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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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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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一季度，我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合计 64,859.03万元。 

（二）明细表 

详见附表 1。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22年以来，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服务类、资金运用类、保险业务和其他

类。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末，我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64,859.03 万元。公司各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

详见附表 2。 

三、2022年第一季度统一交易协议形式管理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经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将以统一交易协议的形式管理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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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2021-2023 年度各项关联交易，包括保险及保险代理等业务合作和其他服务

事项等。 

截至 2022 年 3月 31 日，我公司与招商银行累计关联交易 13,847.28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额度

上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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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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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2 保险费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

品 2336.37 

3 保险代理服务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

费支出 
11479.51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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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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季度 序号 类型 
交易

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交易金额   合计     

2022

年第

一季

度 

1 

服务类 

2022

年 1-3

月  

深圳招商商置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19.78  

    805.08  

2 深圳市招广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办公职场租金支出       379.13  

3 广州招商高利泽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出租不动产收入       172.3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托管、结算费支出        16.58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资产托管费、结算费支出        31.40  

6 深圳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物业费、水电费支出         4.57  

7 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技术服务费、研发费        45.98  

8 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会务费         0.50  

9 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10  

10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关联法人 物业费、水电费支出         2.12  

11 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关联法人 物业费、水电费支出        10.49  

12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专项审计费、服务费支出        15.01  

13 安途金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差旅交通费支出         7.02  

14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92  

15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06  

16 南京中航金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电费、物业费        30.92  

17 汕头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07  

18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21  

19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08  

20 苏州工业园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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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邮寄费         0.50  

22 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31  

23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49  

2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2.78  

25 招商圣约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21  

26 深圳招商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73  

27 招商局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61  

28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0.30  

29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1.87  

30 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健康管理服务费支出 12.75 

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35.16  

3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2.52  

3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移动电话费、网络专线         9.24  

34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费         0.08  

3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交易代理服务佣金费支出及活期存款

收息 
0.01  

36 

资金运

用类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项目收益       762.80  

 27,372.94  

37 大连太平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项目收益     1,049.01  

38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项目收益       865.73  

4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持有产品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支出        28.00  

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8.83  

4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3.56  

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0.65  

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行活期存款 3992.40  

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行定期存款及利息    20,064.85  

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行活期存款       2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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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行活期存款       357.14  

48 

保险业

务和其

他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11,479.51  

 36,681.00  

4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银保业务代理手续费支出     2,945.94  

50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代理手续费收入         7.89  

51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再保险分出业务支出 
           

180.33  

52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手续费        13.31  

53 招商局仁和厚德医疗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手续费        10.65  

54 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7.29 

55 深圳市人力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24 

56 深圳市卓越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48.42  

57 深圳卓越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41  

58 深圳卓越谭屋围城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21.55  

5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2,336.37  

6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减保我公司保险产品         0.21  

61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0.04  

62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7.54  

63 公司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 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 19621.31 

               一季度合计   64,8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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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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30日                               单位：万元 

类型 1季度 2季度 3 季度 4季度 备注 

资金运用类 27,372.94      

服务类 805.08      

利益转移类 0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36,681.00     

总计 64,8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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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