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红终身寿险

骄阳永明，人生更灿烂

资料数字面面观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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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金融

您的分红 
终身寿险首选
永明金融的悠久历史和对客户 

的忠诚服务承诺，令我们成为加拿大 

金融服务业中的佼佼者。

永明金融的使命是助您达成终身的财务保障。当您与我们 

并肩合作，您将与五分之一的加拿大国民一样，相信我们

有能力提供他们所需的专业意见、产品和知识，来帮助

他们自信地建立坚实的财务计划，并付诸实施。

1871 1882 1893 1899
The Sun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在蒙特利尔开业， 

最初的股东共投资  
5 万元现金。

公司易名为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永明在英国开业。 永明拓展环球市场，包括 

中国、香港、日本、印度、 

南美、百慕达，以至遍布 

西印度群岛。

永明金融：实力雄厚、历史悠久



资料数字面面观 3

永明分红保障寿险 II (Sun Par Protector II)、永明分红累积寿险 II (Sun Par Accumulator II) 和永明分红增速

寿险 (Sun Par Accelerator) 都是分红终身寿险方案，来帮助满足加拿大国民的长期储蓄和保障需求。在制定这 

三项产品时，我们除了提供寿险保障协助国民取得更灿烂的财务前景外，更让他们有机会从加拿大最强健之一的

分红账户 (participating accounts) 赚取保单红利 (policy owner dividends)。

您是否知道？

永明金融经营分红寿险的历史悠久。在 1871 年创业时，我们便知道分红寿险对客户的重要性。自 1877 年至今， 

我们每年都宣派保单红利。

规模庞大
投资资产近 210 亿元，当中永明分红账户 (Sun Life 

Participating Account) 约占 91 亿元。

忠诚客户
超过 130 万分红保单持有人，其中 40 万是在永明 

分红账户内。

悠久历史
永明金融分红账户的历史超过百年。这让账户内的 

投资能均衡涵盖我们在近期和过去 30 年间购入的 

资产。

多元分散
永明金融分红账户不但资产项目多样化，而且类别 

繁多，包括私募固定收益和商业房地产。

我们的企业风险管理方针是风险有度、坚实回报。 

这是我们的企业愿景、宗旨和客户价值的核心。 

这个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和承担理念，对我们的 

整体盈利、市场竞争定位和长期财务活力，都是非常 

重要的。

永明金融在过去 150 多年，一直是金融服务界内 

深受信赖的品牌之一，协助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客户， 

取得终身财务保障。展望未来，本着我们强健稳定的 

分红账户，以及主导市场的三大分红产品：永明分红 

保障寿险 II、永明分红累积寿险 II 和永明分红增速 

寿险，我们定能继续为客户达成心愿。

1914
举世闻名的 Sun Life Building  
在蒙特利尔动工。这项地标在 

当时，属于大英帝国中最大型 

的建筑，最后一期在 1933 年 

完工。

1919
永明在加拿大公司 

中创先推出团体 

保险。数年内，永明 

的团体计划更遍布 

北美，地位举足 

轻重。

1940
英国央行开始使用在 

蒙特利尔 Sun Life 
Building 内，深入地下 

三层的金库，收藏价值 
50 亿元的外国证券。

1956
永明进入医疗和意外

保险业务。

1962
永明购回总值  
6 千 5 百万元的 

股票，成为投保人 

拥有的相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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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永明分红账户

财务亮点
永明分红保障寿险 II、永明分红累积寿险 II 和永明分红增速寿险 都是永久的分红终身寿险，保单持有人有机会

赚取分红账户中的资产回报，更可以共享同组保单中，有利保单持有人的死亡率和费用支出的经验盈余。

本章节提供永明分红账户开放 (Open Block) 和封闭组块 (Closed Block)1 的详情，而明信分红账户 (Clarica 

Participating Account) 则不包括在内2。

强健稳固： 

永明分红账户
> 我们作为拥有雄厚实力和充裕资产的公司，有能力协助客户达成终身财务保障。受惠于永明独有的方针，我们

得以在财务实力和兑现财务承诺这两方面，一直创有优良的纪录。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明分红账户包括盈余在内的总资产值约达 91 亿元。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明分红账户的有效分红寿险保单约有 40 万份。

> 在 2016 年，永明分红账户支付了约 1 亿 5 千 6 百万元的身故赔偿，坚守了我们对分红保单持有人的承诺。

>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不断获得各大评级机构的优等评级3。 

我们以雄厚的资本实力、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和优良的风险管理实践，奠下坚稳的根基，并兑现对客户的承诺。

