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

〔2016〕52号，以下简称“通知”）等规定，现将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信息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一、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一）总量 

2018年第四季度，我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合计 68069.56 万元。 

（二）明细表 

详见附表 1。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18 年以来，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资产类及利益转移类、资金运用

类、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再保险分出或分入业务以及劳务或服务采购类。按照通知的分类合并 

披露的统计口径，截止 2018 年度第四季度，我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252436万元。公司各类关联

交易累计发生额详见附表 2。 

三、2018年第四季度统一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一）认（申）购招商基金、博时基金旗下公募基金产品 

我公司与招商基金、博时基金的基金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具有长期、持续性的特点。经我公司第

一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我公司将在 2019 年底前分多次申购博时基金、招商基金旗下部分公

募基金产品，并且截至 2019 年底持仓金额将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上限。 

1.招商基金 

本季度，我公司未针对招商基金开展资金运用关联交易。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持有招商基金旗下公募基金产品的余额为 0，未超过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额度上限。 



2.博时基金 

本季度，我公司针对博时基金开展了 4笔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8.11.29 博时基金 
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关联企业 
资金运用 博时现金宝货币 B 760 

2 2018.11.29 博时基金 
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关联企业 资金运用 博时现金宝货币 B 1000 

3 2018.11.29 博时基金 
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关联企业 
资金运用 博时现金宝货币 B 1000 

4 2018.12.3 博时基金 
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关联企业 
资金运用 博时现金宝货币 B 1000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我公司持有博时基金旗下部分公募基金产品的余额约 1.55 亿元，未超

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上限。 

（二）与招商银行 2018-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情况 

经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将以统一交易协议的形式管理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及其关联方 2018-2020 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包括保险及保险兼

业代理等业务合作、投资业务合作和其他日常经营合作等。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其关联方累积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

额度上限。四季度具体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交易

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

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8.

10-12

月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

联方，公司董事长可以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服务采购 保险资产托管费结算费支出 16.76 

2 收到利息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21.84 

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

联方，公司董事长可以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代理保费 保费收入 19014.50 

4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178.27 

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

联方，公司董事长可以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代理保费 保费收入 10573 

6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0 

7 
代理保费 保费收入 9397.45 



9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 

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

联方，公司董事长可以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59.95 

1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

联方，公司董事长可以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代理保费 保费收入 5564.24 

11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344.75 

（三）与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20年度关联交易 

经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将以统一交易协议的形式管理与前海再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再保险”）2018-2020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包括传统分出业务、转分

入业务、其他保险业务相关服务等。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我公司与前海再保险发生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交易

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

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8
年 12
月 

前海再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以股权为

基础的关

联关系 

再保险

合同 

签订临时再保

险合同（转

分） 

转分再保险业务的交易金额与分出公司业务挂钩，转分再保险
费、转分再保手续费、纯益手续费、再保险给付等均根据合同约
定确定。根据合同约定，合约首个账单期的账单应于 2019年 1

季度发送我司审核，交易金额于下季度另行披露。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附表 1：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附表 2： 

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统计表 

 

公司名称：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时间：2019 年 1 月 24 日                         单位：万元 

类型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年度累计 备注 

资金运用类 6800 56260 18070 3,760.00 84,890.00   

资产类、利益转移类 22.99 17.44 4851.44 71.94 4,963.81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9441.24 22779.85 63074.34 48223.47 143,518.90   

再保险的分出或分入业务 82.81 10.87 141.04 14076.13 14,310.85   

关联方为我公司提供审计、精算、法律、

资产评估、广告、职场装修等劳务或服务 

127.2 1911.44 775.4 1938.01 4,752.05   

注：此表包括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和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