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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金融是加拿大金融服務界的

翹楚﹐除了歷史悠久外﹐一直 

以來我們皆對客戶盡心盡力﹐ 

這也是我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助你達成終身財務保障﹐正好是永明金融的 

座右銘｡  而每五個加拿大人之中﹐便有一名國民 

信靠我們的專業意見､  產品和專長﹐自信十足地 

建立堅實的財務計劃並付諸實行｡  您也來加入 

永明金融客戶的大家庭吧｡ 

1871 1882 1893 1899
永明創業股東 

集資現金五萬元﹐

在蒙特利爾正式

開業﹐取名 Sun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公司易名為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永明正式在 

英國開業｡ 

永明拓展國際市場﹐ 

包括中國､  香港､   

日本､  印度､  南美､   

百慕達以至遍佈 

西印度群島｡  .

分紅壽險

首選永明金融

永明金融﹕實力雄厚､  歷史悠久



您是否知道…

永明共利保障壽險（Sun Par 

Protector）及 永明共利累計 

壽險（Sun Par Accumulator） 

皆為終身保單﹐保障與長線儲蓄 

兩者兼顧｡  在構思這兩項產品時﹐

我們除了著眼壽險保障外﹐更 

提供賺取投保人紅利〔policyholder 

dividends（又稱保單紅利）〕的 

潛力﹐協助國民財程更燦爛｡  而 

永明金融的分紅帳戶（participating 

accounts）﹐更屬加拿大最強之列｡ 

永明金融經營分紅壽險歷史悠久｡   

自 1871 年創業起﹐我們便知道客戶 

十分重視分紅壽險﹐而自 1877 年至今﹐ 

我們更每年皆有派發保單紅利｡ 

1914 1919 1940 1956 1962
名聞世界的 Sun Life 
Building 在蒙特利爾 

奠基｡  這項地標在 

當時屬大英帝國中 

最大型的建築﹐而 

最後一期則在 1933 年
完工｡ 

永明創加拿大公司 

的先河﹐率先推出 

團體保險｡  數年內﹐

永明的團體計劃更 

遍佈北美﹐地位 

舉足輕重｡ 

英國央行開始使用 

蒙特利爾 Sun Life 
Building 深入地下三層 

的金庫﹐收藏價值 
五十億元的外國證券｡ 

永明正式打入醫療

及意外保險市場｡ 

永明購回總值六千 
五百萬元的股票﹐

正式成為相互保險

公司｡ 

規模 

投資產值超過一百八十億元﹐當中永明分紅帳戶（Sun Life 

Participating Account）便佔七十六億元以上｡ 

受歡迎程度 

超過一百四十萬份分紅保單﹐其中四十萬份屬永明分紅帳戶旗下｡ 

歷史 

永明金融分紅帳戶的歷史超過百年｡  這份經驗﹐讓我們可在新購的 

與在過去卅年不斷購入的資產之間﹐取得理想的平衡｡ 

資產多元化 

永明金融分紅帳戶不但資產項目多元化﹐而且類別繁多﹐包括 

私募固定入息類和商業房產｡ 

我們的企業風險方針﹐是“風險有度､  堅實回報”｡  這方針貫切在 

我們的企業願景､  宗旨和客戶價值主張之內｡  而這行之有效的風險 

管理和承擔理念﹐對我們整體盈利､  市場競爭定位和長線財務活力 

皆非常重要｡ 

永明金融在過去的一百四十多年﹐協助了數百萬客戶達成終身財務 

保障﹐讓他們活得更安心｡  繼往開來﹐憑著實力雄厚､  堅穩的分紅 

帳戶﹐和永明共利保障及累計兩項壽險﹐我們定能繼續為客戶達成 

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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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金融﹕實力雄厚､  歷史悠久