1 在永明金融公司的股份化计划中，封闭组块 (Closed Block) 又称为转换前的个体分红封闭子账户 (Pre-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Closed  

Sub-Fund)，而开放组块 (Open Block) 则是转换后的个体分红子账户 (Post-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Sub-Account)。
2 在加拿大，永明把明信人寿保险公司 (Claric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和其前身所发的保单，归在另立的分红账户。而原本由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签发 

的保单，则归于独立的分红账户，称为永明分红账户。
3 要了解我们的评级细节，请访问 www.sunlife.com。

永明金融：实力雄厚、历史悠久

1992 1998 1999 2000
永明在全球的 

有效寿险保单，

超越了 3 千亿元

大关。

1 月 27 日，永明宣布有意 

将公司股份化。整个过程 

由策划、批准以至执行， 

在其后两年完成。

12 月 15 日，有资格的

保单持有人批准公司

股份化计划。

3 月 23 日，永明金融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在多伦多 (TSX) 和纽约 (NYSE) 
证券交易所上市，翌日在菲律宾证券

交易所 (PSE)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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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明金融分红保单的分红比例适用于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长期的价值

分红保单红利

永明金融采用长线投资策略，结合庞大卓越的分红账户和审慎的管理思维，为分红保单持有人带来可观回报。 

此外，我们更运用了平滑技术 (smoothing techniques)，令分红比例利率相比股票市场更为稳定和较少波动。

> 永明的分红寿险历史悠久。自 1877 年至今，我们每年都宣派保单红利。

> 在 2016 年，我们一共派发了 2 亿 8 千 7 百万元的保单红利，其中 1 亿 6 百万元是发给开放组块的 

分红保单。

> 2017 年4 的分红比例利率是 6.25%。

> 过去 5 年和 10 年的平均年度分红比例利率，分别为 6.9% 和 7.4%。

> 过去 25 年的平均年度分红比例利率是 7.9%。

> 永明金融董事会将酌情决定对分红保单持有人分派红利，并且制定管理分红保单红利的守则。我们必须 

按照所订立的守则，公正地管理可分配的红利总额，并将其公平分配给个别保单持有人。

> 在 2016 年，永明分红账户的投资开支是 13 个基本点。开支中的大部分比例用于管理组合的房地产成份。

备注：
> 分红比例利率不获保证，决定利率的因素亦变化不定。分红比例利率并不是产品未来表现的估算或保证。

> 分红比例利率是基于永明分红账户的投资组合收益，并考虑盈余水平、短期预计回报等其他因素而定。我们更运用了平滑技术， 

让分红比例利率在长线上更稳定。

> 分红比例利率只是我们用以计算个别保单分红比例的众多因素之一，分红额度是根据客户年龄、保费供款年期和产品类别而定。 

其他因素还包括死亡率、费用支出、税项和失效保单等。

> 平滑技术是指把多年的各项投资盈亏进行摊销的过程。这做法有助于分红比例利率在长线上更稳定。

2006 2009 2015
公司每年收入超过 20 亿元。 

永明金融更连续第 3 年获选为

全球可持续的百强企业之一。

该奖表扬企业在社会、环保和

策略管理实践的卓越贡献。

全球金融风暴期间， 

永明金融在全球的保险

公司中，排名最稳健 

之列，业务持续发展。

永明金融在 3 月好事成双， 

既是公司于 1865 年 3 月 18 日 

成立的 150 周年纪念，又适逢 

是公司股份化、正式上市的 15  
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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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保单红利与

