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定的投資信念
2022 年 9 月

分紅賬戶投資策略概覽
加拿大人壽 Canada  Life 合併後的開放式分紅賬戶中的獨特和多樣化資產

加拿大人壽 Canada  Life™ 合併後的開放式分紅賬戶擁有 481* 億加元的資產
和 170 多年的經驗，是加拿大最大和歷史最悠久的分紅賬戶。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除了實力和穩定性之外，加拿大人壽分紅保單擁有人還受益於賬戶規模所 
帶來的許多優勢。作為加拿大最大的分紅賬戶其關鍵優勢之一是，我們有
能力在廣泛的資產範圍中實現多樣化，同時利用我們獨特的策略夥伴關係
和強大的內部資產管理團隊。這種多樣化可以有助降低個人資產風險 - 在
市場動盪時尤為重要。 

本報告深入探討了目前分紅 (PAR) 賬戶所擁有的一些獨特資產，以及它們 
能夠為分紅保單擁有人增加價值的原因。

分紅賬戶資產概覽  

35+ 積極管理資金，投資於公開發行
的股票和私募股權 

80+ 直接持有房地產資產 

600+ 獨特的商用房屋貸款 
資產持股 

300+ 獨特的私人配售證券

免責聲明：在《堅定的投資信念》本文中，我們從概念上講述，分紅賬戶是資產的所有者和投資者。實際所有者和投資者是加拿大人壽。加拿大人壽根據董事會所批准的 
分紅賬戶管理政策  (Participating account management policy) 和聯邦《保險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將全部或部分資產分配給分紅賬戶。 



房地產

32 and 34 Cambridge Street,   
Charlestown, MA

資產概覽 

一間擁有 171 個單位、雙棟結構的綜合大樓， 
建於 2019 年，於 2022 年 6 月被分紅賬戶收購。 

位於 Charlestown,  MA（波士頓）的一個理想社區。 

主要投資特點 

位於發展中地區的最佳地段 

• 非常適宜步行。  

• 預計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將有  250 萬平方英尺的 
新實驗室設立，靠近這即將到來的生命科學領域 
的主要擴張。 

一流的產品 

• 入住率高，配套許多建築設施。   
• 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寓社區設計，既有磚和梁的 

閣樓風格也有現代建築單位。 

圖片由  Berkeley Investment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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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Queen Street,   
Toronto, ON

資產概覽  

位於安大略省多倫多市中心的一幢 15 層、 
247,126 平方英尺的辦公物業。 

2006 年由 GWL Reality Advisors Inc. 開發， 
於 2012 年被分紅賬戶所收購。

主要投資特點 

位處中心地段 

• 可以方便地前往許多城市設施。 

• 靠近 Osgoode 地鐵站。  
• 靠近安大略省地鐵線路擴建工程。  

穩定的租戶帶來可觀的現金流 

• 長期租用給 Mackenzie Investments 和 
加拿大政府。  

• 在過去九年中，這項資產為分紅賬戶 
帶來了  5.5% 的年化收入回報和 3.1%  
的年化資本回報。  

圖片由 GWL Realty Advisors 提供 



公開發行的股票

Putnam  
U.S. Value Fund

基金概覽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Group of companies 
成員，Pu tnam  Investments 擁有超過 80 年的積極
管理經驗，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管理的資產達
2,190 億加元。   
這美國價值基金採用積極管理、以價值為導向的
方法，尋求長期超越廣泛市場的業績表現。 

該基金利用  Putnam 的 30 多名專業研究人員， 
根據不同的見解，為分紅賬戶建立獨特的投資 
組合。

主要投資特點 

將分紅賬戶的公開發行的股票持股分散到資源和
金融密集的加拿大公開發行的股票市場之外。 

基金主動管理透過嚴格的投資過程，創造出風險
調整後超額收益的潛力。它將 Putnam 股票研究 
團隊的能力和風險管理工具結合在一起。  
針對對公司財務業績有重大影響的可持續問題，
積極選擇基金投資，將可持續性評估與基本面 
研究相結合。 

Putnam U.S. Value Fund 相對於 Russell 1000 價值指數的表現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年化業績

收益以加元為單位，包括股息和利息的再投資。業績顯示費用總額，不包括扣除管理費和管理
投資賬戶可能產生的其他費用。 
本圖旨在反映 Putnam U.S.  Value Fund 相對於 Russell 1000 價值指數基準的強勁表現，不應該 
用來推斷對股息規模或個人規模利率的直接影響。  
Russell 1000® 價值指數 ( Russell 1000® Value Index) 是一個非管理指數，由大盤股 Russell 1000 
指數中那些因其價值取向而被選中的公司組成。 Frank Russell Company 是與 Russell 指數有關的
商標、服務標章和版權的來源和所有者。 Russell® 是 Frank Russell Company 的商標。您不能直接 
投資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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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

Sagard 
Private Equity Canada

基金概覽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該基金是總值 142 億加元的
Sagard 選擇資產投資平臺的一部分。 

該私募股權基金於 2021 年啟動，專注投資於不太熱門的
加拿大中型市場領域的私營公司。 

該基金專注於投資週期性較弱的行業，Sa gard 對該行業
擁有深厚的知識。

主要投資特點 

Sagard Private Equity Canada 可以透過其相關的行業
知識、龐大的網路和整合資源積極地增加價值。 
經驗豐富的基金管理團隊擁有成功的記錄 - 在他們所進行
的每一次私人公司收購中，都能以結構化的方法為動力
創造價值。該基金的內部目標收益率在 20% 以上。 