1992 1998 1999 2000
永明全球的 

現行壽險﹐ 

超越三千億元

大關｡ 

1 月 27 日﹐永明宣佈 

公司非共有化｡  整個過程 

由策劃､  批准以至執行﹐ 

則在隨後兩年完成｡ 

12 月 15 日﹐ 

合資格的投保人 

正式批准公司 

非共有化｡ 

3 月 23 日﹐永明金融有限公司首次公開
在多倫多（TSX）和紐約（NYSE）證券
交易所招股（IPO）﹐而翌日更在菲律
賨證券交易所（PSE）上市｡ 

永明分紅帳戶

2012 年財務亮點

永明共利保障及累計兩項壽險均

為終身保單﹐投保人有機會賺取

分紅帳戶中的資產回報﹐更可 

共享同組保單有利的投保人 

實際身故數目和理賠費用｡ 

本章節提供永明分紅帳戶開放和

封閉兩個組別1的詳情﹐而明信

分紅帳戶（Clarica Participating 

Account2）則不包括在內｡ 

  我們能夠協助客戶達成終身財務保障﹐全憑雄厚的實力和充裕的資本｡   

而永明獨有的方針﹐更讓我們一直以來在財力和兌現財務承諾兩方面皆 

紀錄優良｡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永明分紅帳戶的總資產值及盈餘超過七十六億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永明分紅帳戶的現行保單約有四十萬份｡ 

  在 2012 年間﹐永明分紅帳戶一共支付了約一億一千一百萬元的身故金﹐ 

堅守我們對投保人的承諾｡ 

  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獲各大評級 

機構不斷授予優等評級3｡  我們根基堅穩﹐ 

全憑雄厚的資本實力､  多元化的商業模式 

和優良的風險管理方針｡  亦全賴堅穩的 

根基﹐我們得以兌現對客戶的承諾｡ 

永明分紅帳戶﹕實力雄厚､  穩定質優

1  在永明金融公司非共有化計劃（Plan 
to Demutualize）中﹐封閉組（Closed 
Block）又稱為轉換前個別分紅副基金
（Pre-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Closed Sub-Fund）﹐而開放組（Open 
Block）則叫作轉換後個別分紅副帳戶
（Post-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Sub-Account）｡ 

2   在加拿大﹐永明把明信人壽保險公司
（Clarica Life Assurance Company）及 

其前身所發的保單﹐歸在另立的分紅 

帳戶｡  而由永人壽保險公司簽發的保單﹐

則歸於獨立的分紅帳戶｡ 

3   要查閱評級詳情﹐請瀏覽﹕www.sunlife.ca



2006 2009 2010
永明每年收入超越 20  
億元｡  永明金融更連續

第 3 年獲選全球可持續
企業百強（Global 100 Most 
Sustainable Corporations in the 
World）｡  百強獎是為 

表揚企業在社會､  環保

的貢獻和策略管理方面

的卓越成就而設｡ 

全球金融風暴期間﹐ 

永明金融在各國保險 

公司中排最穩健之列﹐

業務並持續發展｡ 

永明金融在 3 月好事成雙﹐ 

既是公司自 1865 年 3 月 18 日 

成立的一百四十五周年紀念﹐

又適逢是公司自非共有化､   

正式上市的十周年紀念｡ 

永明分紅保單回報可觀﹐全賴著重長線的投資策略､  龐大且根基穩固的分紅帳戶量和審慎的管理思維｡  此外﹐ 

我們更運用平穩化技巧﹐令分紅比例利率傾於比市場較穩定和起伏較少｡ 

  永明金融的分紅壽險歷史悠久｡  自 1877 年至今﹐我們更每年皆有派發保單紅利｡ 

  僅在 2012 年間﹐我們一共派發了一億七千四百九十萬元保單紅利﹐其中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是給開放組保單的 

分紅｡ 

  2013 年的分紅比例利率是7.15%﹐和2012 年相同｡4

  過去五年和十年的平均分紅比例利率﹐均為 7.8%｡ 

  過去廿五年的平均分紅比例利率均是 8.9%｡ 

  分紅與否及管理保單紅利的準則﹐兩者皆由公司董事會酌情決定｡  我們

必須按所訂立的準則﹐公平地處理組內可分配紅利﹐以及紅利如何分配

給各別保單｡ 

  在 2012 年﹐永明分紅帳戶的投資開支是 11.6 個基點（basis points）｡   

在開支中﹐管理組合的房產成份佔相當大的比例｡ 

分紅保單紅利﹕長線的價值

備註﹕

  分紅比例利率不獲保證﹐決定利率的因素亦 

變動不定｡  所引的分紅比例利率並非產品未

來表現的估計或保證｡ 

  分紅比例利率是基於永明分紅帳戶的組合 

收益率﹐並考慮盈餘水平､  短期預計回報等 

其他因素而定｡  我們更運用平穩化技巧﹐ 

讓分紅比例利率長線更穩定｡ 

  分紅比例利率只是計算給各別保單分紅比例的

因素之一﹐分紅多少還須看客戶年齡､  保單 

供款期和產品類別｡  其他則因素包括死亡率､  

支出､  稅項和保單失效等｡ 

  平穩化技巧（smoothing）是把不同時間段的 

盈虧﹐用數年時間來攤銷（amortizing）｡   

這做法有助分紅比例利率長線更穩定｡ 4  永明分紅帳戶的分紅比例﹐適用於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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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壽險是甚麼﹖