分红寿险

分红寿险是什么？

分红寿险产品例如永明分红保障寿险 II、永明分红 

累积寿险 II 和永明分红增速寿险都基于保证的保费、

保证的现金值 (cash values) 和保证的身故赔偿。分红 

寿险的风险由保单持有人与永明金融共同承担。持有人

既然分担风险，当所属分红保单组别的表现比预期 

好时，便有机会分享成果。

永明金融以一套保守的长线假设，来衡量与保单持有人

共同分担的风险，并按此来决定分红保单的保证价值。

衡量的风险因素包括投资回报、死亡率、费用支出、 

税项、通胀和失效保单等。

我们每年会把所作的假设，与实际结果和未来预测 

结果做一个比较。如果结果好于我们的假设，产生的 

收益便会归入分红账户。如果结果较预期差，收益便会

减少。

分红寿险如何运作？

我们把从分红寿险收来的保费，存入一个独立的分红 

账户，并使用部分款项，来支付例如身故赔偿和费用 

开支等保险赔偿。余额则保留在分红账户内，用作投资

债券、股票、房地产和其他项目等。我们的目标是尽力 

确保分红账户的增值足以支付费用支出，以及保单内 

对保单持有人承诺在现在和未来的保险福利。如果 

分红账户表现比预期好，产生的收益便可用来派发 

保单红利。

保单红利由什么来组成？

分红保单的红利，由实际经验与我们对一些主要风险 

所作假设的差别来决定。分红保单持有人共同分担的 

主要风险包括分红账户的投资回报、死亡率、费用 

支出、通胀和失效保单等，其中以投资回报是组成保单

红利的最大部分。

影响个别保单红利的因素还包括客户年龄、红利选项、

保费供款年期、产品类别和购买时间。

分红比例利率的作用是什么？

投资回报是保单红利的最重要成分，也是决定整个保单

组别的分红比例的重大因素。分红比例利率是基于永明

分红账户的投资组合收益，并考虑盈余水平和近期预期

回报等因素。我们更运用平滑技术，让分红比例利率在

长线上更稳定。

分红比例利率变动会有什么影响？

分红比例利率的变动是影响分红保单日后派发红利的

因素之一。分红寿险其中一大原则是保单持有人和保险

公司对一些主要假设共同承担风险，而因素之间此消 

彼长，则可以互相抵销。例如死亡率优于预期的收益 

也许可以用来中和部分分红比例利率下降带来的 

影响。

要了解分红比例利率怎样影响长期红利价值，请参阅 

随您寿险解说附上的分红比例下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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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所有分红保单的 

红利额度都相同？

不是。我们把分红保单按保单类别、购买时间、受保人 

性别和吸烟与否等因素来分组，然后按每组的经验来 

分配红利，这做法称为贡献原则 (contribution 

principle)。加拿大的人寿保险公司通常使用该原则， 

以确保在各分红保单持有人组别中公平的分配红利。

每组保单各有其分红比例，用来决定如何把盈利收入 

以红利形式分配给各保单持有人。

红利不获保证，而分红账户的投资表现、支付的赔偿 

金额、费用支出以及其他与保单有关的变动，都会令 

分红比例有所改变。

必须谨记的一点，保单红利一经记入保单持有人名下，

便属既得性质，其价值不会浮动，也不会被收回，除非 

保单持有人另有安排 (例如，在保费抵免选项中以 

红利来支付保费) 。举例说明，如果保单持有人在 

红利选项中，选择了增额缴清保险 (paid-up additional 

insurance)，红利将被用来购买多一重的永久分红缴清

保险，而这重加保可以有资格分红。

开放与封闭组块的分别？

当公司股份化时，我们把股份化之前签发的分红保单 

自成一组，放入其独立子账户中，称为封闭组块5。随着

时间推移，我们将会把封闭组块的收益，以保单红利 

方式全数派发给该组的分红保单持有人。我们的目标 

是把保单红利随着时间做出公平分派。

在公司股份化后签发的分红保单则放入一个独立的 

子账户，称为开放组块。永明和明信在公司股份化后 

不久，在加国停售分红保单，所以开放组块比封闭组块 

小得多。各个开放组块的收益，是分开来管理的。

开放组块和封闭组块的 

投资经验相同吗？

由于开放组块和封闭组块的资产会汇合在一起来处理，

所以两组的投资经验也相同，即两组的分红比例利率 

一致。

分红账户的收益如何转给股东？

股东转账只适用于开放组块保单持有人获发的红利， 

封闭组块不设股东转账。法律规定了从开放组块转给 

股东的收益额度，2016 年的股东转账上限是该年 

派发给开放组块的红利的 2.73%。2016 年的金额是 

$2,904,861。

5  在永明加拿大公司的股份化计划中，封闭组块 (Closed Block) 又称为转换前的个体分红封闭子账户 (Pre-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Closed  
Sub-Fund)，而开放组块 (Open Block) 则是转换后的个体分红子账户 (Post-Conversion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Sub-Account)。



分红终身寿险8

经验的价值
平衡风险与回报

永明金融的分红寿险历史悠久，管理分红账户资产的经验丰富，管理资产总值近 210 亿元6，其中约 91 亿元属于 

永明分红账户。我们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做法，根基于整体企业 “风险有度、坚实回报” 的管理理念。这理念更是 

