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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以下简称“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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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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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三季度，我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合计 100,9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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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利益转移类、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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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运用类、保险业务类、投资入股类。截至 2020年第三季度末，我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242,797.90 

万元。公司各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详见附表 2。 

三、2020年第三季度统一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一）与招商银行 2018-2020年度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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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我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其关联方累计关联交易 42,953.33 万元,其中第三

季度关联交易 2,660.71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上限。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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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至 9

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保险资产托管费、结算费支

出 
14.56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0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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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212.8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728.09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508.97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3.17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86.41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26.82 

  总计 2,660.7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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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月 30 日，我公司与前海再保险发生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按分保余额计算，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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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0 万元，分出业务 247.91 万元
1
，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上限。三季度具体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1 再保险分入业务 0   

2 再保险分出业务 17.38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1
分出业务余额=再保费-再保手续费-再保摊回理赔。第二季度前海再保险的分出业务余额为 291.75 万元。因第三季度前海再保险的再保费小于再保手续费及再保摊回理赔的合

计，本季度发生的分出业务为负数，导致第三季度分出业务余额低于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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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公司名称：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时间：2020 年 10月 30日                           单位：万元 

季度 序号 类别 
交易

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

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合计    

类型 交易概述 

第三

季度 

1 

保险

业务

类 

2020

年 7-

9 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 关联自然人 保险费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配偶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3,904.21  

       

7,927.54  

2 深圳市不动产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14  

3 深圳市协鹏建筑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27  

4 深圳市卓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3.58  

5 深圳市卓越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68  

6 深圳市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34  

7 深圳卓越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6.24  

8 深圳卓越青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7.55  

9 深圳卓越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6.29  

10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4.19  

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4.04  

12 招银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6.36  

13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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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7.71  

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

业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2,646.15  

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

业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212.24  

17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

业务 
保险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66.91  

18 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

业务 
手续费       0.07  

19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

业务 
手续费      18.83  

20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再保险 再保险分出业务      17.38  

21 

资金

运用

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到利息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2.53  

      

85,855.28  

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到利息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0.29  

23 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不动

产 

广州金山谷创意园区项目之房屋整

售买卖合同 
 52,700.00  

24 招商局仁和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认缴出资 
根据协议安排向全资子公司认缴剩

余注册资本 
 30,000.00  

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管理

费 

持有博时基金支付的管理费和销售

服务费 
     74.06  

26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益分配 
华泰-招华 1 号、2 号、3 号项目投

资收益 
    743.96  

27 大连太平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益分配 光大-通和 12 号投资收益   1,072.32  

28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益分配 陕国投·振兴 1 号投资收益     884.96  

2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收益分配 国寿投资-中远海运投资收益     3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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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提供

货物

或服

务类 

北京亚科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信息技术费      13.48  

       

1,477.95  

31 佛山市凯达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水电费、广告、宣传费       6.32  

32 明华（蛇口）海员服务公司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通讯费       0.45  

33 深圳美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健康服务费       0.03  

34 深圳市蛇口通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通讯费       3.15  

35 深圳招商到家汇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到家汇     127.67  

36 深圳招商美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福利费       0.63  

37 深圳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物业费、到家汇、水电费、业务招

待费及修理费 
    189.10  

38 招商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代收代付 人事代理费      11.80  

39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水电费、物业费      59.64  

4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79.41  

4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移动电话费       6.56  

42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信息技术费       1.47  

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保险资产托管费支出、结算费      14.56  

44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技术服务费       0.01  

45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聘请中介及专业机构费用、移动电

话费 
      4.40  

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支付结算

费 

保险资产托管费支出、结算费、补

充债券承销 
     22.39  

47 深圳市汇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水电费、物业费      22.01  

48 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咨询服务费     350.00  

49 
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德

正门诊部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培训、广告、宣传费、健康管理服

务、劳动保护费及其他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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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招商圣约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采购      14.00  

51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服务采购     150.00  

52 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专项维修资金     321.20  

5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补充债券承销      11.70  

54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培训服务      10.14  

55 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服务采购 互联网流量服务      50.00  

56 

利益

转移

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租赁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158.59  
         

158.59  

57 

投资

入股

类 

中移动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入股 投资入股   5,541.08  
       

5,541.08  

                
 三季度合

计  

     

100,9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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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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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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6.3 75,032.3 85,855.3 - 167,603.9   

利益转移类 629.4 28.5 158.6 - 816.5   

保险业务类 44,279.0 6,111.5 7,927.5 - 58,318.0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3,912.3 5,128.1 1,477.9 

- 

10,518.3   

投资入股类 0 0 5541.1 - 5,541.1  

总计 55,537 86,300 100,960 - 24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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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未实际支付金额）；金额总计计算保留到整数个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