分紅壽險的保費､  現值（cash values）及保險金

（death benefit）均獲保證﹐永明共利保障及累計 

兩項壽險便是最佳例子﹐風險由投保人與保險公司 

共同承擔｡  投保人既然分擔風險﹐當所屬保單組別 

表現比預期為佳時﹐亦有機會分享成果｡ 

永明金融以保守､  長線的角度來衡量共同分擔的 

風險﹐並依它來決定分紅保單的保證現值｡  所衡量的

風險因素包括投資回報､  死亡率､  支出､  稅項､  通

脹及保單失效率等｡ 

我們每年會比較估值的實際表現和預計未來表現 

如何｡  如果表現比預期好﹐所生的利潤便會歸入 

分紅帳戶｡  如果表現較估值差﹐利潤則會減少｡   

分紅壽險的原理是甚麼﹖

我們把從分紅保單收來的保費﹐存入所屬組別的分紅

帳戶﹐並使用部分存款來應付保險金和支出｡  餘額會

保留在帳戶內﹐用作投資債券､  股票､  房產和其他 

項目｡  我們的大原則﹐是盡力確保投資增值足以應付

支出和現在､  未來的保險金｡  如果帳戶表現比 

預期好﹐所生的利潤便可用作分紅｡ 

保單紅利由甚麼來決定﹖

分紅保單的紅利﹐取決於實際表現與估值的差別﹐ 

而估值則按我們與投保人共同分擔的主要風險 

而定｡  所考慮的風險因素有分紅帳戶的投資 

回報､  死亡率､  支出､  通脹及保單失效率等﹐ 

其中以投資回報最影響分紅多少｡    

各別保單分紅多少﹐還須看客戶年齡､  紅利選項､   

供款期長短､  產品類別和何時投保等因素｡   

分紅比例利率有甚麼作用﹖

保單紅利以投資回報為最重要成分﹐亦是決定一個 

保單組別分紅比例的重大因素｡  分紅比例利率是基於

永明分紅帳戶的組合收益﹐並考慮短期盈餘水平和 

預期回報等因素｡  我們更運用平穩化技巧﹐讓分紅 

比例利率長線更穩定｡   

分紅比例利率變動會有甚麼 

影響﹖

保單紅利多少受多個因素影響﹐分紅比例利率變動 

便是其中之一｡  分紅壽險的大原則﹐是投保人和保險

公司共同承擔風險﹐而因素之間此消彼長﹐則可以 

互相抵銷｡  例如分紅比例利率下降而死亡率比預期 

優勝﹐利率降勢便會較和緩｡    

要了解分紅比例利率怎樣影響長線紅利額﹐請參考 

壽險陳述（illustration）附有的分紅比例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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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所有分紅保單的紅利額皆