公司发展愿景、宗旨和客户价值的核心。承担风险和妥善管理的能力，对保持可观盈利、雄厚财力和市场竞争定位

是非常重要的。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明分红账户开放组块的资产总值为 9 亿 5 千 2 百万元， 

其中 2 亿 6 千 5 百万元是盈余。我们在公司股份化后，在加国签发的分红保单，均由 

这些资产作为后盾。

永明分红账户 

开放组块的财务概况

以下是永明开放组块在 2014 至 2016 年的盈余变动

永明开放组块
2016 2015 2014

期初盈余 3,900 万元 3,500 万元 3,800 万元

货币和国际财务报告的标准调整 — — —

保单分红前的净收益 3 亿 3,500 万元 7,200 万元 3,600 万元

减去保单利红派款 1 亿 600 万元 6,600 万元 3,800 万元

减去股东转账7 300 万元 200 万元 100 万元

其他转账  — — —

期末盈余 2 亿 6,500 万元 3,900 万元 3,500 万元

总资产值 9 亿 5,200 万元 6 亿 4,700 万元 4 亿 2,600 万元

总负债额 6 亿 8,700 万元 6 亿 800 万元 3 亿 9,100 万元

永明获准从分红账户转款往股东账户，转账额度受联邦法例规定。

6 数字为永明在加拿大的分红账户总值，包括永明和明信分红账户在内。

7 按法例容许上限由开放组块转账给股东的款额。2016 年的上限是该年派发给开放组块保单持有人的红利的 2.73%，于 2016 年转账给股东的金额是 

$2,90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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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表现强建

永明的投资管理团队负责管理永明分红账户的资产，监察整体资产组合，确保遵从既定的投资方针。

审慎的投资方针

永明金融的广泛均衡的优质资产投资组合是基于以研究为基础流程，由超过 200 名资深专业人员和辅助员工 

负责。基本上我们只涉猎我们所熟悉的投资，并确保投资广泛涵盖不同的行业、公司、资产类别和金融工具。

积极的风险管理

我们采用一致和规律严谨的方针，以辨别、衡量、监察和管理风险。我们强健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实践令永明金融

跻身全球顶尖寿险机构之列。我们的均衡产品组合和环球收入来源亦有助于减轻个别行业和地域市场不景气 

所带来的冲击。

以稳健著称的永明分红账户

以下图表把永明分红账户分红比例利率的稳定程度，与 10 年期加拿大政府债券、标普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总回报、5 年期担保投资证 (GIC) 回报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作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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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图表包含了永明金融运用平滑技术的影响，以确保投资组合的盈亏效应，得以逐步的传递至分红比例。平滑

技术的运用有助减缓市场短期波动对分红比例表现构成的影响。

因此，分红比例相比市场有较少波动和极端变化。分红比例利率通常比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回落较慢。然而，当 

实际利率或股票市场进入增长期，这些回报也将较慢恢复。所以，分红账户的回报，一般不会达到市场变动所经历

的顶峰或谷底。

以下图表显示了永明分红账户的稳定程度。

截至 2016 年 12 月的历史平均回报
永明分红账户 
分红利率

10 年期加拿大 
政府债券

标普多伦多证券 
交易所总回报

5 年期 
担保投资证

消费者 
物价指数

1 年 (2016 年) 6.75 1.80 20.75 1.42 1.50

5 年 6.90 2.30 8.20 1.60 1.30

10 年 7.40 3.10 4.70 2.00 1.60

25 年 7.90 5.00 8.60 3.70 1.80

自 1991 年以来的标准差 0.90 2.00 16.30 1.90 0.80

备注：
> 分红利率是基于永明分红账户 (开放和封闭组块)。

> 用来决定保单红利的投资组成部分的分红比例利率是根据用来支持分红账户债务资产的平滑回报来决定。

> 分红比例利率不获保证，决定利率的因素亦变化不定。分红比例利率并不是产品未来表现的估算或保证。

> 加拿大政府债券回报是到期的名义收益率，辑自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系列 V122487。

> 标普多伦多综合指数回报包括把股息再投资。

> 5 年期担保投资证回报是到期的名义收益率，辑自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系列 V122526。

> 消费者物价指数辑自加拿大统计局，CANSIM 系列 V4169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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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合
和投资方针

