理机构进行投资。在加拿大，
这些机构包括 Northleaf Capital Partners、Sagard 以
及 Power Sustainable。这些优质的加拿大私募市场
企业令我们的分红保单拥有人能够接触到广泛的 
投资机会，包括私募股权、私人信贷、风险投资 
以及基建股份投资等。

截至 2021 年年底，分红账户对合作伙伴的一系列 
私募资本策略的承诺投资额超过 11 亿加元。

分红账户私募股权承诺投资额

加拿大

美国

74.6% 25.4%

Public equity
holdings by location as of Dec. 31, 2021

88
-4

18
92

4

私人基建 私人信贷

私募股权

As of Dec. 31, 2021.

48% 21%31%

Participating account 
private equity commitments

88
-3

60
18

7B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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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分配息率
红利分配息率是用作厘定来自分红账户投资及其他与投资相关
因素的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金额。

红利分配息率：

反映了最近评定期间，支持分红账户
负债的资产的平滑化投资情况
并不包括支持分红账户盈余资产的 
回报
包括之前平滑化处理所产生的损益
根据投资情况而有可能变动
也反映其他与投资相关的因素对分红
账户盈利作出贡献，例如保单贷款

平滑化处理
是指在一段期间内，
把损益通盘纳入红利
分配息率计算的程序，
主要用于非固定收益
资产的未实现损益。1

1. 平滑化处理方式未来可能发生变动。

•

•

•

•

•

时间

上述回报均为虚构举例。未经平滑化处理的回报
经过平滑化处理后的回报

88
-1

92
1

回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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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分配息率只是影响单份 
保单表现的因素之一。

其作用是厘定分红保单拥有人来自 
分红账户投资的红利金额，并不能与
特定保单的现金价值增长直接挂钩。
保单现金价值的实际增长会因一些 
因素而变动。

例如：

• 产品类型
• 产品特点
• 保费支付期
• 投保年龄
• 评级
• 红利选择
• 红利分配

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结合平滑化处理
方式，有助降低短期波动对分红保单
拥有人红利投资部分形成的影响。

一年期的回报 
(截至12月31日)  

2020 2021

加拿大人寿红利 
分配息率 5.1% 5.1%

标准普尔 (S&P)/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SX) 综合总回报指数 

5.6% 25.1%

5年期担保投资证 1.3% 1.0%

加拿大政府  
5 至 10 年期债券 0.7% 1.3%

消费者物价指数 0.7% 3.4%

红利分配息率用于计算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的投资成份。它是根据支持分红账户负债的资产而定，这并不包括支持分红 
账户盈余的资产的回报在内。
标准普尔／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S&P/TSX) 综合总回报指数包括红利的再投资。TSX© 版权所有 2022 TSX Inc. 保留所有权利。
五年期担保投资证 (GIC) 回报基于名义到期收益率。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图表 176-0043，V122526 系列
(Statistics Canada 网站)， 2022 年 2 月 19 日。对于每个公历年，都是根据 GIC 的每月平均利率计算。
加拿大政府五至十年期债券回报。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图表 176-0043, V122486 系列 (Statistics Canada 
网站) 2022 年 2 月 19 日。对于每个公历年，都是根据每月平均价值计算。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胀率是基于12月至12月的期间变化而计算。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图表 326-0020， 
V41690973 系列 (Statistics Canada 网站)，2022 年 2 月 19 日。



保险理赔（死亡率）
我们每年都会审视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
而保险理赔 (或死亡理赔率) 是其中的考虑
因素。历史数据表明人均预期寿命在不断
提高。近年来，死亡率的改善有助抵消 
利率持续下降造成的部分影响。 2021年，
分红保单拥有人的身故赔偿金合计为  
8.02 亿加元。

随着分红保单拥有人越來越长寿，保单 
理赔的时间较预期的有所推迟。这给我们
带来了更多的保费收入和延迟的理赔费用，
因而可能使投资收入增加。增加的投资 
收入也可能提高派发给分红保单拥有人 
的红利金额。

2021 年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的死亡
理赔率对财务的影响较小。年龄较大的
人往往容易受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的影响而去世。因为他们的 
保单通常处于保单持续期的后期，所以 
这就降低了理赔对分红账户的财务影响。

我们使用再保险，有助持续降低理赔个案
对分红账户造成的波动性。COVID-19  
新冠疫情对死亡理赔率的长线影响仍存在

不确定性。我们将继续审视新冠疫情的 
长线影响。

医学进步、生活方式改变及疾病发病率 
变化等因素，都使未来死亡率趋势难以 
预测。然而，即使死亡率的改善可能日渐
缓慢，目前的死亡率水平整体上仍然优于
之前加拿大人寿在分红人寿保险产品定价
时所用的死亡率。 

核保程序的 
保障作用

这些死亡率统计数字反映了整体 
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而言， 
已通过人寿保险的核保程序并最终 
获批的人士，会有更长的预期寿命。
一些由于健康原因、生活方式或 
职业问题而被视为高风险的人士，
可能需要支付更多保费才能获得 
人寿保险保障，甚至可能遇到保险
公司拒绝承保的情况。