相同﹖

不是｡  我們按保單類別､  何時投保､  投保人性別和 

抽煙與否等因素﹐把保單分組｡  而每組的實際表現﹐

則決定組內可分配的紅利有多少﹐這做法稱為貢獻 

原則（contribution principle）﹐是加拿大壽險業用來

確保分紅帳戶的利潤﹐得以在各組別之間公平分配的

方法｡ 

每組保單各有自己的分紅比例﹐用來決定組內可分配

的利潤﹐有多少可以用來分紅｡   

紅利並不獲保證﹐而帳戶投資表現､  保險金多少､   

支出多少與其他保單轉變﹐則會令分紅比例有所 

變動｡ 

一經分紅﹐紅利便是既得（vested）﹐除非投保人 

另有安排（例如按抵消保費安排來供款）﹐否則所得

不會波動或消失｡  舉紅利選項中的繳清加保為例﹐ 

紅利會按安排用來加買另一重繳清永久壽險﹐而 

這重加保又可獲分紅｡   

開放與封閉組有甚麼分別﹖

公司非共有化時﹐我們把之前所發的分紅保單自成 

一組﹐存於副帳戶中｡  我們稱這組保單為封閉組5｡   

我們希望把所有封閉組的收益﹐以紅利方式全數派發

給該組的投保人｡  我們希望最終所有該組的投保人﹐

皆能平均獲配紅利｡   

公司非共有化後所發的分紅保單亦自成一組﹐存於 

副帳戶中｡  我們稱這組保單為開放組｡  永明和明信 

分別在非共有化後﹐在本國停售分紅保單﹐所以開放

組比封閉組小得多｡  開放組內的收益獲區分處理｡ 

開放組和封閉組的實際表現 

相同嗎﹖

由於開放組和封閉組的資產會組合在一起來處理﹐ 

所以兩組的實際表現也相同﹐即兩組的分紅比例息率

一致｡ 

分紅帳戶的利潤﹐會轉帳給 

股東嗎﹖

股東轉帳（shareholder transfer）只適用於開放組 

獲發的紅利﹐而封閉組則不設股東轉帳｡  可用於股東

轉帳的開放組利潤﹐受法律規定限制｡  在 2012 年﹐ 

股東轉帳的上限是開放組獲發紅利的 2.76%﹐相當於 

大約 $30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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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老到﹕

在風險與回報間取得平衡

永明金融的分紅壽險歷史悠久﹐ 

管理分紅帳戶資產的經驗老到﹐ 

管理資產總值超過一百八十億 

元6﹐其中七十六億元以上便屬於 

永明分紅帳戶｡  我們平衡風險與 

回報的做法﹐與整體企業“風險

有度､  堅實回報”的理念同出一

轍｡  這理念更貫切在公司願景､   

宗旨和客戶價值主張三方面｡   

要競爭力強又要盈利可觀､  財力 

雄厚﹐如何進取之餘又把風險 

妥為管理非常重要｡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永明分紅帳戶開放組別的資產總值為 

二億三千八百萬元﹐其中四千九百萬元是盈餘｡  我們在公司非

共有化後在本國簽發的分紅保單﹐均由這些資產作為後盾｡ 

永明分紅帳戶開放組別財務概況

以下是永明開放組別在 2010 至 2012 年的盈餘升降表

6  數字為永明在加拿大的分紅帳戶總值﹐ 

包括永明和明信分紅帳戶在內｡ 

7  由開放組別轉帳往股東帳戶的款額﹐ 

屬法例容許的上限｡  在 2012 年﹐最高 

轉帳額是該年開放組別分紅的2.76%﹐ 

相當於大約 $307,000 左右｡ 

永明開放組別
（以百萬加元計）

2012 2011 2010

年初盈餘 49 48 44

貨幣及國際財務報告的標準調整 - 1 - 

保單分紅前的利潤淨值 11 6 8

減保單分紅總額 11 6 4

股東轉帳7 - - -

其他轉帳 - - -

年末盈餘 49 49 48

總資產值 238 223 211

總負債額 189 174 163

永明獲准從分紅帳戶轉款往股東帳戶﹐轉帳額受聯邦法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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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累月﹐表現強勁

永明分紅帳戶的資產﹐由永明投資管理團隊負責｡  團隊更監察整體資產組合﹐確保遵從董事會定下來的 

投資指引｡ 

審慎的投資方針

我們的投資組合多元化､  質量高﹐取捨以調研為根據﹐並由超過二百名富經驗的專才和支援員負責｡  簡而 

言之﹐我們只會知清楚才買﹐並確保投資無論在行業､  公司､  資產類別和金融工具各方面均多元化｡ 

積極管理風險

我們在辨別､  衡量､  監察和管理風險各方面﹐皆非常謹慎並持之有恆｡  永明金融能夠躋身全球頂尖壽險機構 

之列﹐全憑堅穩的投資及風險管理措施｡  我們的產品多樣化﹐全球收入來源眾多﹐這有助減輕特定行業和 

地域市場不景帶來的衝擊｡ 

永明分紅帳戶﹕穩定度高

以下圖表把永明分紅帳戶分紅比例利率的穩定程度﹐與十年期加國聯邦債券､  標準普爾／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S&P/TSX）指數､  五年期保證投資券（GIC）等回報﹐以及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比較｡    

*Sun Life Par Account 2011 rate applicable from April 1, 2011 to March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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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永明分紅帳戶開放及封閉組的紅利息率｡ 