永明分红账户的管理方针，是以满足分红保单持有人的长期需要为依归，以卓越、稳定的回报为目标。

多元化的资产类别和项目，以及长线投资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着重资产组合多样化

分红账户秉承长期的投资理念，并着重稳定的流动资金，永明金融因此能投资在多类不同的项目，包括债券、 

房贷和股票。而投资组合的长期投资项目，例如私募固定收益和商用房地产等项目，都与永明分红账户的 

长期目标相吻合。

政府和企业债券

公共债券组合包括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广泛涵盖不同的地域、行业、投资品质和到期日期。投资组合的质量 

极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组合所持的项目全数达到投资级别 (BBB 或以上)。

私募固定收益

这是个优质的多样化组合，投资于长期债务和租赁贷款。这些资产经过高度量身打造，能为账户带来竞争优势， 

投资收益有潜力超过评级相近的公共发行债券。

股票

分红账户内的股票组合是以标普多伦多指数的表现为投资基准。

商业房贷

商业房贷组合具有多元化，包括零售、多户住宅、办公/商业等各个类别。投资组合品质优越，致力争取合适的 

风险调整回报，务求为分红账户创造价值。

房地产

我们的房地产组合亦十分多样化，汇集办公、商业、零售和多户住宅物业，组合所持项目更遍布加国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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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从健全的投资方针

分红账户中每个资产类别都设有投资方针，以满足我们的分红账户的长期目标、债务、资金流动性和利率风险 

要求。

现金及短期投资
4.1%

政府债券
21.2%

企业债券
15.4%

私募固定收益
17.0%

商业房贷
10.9%

股票
15.4%

房地产
16.0%

房地产项目有助于分红账户管理通胀风险，项目由永明内部的房地产团队和 

我们的物业管理租赁伙伴负责。

我们的加国房地产组合，汇集办公、商业、零售和多户住宅物业，持有的项目更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组合中大部分

是高质量、没有用作衍生投资的出租物业。房地产组合致力寻求比其他资产类别更胜一筹的表现，提升永明分红 

账户的整体收益。

私募固定收益项目是由加国最大的私募配售队伍 

永明内部的私募固定收益团队管理。

该团队是市场公认的佼佼者，活跃于加国私募配售市场。私募投资极高的协议性和可制定性，有助于我们取得 

超卓收益，远胜评级相近的公共证券。我们挑选私募配售投资时，要求其息差和条款均较公共债券优胜，更务求

组合多元化，为永明分红账户提供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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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分红账户资产组合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亿元计)

亿元 百分比 投资指引

短期资产

现金和短期项目 3.74 4.11% 0% - 5%

短期投资总额 3.74 4.11%

定期收益

公共债券 34% - 50%

政府债券 19.29 21.19%

企业债券 14.02 15.40%

私募固定收益 15.52 17.05% 5% - 20%

商业房贷

有保 3.54 3.89% 2% - 7%

无保 6.34 6.97% 2% - 13%

固定收益总额 62.45 68.61%

非固定收益

股票 13.98 15.35% 7.5% - 23.5%

房地产 14.60 16.04% 12% - 22%

非固定收益总额 28.58 31.39%

投资总额 91.03 100.00%

保单贷款 8.79

其他资产8 1.09

分红资产总额 100.91

所有数字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当前市值，应计收益不包括在内。

8  其他资产包括应收账项、预缴支出和其他资产杂项。

到期期限

永明的固定收益投资项目有不同的到期期限，投资因而可均衡涉足不同的当前利率。例如，我们把债券组合的 

一半投资放在未来五年中不同到期日期的债券，可使我们得益于其间内不同的收益率。这比在目前的低利率 

环境中购入全部所需债券相比，更具上升潜力。

固定收益的各资产类别的到期期限分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永明分红账户

到期期限 5 年内 5 至 10 年 10 至 15 年 15 至 20 年 20 年以上 总计

公共债券 10.72% 21.06% 14.90% 19.11% 34.21% 100.00%

私募固定收益 22.90% 22.29% 23.82% 12.38% 18.62% 100.00%

房贷 23.99% 43.73% 15.77% 13.92% 2.59% 100.00%

固定收益总计 16.31% 25.14% 17.54% 16.38% 24.6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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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

