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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您的顾问查询

稳定增长之道

如果您需要人寿保险并希望获得稳定的

增长，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可能

是您的理想选择。请向您的顾问查询它

如何助您实现具体目标。

在您的投资组合当中，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重大风险，

但人寿保险不会是其中之一。

您购买分红人寿保险，目的是在您身故后，为挚爱亲人或慈善机构提供保障。

这个保障具有多个重要的特点，例如保单的保证现金值，就让您在有生之年可以灵活

运用。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0825),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0825CHS-6/20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Canadian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Reasonable effort was made to make 
sure of its accuracy, but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possible.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n’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talk to an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您可能长时期都用不着这些赔偿或特点。但重点是在您

有需要时，它们可以随时发挥作用-例如您可以运用

保单现金值来应急或把握一些机会。

您需要保单的现金值维持稳定，并有所增长，而波动性

也要低于股票投资。

Canada Life™ 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以下是 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其中一些有助于保单

稳定性和增长的特点：

1. 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缴付和现金值

2. 下跌风险保障

3. 经过深思熟虑的资产组合

4. 回报平稳化  

在变幻不定的时期提供安稳保障

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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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投资组合当中，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重大风险，

但人寿保险不会是其中之一。

您购买分红人寿保险，目的是在您身故后，为挚爱亲人或慈善机构提供保障。

这个保障具有多个重要的特点，例如保单的保证现金值，就让您在有生之年可以灵活

运用。

您可能长时期都用不着这些赔偿或特点。但重点是在您

有需要时，它们可以随时发挥作用-例如您可以运用

保单现金值来应急或把握一些机会。

您需要保单的现金值维持稳定，并有所增长，而波动性

也要低于股票投资。

Canada Life™ 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以下是 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其中一些有助于保单

稳定性和增长的特点：

1. 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缴付和现金值

2. 下跌风险保障

3. 经过深思熟虑的资产组合

4. 回报平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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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制定的资产组合

为寻求稳定和长期增长，我们管理分红账户就像

管理一个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当前的目标

资产组合是约75% 固定收益投资及 25% 股票投资。

确切的资产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

引。

投资是债券和房屋贷款。

，非常谨慎地制定资产组合。

我们专注于高质量的债券、纳入受保贷款、

资产多样化，并由专业投资团队积极管理。

从长期来看，这种资产组合有助于为您的保单

提供强劲、稳定及低风险的增长。

一个持有较多股票的资产组合意味着可能在某些

时期有较高的增长；但也意味着更多短期波动

性和风险，而我们旨在尽量减低这些不利因素。

分红人寿保险

红利价值

同比增长

另类投资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基本保证价值的变动

归属价值: 建立下一层

的「基础」

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

Canada Life 分红账户所投资的资产

固定收益

股票

政府及
企业债券

房屋贷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优先股

现金及
等同现金

仅为大约比例，并可能随时变动。

房地产

红利分配息率

红利分配息率只是影响个别保单表现的一个因素。它是

用以厘定来自分红账户投资的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金额，

而它不能直接与某一保单的现金值增长挂钩。保单现金值

的实际增长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变动，例如产品类型、

产品特点、保费缴付期、投保年龄、评级、红利选择及

红利分配。

平稳法

我们不会立即将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我们

反而会使用平稳法，将损益逐渐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

这种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动，因此有助于向您提供

较稳定的红利。平稳化的方式在未来可能改变。

回报平稳化

平稳化是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把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