-  投保人紅利的投資部分﹐是根據分紅比例利率而定﹐而利率則根據分紅帳戶的資產回報而定｡  資產回報以分紅帳戶的債務資產作支持﹐ 

回報並經平穩化處理｡ 

-   分紅比例利率不獲保證﹐所據的因素亦變動不定｡  所列的利率不能視作產品未來表現的估計或保證｡ 

- 加國聯邦債券的回報﹐以到期收益率面值計算（nominal yields to maturity）｡  資料來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122486）｡ 

-  S&P/TSX 綜合指數的回報﹐包括股息再投資在內｡   

- 五年期保證投資券數據﹐以到期收益率面值計算｡  資料來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122526）｡ 

- 消費價格指數取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41690973）｡ 

2013 年的分紅利率﹐適用於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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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回報往績（截至 2012 年 12 月止）
永明分紅帳戶 
紅利息率

十年期 
加國聯邦債券

S&P/TSX 
總回報

五年期 
GIC

消費者價格 
指數

一年（2012） 7.15 2.33 7.19 1.65 0.83
五年 7.8 3.4 3.6 2.1 1.6
十年 7.8 4.3 11.1 2.6 1.8
廿五年 8.9 6.3 9.7 5.1 2.3
自 1988 年來的標準差 1.3 2.4 16.7 2.7 1.3

上頁圖表的紅利息率經平穩化處理﹐投資組合升跌對分紅比例的影響較和緩｡  平穩化技巧有助中和市場短期 

波動對分紅比例表現的衝擊｡   

因此﹐分紅比例傾於比市場較少反覆與極端｡  分紅比例利率較實際息率及股市的跌速一般會較慢｡  但同一 

道理﹐當行情走俏時﹐分紅比例利率的升速也會較慢｡  所以﹐分紅帳戶的回報﹐普遍不會經歷市場本身起跌的

頂峰或最低點｡   

以下圖表顯示了永明分紅帳戶的穩定程度｡    

備註﹕ 

- 永明分紅帳戶開放及封閉組的紅利息率｡ 

-  投保人紅利的投資部分﹐是根據分紅比例利率而定﹐而利率則根據分紅帳戶的資產回報而定｡  資產回報以分紅帳戶的

債務資產作支持﹐回報並經平穩化處理｡ 

-  分紅比例利率不獲保證﹐所據的因素亦變動不定｡  所列的利率不能視作產品未來表現的估計或保證｡ 

- 加國聯邦債券的回報﹐以到期收益率面值計算｡  資料來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122486）｡ 

-  S&P/TSX 綜合指數的回報﹐包括股息再投資在內｡ 

- 五年期保證投資券數據﹐以到期收益率面值計算｡  資料來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122526）｡ 

- 消費者價格指數取自加拿大統計局（CANSIM 系列 V4169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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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資產組合多元化

永明金融以長線投資的觀點來管理分紅帳戶﹐非常重視流動資金的穩定性｡  我們所投資的類別包括債券､  房貸

和股票﹐而私募固定入息和商用房產等項目﹐皆符合永明分紅帳戶的長線目標｡ 

政府及企業債券﹕公用債券組合包括政府及企業發行的債券﹐無論在發債單位所在地､  行業､  投資素質和 

到期日期均多元化﹐組合的整體質量亦非常高｡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所持項目九成九達投資級別 

（BBB 以上）｡ 

私募固定入息類﹕另一高質､  多元化的組合﹐投資於長期債項和租賃貸款｡  資產屬高度量身訂造﹐好處是 

投資收益多較評級相近的公用發債優勝｡ 

股票﹕股票組合以標普多倫多指數表現為基準來投資｡   

商業房貸﹕商業房貸組合多元化﹐包括零售､  多住宅､  商業及工業等各類別｡  組合不但質量高﹐挑選項目時

更按風險來調整預期回報﹐務求所選項目皆物有所值｡ 

房產﹕我們的房產組合亦十分多元化﹐不但工商､  零售和多住宅物業皆有﹐項目更遍佈全國各大城市｡ 

永明分紅帳戶的管理方針﹐ 

是以滿足投保人的長線需要為

依歸﹐以卓越､  穩定的回報為

目標｡ 

我們成功的兩大基石﹐是資產類別及項目均 

多元化﹐以及在長線投資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資產組合及投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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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指引堅實､  並獲嚴格遵從