资产质量对分红账户的长期表现亦很有影响。债券组合的整体质量高，所持项目百分之百达投资级别。我们更 

选择 A 和 AA 级的项目，务求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更理想。

永明分红账户的资产质量分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质量 公共债券 私募配售 总计

AAA 15.35% 3.07% 11.24%

AA 31.07% 12.70% 24.92%

A 42.65% 45.24% 43.51%

BBB 10.93% 35.72% 19.23%

BB 或以下 0.00% 3.27% 1.10%

总计 100.0% 100.0% 100.0%

死亡率和开支管理

死亡率的趋势发展缓慢，所以死亡率的实际经验对分红账户收益的影响也较渐进。预期寿命在过去数年有所 

改善，这会令我们分红保单的死亡率实际经验好于我们的假设，这或许为永明分红账户带来收益，以便派发 

红利。

预期寿命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1920-22 1930-32 1940-42 1950-52 1960-62 1970-72 1980-82 1990-92 2000-02 2009-11 

男性 女性

预
期
寿
命

年份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 – Canada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费用支出包括管理、开发和推广保险产品的成本。永明的开支管理慎密，因此我们能够按照分红比例所定的假设

来控制和减低分红账户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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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分红保单
持有人利益

有关保单红利的详情和分红寿险的运作，请索阅分红寿险客户 

指南。

董事会监督分红

永明董事会每年至少会审查一次分红保单红利，来决定是否派发保单红利，以及 

分配红利的分红比例。在宣派年度分红保单红利之前，董事会将审阅一份由永明 

委任的精算师制定的书面报告。这包含由该精算师签署的意见书，声明在考虑保单 

红利时，完全依照永明的分红守则，公平对待所有分红保单持有人。

分红账户独立保管

根据法律要求，永明把分红保单与其他非分红保单和其他业务分开账户独立运作。 

永明分红账户只记录分红保单的资产、负债、保费和盈利。

保单红利与股东红利有什么分别？

这两类红利没有直接关系。保单红利 (policy owner dividends) 是依据永明分红账户

的实际运营情况，向分红保单持有人派发。股东红利 (shareholder dividends) 则依据

公司整体表现，包括从全面业务所得的收入而决定的，并付给股东。正因为两者没有

必然关系，因此要注意有可能在同一年中，保单红利下降，但股东红利却上升，反之 

亦然。

要了解永明金融的保单红利政策和分红账户管理政策， 

请访问 www.sunlife.ca > Insurance > Life Insurance >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有问题？我们乐意提供帮助。

今天就向您的顾问咨询永明金融！
更多信息及资源请访问 sunlife.ca | 或致电 1 877 SUN-LIFE (1 877 786-5433)

我们致力于帮助您实现终身财务保障。

骄阳永明，人生更灿烂

此永明分红终身寿险资料数字面面观手册是永明英文手册 810-3827 的译本。您可以向您的顾问索取

英文或法文的永明分红终身寿险资料数字面面观手册。如果中文译本与英文或法文版本有任何歧义或

差异，将以英文或法文版本为准。

™ Trusted Bran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Reader’s Digest.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is a member of the Sun Life Financial group of companies. 
©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2017.
870-3827-03-17

为何选用永明金融的分红寿险？

永明金融在过去 150 多年，一直是金融服务界内，深受信赖的品牌之一，协助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客户，取得终身

财务保障。我们早在 1871 年已签发第一份分红寿险保单，自 1877 年至今，我们每年都宣派保单红利。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永明的有效分红保单超过 130 万份，面值高达 1,070 亿元，而永明分红账户的资产总值 

亦近 210 亿元。这些根基稳固、管理完善的账号的运营表现源于我们审慎的风险管理风格。此风格对我们的整体

盈利情况、市场竞争定位和长期财务活力极其重要。

我们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种类繁多的保障，财富累积产品和服务。在过去 150 多年，永明机构集团帮助了全球 

数以百万计的客户，实现终身财务保障，让他们生活得更安心。继往开来，我们定能继续为客户达成心愿。

永明金融的宗旨是为客户提供切身、切实的建议，鼓励您未雨绸缪，积极理财， 

并提供工具让您创出自己的天地。当您与我们并肩合作，您将与加国数以百万 

国民一样，相信我们有能力提供他们所需的专业意见、产品和知识，来帮助他们 

自信地建立坚实的财务计划，并付诸实施。

在过去 150 多年，永明金融在金融服务界深受信赖。我们在 2017 年年度《读者 

文摘》备受信赖品牌大奖 (Reader’s Digest Trusted Brand™) 民调中，连续 8 年获

加国国民投票选为 “最受信赖的寿险公司” 。我们深感荣幸能获此殊荣，并衷心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