該私募股權基金的第一筆投資是於2021年9月進行。基金
收購了 Groupe LOU-TEC Inc.，該公司是魁北克重型機械和
專業設備租賃市場的領導者。



商用房屋貸款

亞馬遜的機械人配送中心 
(Amazon Robotic Fulfillment Centre)

資產概覽 

新建的高品質而且最先進的配送倉庫設施，配備有三個 
機械人平臺，總面積超過 85 萬平方英尺。 

長期全部租給亞馬遜，每年租金穩定上漲和有大機構提供
贊助。 

漢密爾頓機場 (Prime Hamilton Airport location) 所收取的
著陸費比皮爾遜國際機場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低 40%，而且提供 24 小時貨運業務。

主要投資特點 

2 億加元的分紅賬戶投資，期限為 15 年，相比政府債券
的利差為 185 個基點，為分紅賬戶提供了穩定的長期 
收入。 

由於內部風險評級為 BBB+，基礎租賃由母公司   
Amazon.com  Inc. 完全賠付，降低了整體房屋貸款風險。

商用房屋貸款是由 Hamilton  Airport  Lands  Limited 提起申請。 
上游所有權包括 TD  Asset  Management。

圖片由 Hamilton Airports Land Limited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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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Ora

資產概覽 

為蒙特利爾一幢新建的 12 層，384 個單位的長者公寓 
融資。 

擁有多種便利功能的最先進設施和經驗豐富的物業管理。 

地理位置優越，服務完善，內設超市、藥店和餐館。

主要投資特點 

10 年期、內部評級為 BBB 的貸款，與類似評級的政府 
債券相比享有 140 個基點的利差。 

強勁的市場條件和較低的空置率。  
追索權貸款已有 50% 到位，這降低了整體房屋貸款 
風險。 

圖片由 Residence Or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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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債券 

TELUS Corporation 
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

資產概覽 

分紅賬戶投資 TELUS Corporation 於 2021 年首次發行的 
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將利息支付與關鍵的可持續發展 
目標掛鈎。 

債券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 是到 2030 年將公司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在 2019 年的基礎上減少 46%。

主要投資特點 

在加拿大發行的首個與可持續發展掛鉤的債券框架。 

10 年期債券是以具有吸引力的 137 個基點利差發行的。  
如果沒有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指標，就有可能出現更高 
的利差。 
透過購買這類資產，分紅賬戶成為可持續發展相關債務 
發行的早期投資者，這是加拿大 ESG 相關融資的一個重要
且不斷增長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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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配售證券

Windrise 
Wind LP

資產概覽 

對位於阿爾伯塔省西南部新建的 206 兆瓦風力發電廠的
私募債務投資。 

該設施與一個高等級對手方簽訂了 20 年的購電協議。  

主要投資特點 

1.73 億加元的高級擔保分期付款債券，發行最終期限 
為 20 年，利差為 179 個基點。 
債券的內部評級為 BBB，在項目上游擁有十分穩健的 
所有權。

圖片由 Windrise  Wind  L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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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World Canada 
Investments Inc.

資產概覽 

發行人在卑詩省擁有並經營四個港口，地點分佈
在溫哥華、魯珀特王子港 (Prince  Rupert) 和納奈莫
(Nanaimo)。 

港口服務於跨太平洋集裝箱運輸的市場領導者，
涉及亞洲地區及北美市場。這些港口將受益於 
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經濟焦點。

主要投資特點 

20 年期私人配售證券，與政府債券息差為  165 個
基點。 

內部評級為A級，由穩健的資產所有權集團支持， 
包括 DP World Limited 和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圖片由 DP World Canada Investment Inc. 提供



歡迎瞭解
更多關於
加拿大人壽
分紅人壽保險
的資訊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financial facts 

Breaking down Canada Life’s combined open  
participating account investment activity in 2021 

Investing with convicti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Investing with conviction: Canada Lif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commercial  
mortgages, real estate and private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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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67821-CH-10/22

此册子為 Canada Life 英文册子 (99-567821) 之中文翻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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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 English brochure (99-567821)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堅定的投資信念 – 2022 年 9月

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assets.cl-toolkit.com/financial-facts/participating-life-insurance-financial-facts/index.html
https://www.combined-strength.canadalife.com/content/dam/canadalife/advisor-hub-documents/insurance/en/par/2021_year_in_review.pdf
https://www.canadalife.com/content/dam/canadalife/documents/insurance/par-whole-life-insurance/en/Canada_Life's_relationship_to_Power_Corporation_of_Canada_EN.pdf?_gl=1*1p507am*_ga*NjMyMTc0NzUxLjE2NDkxODQ1NzM.*_ga_NQQJ06746E*MTY1OTAyODI1Ny4yOS4wLjE2NTkwMjgyNTcuNjA.*_ga_3N56ECL87X*MTY1OTAyODIxOS4zNS4xLjE2NTkwMjgyODAuNjA.&_ga=2.17810046.658813670.1659028219-632174751.1649184573
https://www.canadalife.com/content/dam/canadalife/documents/insurance/par-whole-life-insurance/en/Investing_with_conviction_2_March_2022.pdf?_gl=1*1h04zbg*_ga*NjMyMTc0NzUxLjE2NDkxODQ1NzM.*_ga_NQQJ06746E*MTY1OTAyODI1Ny4yOS4wLjE2NTkwMjgyNTcuNjA.*_ga_3N56ECL87X*MTY1OTAyODIxOS4zNS4xLjE2NTkwMjgyODAuNjA.&_ga=2.244827330.658813670.1659028219-632174751.1649184573
https://www.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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