加拿大人越来越长寿

资料来源：
1920-22 年至 1980-82 年：加拿大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Longevity and Historical Life Tables: 1921-81 (节略本) Canada and Provinces。目录编号 89-506。
1990-92 年至 2018-20 年：加拿大统计局 Table 13-10-0114-01 Life expectancy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complete life table, three-year estimates, 
Canada, all provinces except Prince Edward Island， 目录编号 84-538。

1920–1922 

1930–1932 

1940–1942 

1950–1952 

1960–1962 

1970–1972 

1980–1982 

1990–1992 

2000–2002 

2012–2014

2016–2018

2018–2020

2010–2012

男性

女性
88

-1
74

6

Sources:
1920–22 to 1980–82: Statistics Canada, Longevity and Historical Life Tables: 1921–81 (Abridged) Canada and the Provinces. Catalogue no. 89-506. 
1990-92 to 2018-20:Statistics Canada. Table 13-10-0114-01  Life expectancy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complete life table, three-year estimates, Canada, 
all provinces except Prince Edward Island, catalogue no.84-538.

加拿大统计局预测男性及女性
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年
龄

50

60

70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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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终止
终止分红保单（理赔除外）会影响分红账户的盈利。保单拥有人可因以下原因终止保单：

• 取消保险保障
• 未缴付保费或未足额偿还

保单贷款

如果保单终止的实际数量 
与定价时的假设数量不同，
则可能对分红账户产生正面
或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早期尤为明显。对分红账户
的影响因为产品的种类不同
而有所差异。

保单终止在早期对分红账户盈利的一般影响 

附有初期现金 
价值的产品

附有延期现金价值
的产品

高于预期的
保单终止 
数量

负面 正面

低于预期的
保单终止 
数量

正面 负面

费用及税项
我们的各项费用管理政策都是为了分红保单 
拥有人和股东的利益着想，并注重控制开支。
费用及税项将遵照获委任的精算师所认定对 
分红保单拥有人公平公正的方式，分摊到各 
分红帐户。每年，精算师都会重新审视分红 
账户的费用及税项的分摊方法，并向董事会 
汇报，以继续维持其公平性。董事会在参考 
精算师的意见后，批准上述分摊方法。

规模经济
加拿大人寿为服务全国超过 1,200 万
加拿大客户而倍感自豪。我们拥有 
接近 300 万份有效个人人寿保险保单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加上拥有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分红账户 (超过 
150 万份分红保单)，让我们可以保持
较低的分红账户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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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
加拿大人寿专注于分红账户的长线实力和表现。当选择分红保单时，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
因为分红保单的净成本取决于分红账户的长线表现。 

开放业务的分红账户 (以百万加元计)

分红账户 
营运概要

2021年12月
31日($)

分红保单拥有人保费 4,955

+ 投资收益 2,813

- 已付赔偿  1,416

- 精算债务变动 3,911

- 费用及税项 837

- 向分红保单拥有人 
及股东的派息 1,300

分红保单拥有人 
红利 1,234

红利债务变动 26

股东部分

现金支付 32

应计 8

= 分红账户净收益 
(损失) 304

分红账户 
资产负债表 

2021年12月
31日($)

资产 49,589

- 负债 46,458

= 分红账户盈余的 
期末余额 3,131

分红账户盈余

期初余额 
(2021 年 1 月 1 日） 2,861

+ 分红账户净收益 
(损失） 304

+ 其他综合收益 
(损失） (34)

= 分红账户盈余的 
期末余额 3,131

投资收益、资产价值和精算债务的变动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 IASB)  
颁布，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 IFRS) 而决定。
某些资产，如公开发行债券、普通股和房地产，是按市场定价计算。它们并没有经过平滑化处理。投资收益是按公历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计算，包括支持分红账户负债及盈余的资产。
精算债务会不定时作出调整，以确保精算债务的总额足以应付所有分红保单拥有人应负的责任。
红利债务代表分红保单拥有人的应收红利 (用作财务报告之用)，但直至公历年年底还未支付。
为了保持与公司财务报告的一致性，累积的其他综合收益一并纳入分红账户盈余。其他综合收益包括特定的未实现投资 
损益，这些损益可能是暂时的。
应计账户代表那些在分红账户内的股东盈余部分，其已经确认但尚未支付。这取决于分红保单拥有人未来的红利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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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性

加拿大人寿是一家由股东拥有的公司。因此，分红账户及其盈利应当与
股东账户分开处理。
加拿大人寿是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简称 ICA)  
和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简称 OSFI) 
所监管，并在每个省份的有关保险法例下，受到相关省级保险监管机构管制。

《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
简称 ICA) 条文及参考资料
在  ICA 的规定下，一间公司的董事应当管理或监督该公司业务的管理工作，包括制订和维持
向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派发的政策，以及分红账户的管理政策。ICA 列出董事需履行的 
职责，以及关于采用公平公正的精算操作进行财务汇报的规定。 

1. 投资收入及费用将遵照公司的精算师认定， 
以对分红保单拥有人公平及公正的方式，分摊
到分红账户。董事会批准该方式后，便会送交 
OSFI (第 457-460 条)。