来发挥作用的程序。

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加上

平稳化方式，有助于减轻

短期波动对分红保单拥有人

红利的投资部分所造成的

影响。

平稳法示例图

未经平稳化的回报

经平稳化的回报

时间
所示回报为假设例子。

回
报

170 多年来，Canada Life 致力于提供分红人寿保险，

在分红人寿保险市场上拥有丰富经验。自1848 年以来，

我们一直向分红保单拥有人派发红利，即使在经济困境时

亦然。我们从未撤离过分红人寿保险市场，而一贯的优秀

表现足以印证这承诺。

我们将继续管理分红账户以维持其稳定性和强劲实力。

每年，我们都可能保留分红账户的一些利润，并累积

为分红账户的部分盈余。久而久之，Canada Life 累积了

大量盈余，可用于：

• 帮助确保公司的财务实力和稳健性

• 在出现重大变化期间提供帮助

坚定不移的承诺

面对逆境，保单拥有人红利仍然表现良好

列出的金额包括 Canada Life、Great-West Life 和 London Life 的数字。

数字反映在相关年度的公司年报中公布向保单拥有人派发的红利金额。数字可能经四舍五入。2001 年之前报告的金额可能包括向加拿大境外签发
保单派发的保单拥有人红利。

过往的业绩并不可被视为未来表现的指标。

分红账户的投资指

当前占最大部分的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及现金值

您保单的稳健性建基于以下几项保证：获保证的赔偿金

(身故赔偿金)，获保证的保费和获保证的现金值。

获保证的身故赔偿金

保单的基本保额在您有生之年获得保证。

获保证的保费

不论您的年龄，基本保额所需的保费都不会增加。

获保证的现金值

您的保单具有现金值，您可在有生之年运用这些现金。

除非您从现金值提款，否则现金值会日渐增长。

这些保证是假设您已缴付所需保费。如果您兑现部分

或全部保额，将会使赔偿金和现金值减少，而您也可能

需要就提取的金额课税。

下跌风险保障

下跌风险是指资产值意外下降的机会。

分红人寿保险可以保障您资产的下跌风险程度，

因为：

• 如上所述，您保单的基本保额具有获保证的赔偿金及

现金值。

• 从保单的一周年开始，分红保单拥有人可能会获得

红利。红利可用于购买额外的保险，增购的保险

可能具有相关的现金值。

• 现金值一经存入保单，便归属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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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值不会减少或作任何其他用途。如果市场下跌，

它也受到保障。

归属示例图

红利不获得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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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及现金值

您保单的稳健性建基于以下几项保证：获保证的赔偿金

(身故赔偿金)，获保证的保费和获保证的现金值。

获保证的身故赔偿金

保单的基本保额在您有生之年获得保证。

获保证的保费

不论您的年龄，基本保额所需的保费都不会增加。

获保证的现金值

您的保单具有现金值，您可在有生之年运用这些现金。

除非您从现金值提款，否则现金值会日渐增长。

这些保证是假设您已缴付所需保费。如果您兑现部分

或全部保额，将会使赔偿金和现金值减少，而您也可能

需要就提取的金额课税。

下跌风险保障

下跌风险是指资产值意外下降的机会。

分红人寿保险可以保障您资产的下跌风险程度，

因为：

• 如上所述，您保单的基本保额具有获保证的赔偿金及

 现金值。

• 从保单的一周年开始，分红保单拥有人可能会获得

 红利。红利可用于购买额外的保险，增购的保险

 可能具有相关的现金值。

• 现金值一经存入保单，便归属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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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值不会减少或作任何其他用途。如果市场下跌，

 它也受到保障。

归属示例图

分红人寿保险

红利价值

同比增长

另类投资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红利不获得保证

基本保证价值的变动

归属价值: 建立下一层

的「基础」

固定收益

股票

政府及
企业债券

房屋贷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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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
等同现金 房地产

