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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账户投资策略概览
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合并后的开放式分红账户中的独特和多样化资产

加拿大人寿 Canada Life™ 合并后的开放式分红账户拥有 481* 亿加元的资产
和 170 多年的经验，是加拿大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分红账户。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除了实力和稳定性之外，加拿大人寿分红保单的拥有人还受益于账户规模
所带来的许多优势。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分红账户其关键优势之一是，我们
有能力在广泛的资产范围中实现多样化，同时利用我们独特的策略伙伴 
关系和强大的内部资产管理团队。这种多样化可以有助降低个人资产风险 - 
在市场动荡时尤为重要。 

本报告深入探讨了目前分红 (PAR) 账户所拥有的一些独特资产，以及它们 
能够为分红保单拥有人增加价值的原因。

分红账户资产概览 

35+ 积极管理资金，投资于公开发行
的股票和私募股权

80+ 直接持有房地产资产

600+ 独特的商用房屋贷款 
资产持股

300+ 独特的私人配售证券

免责声明：在《坚定的投资信念》本文中，我们从概念上讲述，分红账户是资产的所有者和投资者。实际所有者和投资者是加拿大人寿。加拿大人寿根据董事会所批准的 
分红账户管理政策  (Participating account management policy) 和联邦《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将全部或部分资产分配给分红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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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32 and 34 Cambridge Street, 
Charlestown, MA

资产概览
一间拥有 171 个单元、双栋结构的综合大楼，建于 
2019 年，于 2022 年 6 月被分红账户收购。
位于 Charlestown, MA（波士顿）的一个理想社区。 

主要投资特点
位于发展中地区的最佳地段 

• 非常适宜步行。
• 预计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有  250 万平方英尺的

新实验室设立，靠近这即将到来的生命科学领域
的主要扩张。

一流的产品

• 入住率高，配套许多建筑设施 。
• 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寓社区设计，既有砖和梁的

阁楼风格也有现代建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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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概览 

位于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幢 15 层、 
247,126 平方英尺的办公物业。
2006 年由 GWL Reality Advisors Inc. 开发， 
于 2012 年被分红账户所收购。

主要投资特点
地处中心地段

• 可以方便地前往许多城市设施。
• 靠近 Osgoode 地铁站。
• 靠近安大略省地铁线路扩建工程。

稳定的租户带来可观的现金流

• 长期租用给 Mackenzie Investments 和
加拿大政府。

• 在过去九年中，这项资产为分红账户
带来了  5.5% 的年化收入回报和 3.1%
的年化资本回报。

图片由 GWL Realty Advisor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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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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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的股票 

Putnam  
U.S. Value Fund

基金概览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Group of companies 
成员，Putnam Investments 拥有超过 80 年的积极
管理经验，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管理的资产达
2,190 亿加元。  
这美国价值基金采用积极管理、以价值为导向的
方法，寻求长期超越广泛市场的业绩表现。
该基金利用  Putnam 的 30 多名专业研究人员， 
根据不同的见解，为分红账户建立独特的投资 
组合。

主要投资特点
将分红账户的公开发行的股票持股分散到资源和
金融密集的加拿大公开发行的股票市场之外。
基金主动管理通过严格的投资过程，创造出风险
调整后超额收益的潜力。它将 Putnam 股票研究 
团队的能力和风险管理工具结合在一起。 
针对对公司财务业绩有重大影响的可持续问题，
积极选择基金投资，将可持续性评估与基本面 
研究相结合。 

Putnam U.S. Value Fund 相对于 Russell 1000 价值指数的表现

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年化业绩

收益以加元为单位，包括股息和利息的再投资。 业绩显示费用总额，不包括扣除管理费和管理
投资账户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 
本图旨在反映 Putnam U.S. Value Fund 相对于 Russell 1000 价值指数基准的强劲表现，不应该 
用来推断对股息规模或个人规模利率的直接影响。 
Russell 1000® 价值指数 (Russell 1000® Value Index) 是一个非管理指数，由大盘股 Russell 1000 
指数中那些因其价值取向而被选中的公司组成。Frank Russell Company 是与 Russell 指数有关的
商标、服务标志和版权的来源和所有者。Russell® 是 Frank Russell Company 的商标。 您不能 
直接投资于指数。

✔

✔

✔

✔

✔

✔

10%

15%

5%

0%

坚定的投资信念 – 2022 年9月

Putnam U.S.  
Valu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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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 