2. 董事会应当制订及维持一项政策，以厘定派发
给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金额，并将一份副本
送交 OSFI [第 165(2)(e) 条]。

3. 董事会应当制订及维持有关分红账户的管理 
政策，并将一份副本送交 OSFI [第 165(2) 
(e.1)条]。

4. 公司的精算师应当至少每年审视一次分红保单
持有人的红利政策。公司的精算师应当就对待
保单拥有人的持续公平性，向董事会提交书面
报告 (第 165 条 –《精算师报告》)。

5. 在董事会公告保单拥有人红利之前，公司的 
精算师应当就所建议的保单拥有人红利是否 
公平对待保单拥有人，以及是否与公司的保单
拥有人红利政策相符，向董事会提供意见  
 [第 464(2) 条]。

6. ICA 限制了在一个财政年度里，从任何分红 
账户利润的年度分派中所派给股东账户的金额  
(第 461 条)。这个年度限额是由董事局为该 
财政年度所厘定，它是在分红账户利润中，
可分派款项的金额的最高百分比。这笔总额
将在股东和分红保单拥有人之间分配。而在
分派总额中，向股东账户分配的最高百分比
取决于分红账户的规模。这个最高百分比 
会随分红账户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分红
账户较小，则股东账户最高分配比例为 10%；
随着分红账户规模变大，股东账户的最高 
分配比例将逐步下降至略高于 2.5%。加拿大 
人寿分派给股东的利润为 2.5%。在 2021 年， 
股东账户获派 4,000 万加元，约为2021年 
12 月 31 日分红账户资产的 0.1%。 

7. 分红保单拥有人和股东都会接到出席保单 
拥有人及股东的年度大会的通知，并获取 
年度报表等文件副本，且拥有表决权  
(第 331 及 3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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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资料?

您可致电您的顾问，了解更多有关分红人寿保险，以及加拿大人寿其他
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每年接近保单周年日，分红保单拥有人会收到一份
年度报表，汇报保单的最新状况。

如您对个别保单有任何疑问，请浏览 
canadalife.com/contact-us 或致电 
1-888-252-1847。

这份指南含有关于您的保单的某些术语的
重要定义。请您将这份指南与您的加拿大
人寿保单说明书及分红人寿保险保单合约
一并保存。

本指南的内容是基于加拿大居民之现行 
税务法例及其诠释而提供，并且是截至 
付印日当天，就我们所知的最准确信息。
税务法例及其解释日后或会更改，进而会
影响信息的准确性。这份资料只是一般性
的说明，不应视为任何法律或税务建议。
您应针对特定情形，咨询合适的法律、 
会计或税务顾问。

您可浏览 canadalife.com/insurance/
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
participating-insurance 以获得分红账户管理 
策略及分红保单持有人红利策略的资料 
手册。

想了解一下 
我们的历年表现？
您可联系您的顾问或者浏览
canadalife.com，取得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前原属于我们开放式 
分红账户保单的历年表现报告。

加拿大人寿是 Assuris 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为各成员公司的保单拥有人
管理“消费者保障计划 (Consumer 
Protection Plan)”。

加拿大人寿是 Great-West Lifeco Inc. 
的附属机构，也是 Power Corporation 
集团公司的成员。加拿大人寿成立于
1847 年，是加拿大首家本土人寿保险
公司。

http://canadalife.com/contact-us
http://canadalife.com/insurance/life-insurance/permanent-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whole-life-insurance
https://www.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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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顾问
商讨
您的顾问可为您解答有关 
财务资料或加拿大人寿分红
账户的任何疑问。

• 规模
• 经验
• 专业度
• 问责性
• 信念

请浏览 canadalife com 

@CanadaLifeCo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4758),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此册子为加拿大人寿英文册子  (46-4758) 之中文翻译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册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内容
出现矛盾或含糊之处，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加拿大人寿及其设计均为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标。 
46-4758 HNW CHS 7/22

https://www.canadalife.com/

	2021 年 财务资料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合并后的开放式分红账户
	目录
	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2021 年财务资料摘要 
	表现
	投资
	数据速览
	资产组合的演进

	保险理赔
	费用
	保单终止
	实力
	问责性

	分红账户
	历年来分红保单拥有人的红利派发
	分红保险如何运作
	我们如何分配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
	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有别于 股东股息

	影响红利分配的因素
	加拿大人寿分红账户
	我们的投资策略
	我们与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的业务关系
	资产组合 
	平衡风险与收益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SG) 和分红账户
	净零承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加拿大人寿的分红账户资产总额 (以百万加元计)


	表现
	想了解一下 我们的历年表现？
	分红账户的回报
	海外资产
	深入了解我们的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各类固定收益资产的到期年限
	房屋贷款 
	私人配售证券
	公开发行债券
	资产素质

	深入了解我们的非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房地产
	公开发行的股票
	私募股权

	红利分配息率
	保险理赔（死亡率）
	核保程序的 保障作用

	保单终止
	费用及税项
	规模经济

	实力
	分红账户 营运概要
	分红账户 资产负债表 


	问责性
	《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简称 ICA) 条文及参考资料

	需要更多资料?
	想了解一下 我们的历年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