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加上

平稳化方式，有助于减轻

短期波动对分红保单拥有人

红利的投资部分所造成的

影响。

平稳法示例图

未经平稳化的回报

经平稳化的回报

时间
所示回报为假设例子。

回
报

170 多年来，Canada Life 致力于提供分红人寿保险，

在分红人寿保险市场上拥有丰富经验。自1848 年以来，

我们一直向分红保单拥有人派发红利，即使在经济困境时

亦然。我们从未撤离过分红人寿保险市场，而一贯的优秀

表现足以印证这承诺。

我们将继续管理分红账户以维持其稳定性和强劲实力。

每年，我们都可能保留分红账户的一些利润，并累积

为分红账户的部分盈余。久而久之，Canada Life 累积了

大量盈余，可用于：

• 帮助确保公司的财务实力和稳健性

• 在出现重大变化期间提供帮助

坚定不移的承诺

面对逆境，保单拥有人红利仍然表现良好

列出的金额包括 Canada Life、Great-West Life 和 London Life 的数字。

数字反映在相关年度的公司年报中公布向保单拥有人派发的红利金额。数字可能经四舍五入。2001 年之前报告的金额可能包括向加拿大境外签发
保单派发的保单拥有人红利。

过往的业绩并不可被视为未来表现的指标。

深思熟虑制定的资产组合

为寻求稳定和长期增长，我们管理分红账户就像

管理一个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当前的目标

资产组合是约75% 固定收益投资及 25% 股票投资。

确切的资产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

分红账户的投资指引。

当前占最大部分的投资是债券和房屋贷款。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非常谨慎地制定资产组合。

我们专注于高质量的债券、纳入受保贷款、

资产多样化，并由专业投资团队积极管理。

从长期来看，这种资产组合有助于为您的保单

提供强劲、稳定及低风险的增长。

一个持有较多股票的资产组合意味着可能在某些

时期有较高的增长；但也意味着更多短期波动

性和风险，而我们旨在尽量减低这些不利因素。

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

Canada Life 分红账户所投资的资产

仅为大约比例，并可能随时变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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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平稳化

平稳化是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把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

来发挥作用的程序。

红利分配息率

红利分配息率只是影响个别保单表现的一个因素。它是

用以厘定来自分红账户投资的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金额，

而它不能直接与某一保单的现金值增长挂钩。保单现金值

的实际增长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变动，例如产品类型、

产品特点、保费缴付期、投保年龄、评级、红利选择及

红利分配。

平稳法

我们不会立即将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我们

反而会使用平稳法，将损益逐渐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

这种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动，因此有助于向您提供

较稳定的红利。平稳化的方式在未来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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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及现金值 深思熟虑制定的资产组合

您保单的稳健性建基于以下几项保证：获保证的赔偿金

(身故赔偿金)，获保证的保费和获保证的现金值。

获保证的身故赔偿金

保单的基本保额在您有生之年获得保证。

获保证的保费

不论您的年龄，基本保额所需的保费都不会增加。

为寻求稳定和长期增长，我们管理分红账户就像

管理一个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当前的目标

资产组合是约75% 固定收益投资及 25% 股票投资。

确切的资产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

分红账户的投资指引。

当前占最大部分的投资是债券和房屋贷款。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非常谨慎地制定资产组合。

我们专注于高质量的债券、纳入受保贷款、

资产多样化，并由专业投资团队积极管理。

从长期来看，这种资产组合有助于为您的保单

提供强劲、稳定及低风险的增长。

一个持有较多股票的资产组合意味着可能在某些

时期有较高的增长；但也意味着更多短期波动

性和风险，而我们旨在尽量减低这些不利因素。

获保证的现金值

您的保单具有现金值，您可在有生之年运用这些现金。

除非您从现金值提款，否则现金值会日渐增长。

这些保证是假设您已缴付所需保费。如果您兑现部分

或全部保额，将会使赔偿金和现金值减少，而您也可能

需要就提取的金额课税。

下跌风险保障

下跌风险是指资产值意外下降的机会。

分红人寿保险可以保障您资产的下跌风险程度，

因为：

• 如上所述，您保单的基本保额具有获保证的赔偿金及

 现金值。

• 从保单的一周年开始，分红保单拥有人可能会获得

 红利。红利可用于购买额外的保险，增购的保险

 可能具有相关的现金值。

• 现金值一经存入保单，便归属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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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值不会减少或作任何其他用途。如果市场下跌，