Sagard  
Private Equity Canada

基金概览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基金是总值 142 亿加元的
Sagard 选择资产投资平台的一部分。 
该私募股权基金于 2021 年启动，专注投资于不太热门的
加拿大中型市场领域的私营公司。
该基金专注于投资周期性较弱的行业，Sagard 对该行业
拥有深厚的知识。 

主要投资特点
Sagard Private Equity Canada 可以通过其相关的行业 
知识、庞大的网络和整合资源积极地增加价值。 
经验丰富的基金管理团队拥有成功的记录 - 在他们所进行
的每一次私人公司收购中，都能以结构化的方法为动力 
创造价值。 该基金的内部目标收益率在 20% 以上。 
该私募股权基金的第一笔投资是于2021年9月进行。基金 
收购了 Groupe LOU-TEC Inc.，该公司是魁北克重型机械和
专业设备租赁市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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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房屋贷款

亚马逊的机器人配送中心 
(Amazon Robotic Fulfillment Centre)

资产概览
新建的高质量而且最先进的配送仓库设施，配备有三个 
机器人平台，总面积超过 85 万平方英尺。
长期全部租给亚马逊，每年租金稳定上涨和有大机构提供
赞助。
汉密尔顿机场 (Prime Hamilton Airport location) 所收取的
着陆费比皮尔逊国际机场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低 40%，而且提供 24 小时货运业务。

主要投资特点
2 亿加元的分红账户投资，期限为 15 年，相比政府债券
的利差为 185 个基点，为分红账户提供了稳定的长期 
收入。
由于内部风险评级为 BBB+，基础租赁由母公司  
Amazon.com Inc. 完全赔付，降低了整体房屋贷款风险。

商用房屋贷款是由 Hamilton Airport Lands Limited 提起申请。 
上游所有权包括 TD Asset Management。

图片由 Hamilton Airports Land Limited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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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房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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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Ora

资产概览
为蒙特利尔一幢新建的 12 层，384 个单元的长者公寓 
融资。
拥有多种便利功能的最先进设施和经验丰富的物业管理。
地理位置优越，服务完善，内设超市、药店和餐馆。

主要投资特点
10 年期、内部评级为 BBB 的贷款，与类似评级的政府 
债券相比享有 140 个基点的利差。
强劲的市场条件和较低的空置率 。 
追索权贷款已有 50% 到位，这降低了整体房屋贷款 
风险。 

圖片由 Residence Or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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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债券   

TELUS Corporation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资产概览
分红账户投资 TELUS Corporation 于 2021 年首次发行的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将利息支付与关键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挂钩。
债券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是到 2030 年将公司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减少 46%。

主要投资特点
在加拿大发行的首个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的债券框架。
10 年期债券是以具有吸引力的 137 个基点利差发行的。 
如果没有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就有可能出现更高 
的利差。 
通过购买这类资产，分红账户成为可持续发展相关债务 
发行的早期投资者，这是加拿大 ESG 相关融资的一个重要
且不断增长的来源。 



✔

✔

✔

✔

坚定的投资信念 – 2022 年9月

私人配售证券 

Windrise 
Wind LP

资产概览
对位于阿尔伯塔省西南部新建的 206 兆瓦风力发电厂的
私募债务投资。
该设施与一个高等级对手方签订了 20 年的购电协议。 

主要投资特点
1.73 亿加元的高级担保分期付款债券，发行最终期限 
为 20 年，利差为 179 个基点。 
债券的内部评级为 BBB，在项目上游拥有十分稳健的 
所有权。

图片由 Windrise Wind LP 提供



私人配售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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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World Canada 
Investments Inc.

资产概览
发行人在卑诗省拥有并经营四个港口，地点分布
在温哥华、鲁珀特王子港 (Prince Rupert) 和纳奈莫
(Nanaimo)。
港口服务于跨太平洋集装箱运输的市场领导者，
涉及亚洲地区及北美市场。这些港口将受益于 
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经济焦点。

主要投资特点
20 年期私人配售证券，与政府债券息差为  165 个
基点。
内部评级为 A 级，由稳健的资产所有权集团支持， 
包括 DP World Limited 和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图片由 DP World Canada Investment In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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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 account investment activity in 2021

Investing with convicti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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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寿及其设计均为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标。 99-567821-CHS-10/22

此册子为 Canada Life 英文册子 (99-567821) 之之中文翻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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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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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投资信念 – 2022 年9月

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assets.cl-toolkit.com/financial-facts/participating-life-insurance-financial-fac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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