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越的财务方案
让你终身受益



公司简介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mpire Life) 

从 1923 年开始营业。作为加拿大的十大人寿保险

公司之一*，我们提供人寿保险、危疾保险、投资方案

和员工福利计划。我们还通过全资子公司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 (ELII) 提供互惠基金。

我们的使命是让加拿大人能够简单、快捷、轻松地 

进行所需的投资、获取保险和团体保险福利，以创造收

入、积累财富和获得经济保障。

我们与独立财务顾问、经纪人、管理总代理和团体保险 

代理人合作，分销我们的产品。我们相信，资深的专业

人员可凭借丰富的知识和建议，在财务安全和财富管理 

方面，可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策。

*   Globe and Mail 商业报告，2018年6月，以收入为依据



公司简介

企业一览
• 我们是 E-L 金融有限公司的子公司，E-L 的股票在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SX) 交易，股票代码为“ELF”。 

我们的优先股以代码“EML.PR.A”进行交易。

• 我们管理的资产超过 $173 亿元，包括超过 $84 亿 

元的保本基金（截至 2018年3月31 日）。

• 我们的子公司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ELII)  

可提供一系列的保本基金，并且是 Empire Life 保本

基金的全权投资管理公司和顾问。

• 我们的总部位于安大略金斯敦，在加拿大各地设有 

销售和营销办事处。

如需了解更多详细资料，请浏览网站 www.empire.ca，

向我们致电，或联系您的人寿或投资顾问。



提供服务

我们可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帮助您安
排储蓄计划、提供未来收入、让您 
终生受惠。

保险方案保障日常生活

保护您珍视的东西是我们保险方案的核心。我们 

的保险计划具有多项独特优点，可满足您不断变化的需

求。您可能需要保险方案为您个人或企业债务提供有关

保障，为家庭成员提供收入，或为您的继承人或喜愛的

慈善公益留下遗产。您可能因为重大疾病或补充退休收

入而需要现金。

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我们都能凭借各种各样的保险 

方案能助您一臂之力，可以让您无后顾之忧。

投资方案助您积累财富

我们相信，通过以长线投资优质证券和下行保护为重 

点，能够助您实现优异的投资业绩。我们的投资管理团

队采取保守、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方式，极为注重资本

保值，全力保护您的资金。

Empire Life Guaranteed Investment Funds (GIF) 可

让您在市场中的投资获得增长潜力，并有到期受益和死

亡赔偿保证的附加保护，还提供针对债权人的潜在保

护。此外，其投资价值也免受遗嘱检，可以直接付给您

指定的受益人。



通过明智的决策，Emblem GIF 投资组合可让您根据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时间范围和投资目标来进行 

多元化投资。

我们还提供保息方案 (GICs)、团体 RSP 计划、RRSP和 

与第三方放贷机构合作提供的投资贷款计划。

为满足您的退休需求，我们提供多种收入方案供您

选择，例如年金计划、RRIFs 或我们的保退福利方案 

Class Plus 3.0。

明智的团体福利计划

50 多年来，Empire Life 是加拿大团体福利计划的首

选供应商。我们在提供精明、易于理解的解决方案方面

拥有良好的声誉，特为中小型企业精心设计价格公道、

极具竞争力的福利计划。

我们的服务核心是快速、准确的理赔。我们提供简单 

便捷的在线理赔服务，通过我们的 eClaims 和移动 

解决方案即可轻松处理。

我们简单、直接易明 的产品包括人寿保险、残疾保险、

危疾保险、延伸医疗保险和牙科医疗保险。我们的雇员

素质优秀、经验丰富，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提供服务



无论您是自己操作还是有顾问帮助， 
都能方便地在线购买我们的保险和 
投资产品。

我们值得您信赖

我们的评级
A.M. 最高评级（截至 2018 年 6 月 7 日）

• 财务实力：A（优秀）

• 发行人：a

• 次级债务：bbb+

• 优先股：bbb

DBRS 评级（截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

• 财务实力：A

• 发行人：A

• 次级债务：A（低）

• 优先股：Pfd-2

所有评级都呈现出稳定的趋势。



我们的资本存量实力
我们的人寿保险资本充足率测试 (LICAT) 比率大幅 
超出行业监管机构设定的最低要求。LICAT 旨在 
提高公司可用资本的质量，更好地协调风险度量与 
人寿保险业务的长期经济性。