分紅帳戶中每個資產類別皆有投資指引﹐指引顧及範圍包括長線目標､  負債額､  資金流動性和息率風險｡  指引

若要修改﹐必須得董事會同意｡   

現金及短期投資﹕

1.2 %

政府債券﹕16.6 %

企業債券﹕19.2 %

私募固定收益類﹕16.9 %
商業房貸﹕11.0 %

股票﹕16.8 %

房地產﹕18.3 %

房產項目有助平衡分紅帳戶的通脹風險﹐項目並由永明內部的房產團隊和我們的物業

管理租賃伙伴負責｡  我們的本國房產組合工商､  零售和多住宅物業皆有﹐項目更遍佈 

全國各大城市﹐非常多元化｡  組合中大部分是高質､  沒有用作衍生投資的出租物業｡   

房產組合的目標﹐是提升永明分紅帳戶的整體收益﹐表現要更勝其他資產類別｡ 

私募固定入息項目由永明內部的私募固定入息團隊管理﹐團隊是全國最大的私募 

配售隊伍﹐為市場公認的翹楚﹐同行中屬最活躍的一群｡  由於私募投資的議協和量身訂造

度高﹐所以較評級相近的公用證券收益超卓得多｡  我們挑選私募配售項目時﹐要求項目在 

息差及條件均較公用債券優勝﹐更要求項目能夠把組合多元化｡  永明分紅帳戶的競爭優勢 

超凡﹐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分紅終身壽險﹕資料數字面面觀   |  13

到期年期

永明的固定入息投資﹐到期年期多元化﹐平衡了局限在少數現行息率的弊處｡  例如﹐假若把債券組合的

一半投資﹐放在未來五年不同年度到期的債券﹐我們便可利用各現行息率來促進五年整體息率﹐毋須 

低息環境中孤注一擲｡ 

百萬元 百分比 投資指引

短線投資    

現金及短期項目﹕ 96 1.2% 0% - 5%

短線投資總額 96 1.2%  

定期入息    

公用債券  32% - 49%

政府債券 1,277 16.6%  

企業債券 1,475 19.2%  

私募固定入息 1,298 16.9% 5% - 20%

商業房貸   

有保 274 3.6% 2% - 7%

無保 576 7.4% 2% - 13%

固定入息總額 4,900 63.7%  

非固定入息    

股票 1,292 16.8% 11% - 21%

房產 1,409 18.3% 12% - 22%

非固定入息總額 2,701 35.1%  

投資總額 7,697 100%  

保單貸款 735  

其他資產8 16  

分紅資產總額 8,448   

所有數字為 2012 年 12 月 31 日市值﹐應計利息不包括在內｡   

8  其他資產包括應收帳項､  預繳支出和其他資產雜項｡    

永明分紅帳戶資產組合（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以百萬元計）

永明分紅帳戶固定入息投資的到期年期比例（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到期年期 5 年內 5 至 10 年 10 至 15 年 15 至 20 年 20 年以上 總百分比

公用債券 34.2% 23.4% 6.5% 7.2% 28.7% 100%

私募固定入息 15.7% 29.0% 16.7% 20.4% 18.2% 100%

房貸 38.5% 35.6% 15.7% 7.5% 2.7% 100%

固定入息類總百分比 30.2% 26.9% 10.8% 10.7% 2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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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量

資產質量對分紅帳戶的長線表現亦很有影響｡  永明分紅帳戶債券組合的整體質量高﹐所持項目九成九達投資 

級別｡  我們不但挑選項目時按風險來調整預期回報﹐更選擇 A 級及 AA 級項目﹐務求回報更理想｡ 

永明分紅帳戶高質資產比例（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止）

死亡率及開支管理

死亡率趨勢成型需時﹐所以死亡率的實際表現﹐對分紅帳戶收益的影響也較漸｡  過去數年，死亡率下降﹐會令

我們的保單在死亡率實際表現上比預期好﹐有助提升永明分紅帳戶收益及利於分紅｡ 

支出包括管理､  開發和推廣保險產品的開銷｡  我們能夠把支出﹐按分紅比例來控制和減低﹐正好反映出永明

的開支管理慎密｡ 

資產評級 公共債券 私募配售 總百分比

AAA 16.6% 1.5% 11.8%

AA 27.3% 15.1% 23.4%

A 43.0% 48.4% 44.7%

BBB 12.4% 34.9% 19.6%

BB 以下 0.7% 0.1% 0.5%

總百分比 100% 100% 100%

1920-22 1930-32 1940-42

年份

1950-52 1960-62 1970-72 1980-82 1990-92 2000-02 2007-09
50

55

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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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加拿大出生人口人均壽命的數據來源﹕加拿大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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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監督分紅