 它也受到保障。

归属示例图

分红人寿保险

红利价值

同比增长

另类投资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红利不获得保证

基本保证价值的变动

归属价值: 建立下一层

的「基础」

广泛多样化的固定收益账户

Canada Life 分红账户所投资的资产

固定收益

股票

政府及
企业债券

房屋贷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优先股

现金及
等同现金

仅为大约比例，并可能随时变动。

房地产

红利分配息率

红利分配息率只是影响个别保单表现的一个因素。它是

用以厘定来自分红账户投资的分红保单拥有人红利金额，

而它不能直接与某一保单的现金值增长挂钩。保单现金值

的实际增长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变动，例如产品类型、

产品特点、保费缴付期、投保年龄、评级、红利选择及

红利分配。

平稳法

我们不会立即将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我们

反而会使用平稳法，将损益逐渐纳入红利分配息率内。

这种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动，因此有助于向您提供

较稳定的红利。平稳化的方式在未来可能改变。

回报平稳化

平稳化是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把投资损益纳入红利分配息率

来发挥作用的程序。

时间

回
报

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加上

平稳化方式，有助于减轻

短期波动对分红保单拥有人

红利的投资部分所造成的

影响。

平稳法示例图

所示回报为假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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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的承诺

170 多年来，Canada Life 致力于提供分红人寿保险，

在分红人寿保险市场上拥有丰富经验。自1848 年以来，

我们一直向分红保单拥有人派发红利，即使在经济困境时

亦然。我们从未撤离过分红人寿保险市场，而一贯的优秀

表现足以印证这承诺。

我们将继续管理分红账户以维持其稳定性和强劲实力。

每年，我们都可能保留分红账户的一些利润，并累积

为分红账户的部分盈余。久而久之，Canada Life 累积了

大量盈余，可用于：

• 帮助确保公司的财务实力和稳健性

• 在出现重大变化期间提供帮助

面对逆境，保单拥有人红利仍然表现良好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

$56万300

1930 
经济大萧条

$1,350 万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

$880万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870万

1957 
1957经济衰退
$2,530 万

1970 
越南战争

$7,280 万

1974 
石油危机(1974-1975) 
$1 亿 50万

1981 
1981 经济衰退

$2 亿 3,100 万

2001 
911 事件后经济萧条

$6亿 6,260 万

2008 
金融危机

$8亿 8,360 万

列出的金额包括 Canada Life、Great-West Life 和 London Life 的数字。

数字反映在相关年度的公司年报中公布向保单拥有人派发的红利金额。数字可能经四舍五入。2001 年之前报告的金额可能包括向加拿大境外签发
保单派发的保单拥有人红利。

过往的业绩并不可被视为未来表现的指标。

88
-1

96
0

未经平稳化的回报

经平稳化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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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幻不定的时期提供安稳保障

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在您的投资组合当中，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重大风险，

但人寿保险不会是其中之一。

您购买分红人寿保险，目的是在您身故后，为挚爱亲人或慈善机构提供保障。

这个保障具有多个重要的特点，例如保单的保证现金值，就让您在有生之年可以灵活

运用。

您可能长时期都用不着这些赔偿或特点。但重点是在您

有需要时，它们可以随时发挥作用-例如您可以运用

保单现金值来应急或把握一些机会。

您需要保单的现金值维持稳定，并有所增长，而波动性

也要低于股票投资。

Canada Life™ 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以下是 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其中一些有助于保单

稳定性和增长的特点：

1. 获保证的赔偿金、保费缴付和现金值

2. 下跌风险保障

3. 经过深思熟虑的资产组合

4. 回报平稳化  

请向您的顾问查询

稳定增长之道

如果您需要人寿保险并希望获得稳定的

增长，Canada Life 分红人寿保险可能

是您的理想选择。请向您的顾问查询它

如何助您实现具体目标。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Canadian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Reasonable effort was made to make 
sure of its accuracy, but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possible.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n’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talk to an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0825),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0825CHS-6/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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