Assuris 

Empire Life 是 Assuris 成员之一。Assuris 是一家 
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人寿保险公司倒闭时保护 
加拿大投保人。有关 Assuris 提供的保护详情， 

请浏览网站 www.assuris.ca 或致电 Assuris 信息中
心 (1-866-878-1225)。 

我们的社区
我们通过慈善捐赠、员工志愿服务、实物捐献和社区 
赞助，帮助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发展。我们的社区 
投资专注于四个重要领域：健康和医疗研究、教育、 
社区福利和艺术。



保护您的个人资料对我们而言 
至关重要。

Empire Life 遵循《个人资料保护和电子 
文件法》*附录 1 所列的十条原则。

1. 承担责任

我们对我们所控制的个人资料负有责任。根据我们的 
隐私政策，由指定的员工负责保障资料安全。

2. 确定目的

在收集个人资料前或收集之时，我们将告知您收集该 
资料的目的。

3. 征得同意

如需收集、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资料，我们会首先征求
并获得您的同意。但在法律要求我们披露该资料的 
情况下，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例如，为响应刑事调查或
法院指令，我们可能会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被强制 
要求披露您的资料。

4. 有限收集

我们仅出于向您确定的目的收集所需的资料，而且仅以
公平和合法的手段收集资料。

5.  有限使用、披露和留存

除非相关法律要求，否则未经您的同意，我们不会出于
收集资料之外的其他目的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仅在我们向您确定的目的所需期限内留存。



6. 准确性

我们将确保您的个人资料是准确、完整和最新的。

7. 安全保障

您的个人资料将受到与资料敏感度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的保护。

8. 公开性

我们将公开和提供有关我们管理个人资料的政策和实施。 

9. 个人查阅

应您的要求，我们会告知您个人资料的存在、使用和 
披露情况，并且您可以查阅该资料。您可审阅资料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可以相应修正。（请查阅完整的隐 
私政策，了解详情）。

10. 提供追索权

您可以联系 Empire Life 的首席隐私官，就政策合规情 
况提出疑虑。

*请浏览网站 www.empire.ca/privacy 查看完整的隐私政策



如需了解更多 Empire Life 的资料，请浏览网站     

www.empire.ca、联系您的财务顾问或直接联系我们。

了解详细资料

一般咨询

1 877 548-1881

Empire Life 公司总部

259 King Street East,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K7L 3A8

info@empire.ca

投保人服务、产品咨询或顾问推荐 

零售人寿保险和投资

1 800 561-1268 

insurance@empire.ca 

investment@empire.ca

团体福利计划

1 800 267-0215  

group.csu@empire.ca



EmpireLife 

EmpireLife Insurance and 
Invesments

@EmpireLife

@empirelifeins

@EmpireLifeInv

EmpireLife 

EmpireLife Invesments

@empireLife



本文档所含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不可将其解释为提供 
法律、税务、财务或专业建议。对于对本文档所含之信息的 
任何依赖、滥用或遗漏，Empire Life 不承担任何责任。做出
任何决定之前，请先寻求专业建议。

有关单个可变保险合同的主要特点的描述，包含在待考虑产品
的“信息文件夹”中。分配给保本基金的任何金额均由合同 
所有者投入，风险自担，金额可增加或减少。保单由  
Empire Life 发布。互惠基金由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 
(ELII) 提供。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 (ELII) 是互惠基金（“基金”）的
管理公司 。基金仅在可以合法销售的司法辖区出售，且只能由
获准销售此类基金的人员出售。佣金、尾随佣金、管理费用和
开支均与共同基金投资相关联。请在投资之前阅读招股说明
书。互惠基金无担保，其价值经常发生变化，过往表现 
可能不会重复。

www.empire.ca   info@empir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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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注册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为各自所有者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