永明董事會每年最少檢討一次是否分紅﹐以及採用 

甚麼分紅比例｡  永明金融委派的精算師會按專業守則

及常規﹐向董事會建議是否分紅﹐而董事會檢討過 

書面報告後便會公佈紅利｡  書面報告包含由該精算師

簽署的意見書﹐聲明是按永明金融紅利方針來作 

建議﹐公平對待所有投保人｡ 

分紅帳戶獨立保管

法例規定公司必須以獨立帳戶﹐把分紅保單與非分紅

帳戶､  其他業務等分開管理｡  所以永明金融分紅 

帳戶﹐只作記錄分紅保單的資產､  債務､  保費及其他

收益之用｡    

保單紅利與股息有甚麼分別﹖

保單紅利與股息並沒有必然關係｡  保單紅利由公司 

分紅帳戶的實際表現來決定﹐紅利向保單有持人 

派發｡  股息則基於公司的整體表現﹐包括其他所有業

務的利潤，而股息則股東向派發｡  正因為兩者沒有 

必然關係﹐所以有可能同一年中保單紅利下降而公司

股息則上升｡  相反來說﹐亦有可能同一年中保單紅利

上升而股息下降｡   

要了解永明金融的保單紅利和分紅帳戶的管理方針﹐請瀏覽﹕ 

www.sunlife.com >About us> Policies & publications > Participating and adjustable 

policyhold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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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分紅保單投保人利益

請索閱 Understanding Sun Par Protector and Sun Par 

Accumulator policyholder dividends 冊子﹐了解保單紅利

詳情和分紅壽險的原理｡  有關分紅壽險原理的詳情﹐

請索閱“分紅壽險指引”（Your guide to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TM Trusted Brand 為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的註冊商標｡ 

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為永明金融機構集團的成員｡ 

© 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2013｡ 

870-3827-06-13

驕陽永明﹐人生更燦爛 

有所疑問﹖我們樂意幫忙｡    

現在便與顧問聯絡﹐進一步了解永明金融吧﹗
查詢資訊及資源詳情﹕瀏覽 www.sunlife.ca  |  致電 1 877 SUN-LIFE/ 1 877 786 5433

我們致力助你達成終身財務保障｡ 

為什麼永明金融的共利壽險是明智之選﹖

因為永明金融不但是跨國的金融服務業翹楚﹐而且更有超過一百四十五年從事共利壽險的經驗｡  我們早在  

1871 年已發出第一份共利壽險保單﹐而自 1877 年至今﹐更每年皆向保單持有人分紅｡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永明的現行分紅保超過一百四十萬份﹐面值高達九百四十億元﹐而永明分紅帳戶的 

資產總值亦超過一百八十億元｡  這些帳戶根基穩固､  管理完善﹐全賴風險管理方針審慎得宜｡  對我們的整體 

盈利､  市場競爭定位和長線財務活力皆非常重要｡    

我們為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種類繁多的保障和財富累積產品｡  在過去的一百四十年多﹐永明機構集團一共 

協助了全球數百萬客戶﹐達成終身財務保障﹐讓他們活得更安心｡  繼往開來﹐我們定能繼續為客戶達成心願｡ 

永明金融的宗旨﹐是為客戶提供切身､  切實的建議﹐並鼓勵您未雨綢繆﹐供應工具讓您創出自己的天地｡  永明

金融的客戶足足有六百萬國民之多﹐承蒙信賴﹐我們得以為他們提供產品､  專業知識和掌握自己財程的信心﹐

讓客戶建立根基扎實的財務計劃並付諸實行｡  您也來加入我們的客戶大家庭吧｡ 

在過往一百四十五年多以來﹐永明金融一直在金融服務業界深受信賴｡  我們更在讀者文摘  

2013 年度的備受信賴品牌大獎（Trusted Brands™）民調中﹐連續 4 年獲選為加拿大 

最受信賴的壽險公司品牌｡ 
VOTED #1 BY CANADIANS

LIFE INSURANCE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