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 2 季度其它一般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一、 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保险公司其它一般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明细表 

季度 
序

号 
交易类型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

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交易类型金额总

量合计 

第 二

季度 

 

1 

未达到逐笔

披露标准的

利益转移类

关联交易 

2019 年 4月 

深圳市富德前

海基础设施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前海基础设施为

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前海基础设施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前海基础设施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前海基础

设施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0.0081 亿元 
0.0772500435 亿元、 

0.000104269 亿美元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 81 万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富德资

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深圳富德资源为

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深圳富德资源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深圳富德资源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深圳富德

资源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60 万元 

0.006 亿元 

2019 年 4月 
济南中居信建

材有限公司 

济南中居信为我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济南中居信签订《资金

资助协议》，协议约定

济南中居信提出资金需

求申请，并提供与支出

事项有关的文件及背景

资料，经济南中居信内

部审批通过后递交我公

0.0032 亿元 



司由我公司直接进行垫

付，用于代发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项目经理津贴，每

年垫付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32 万元。 

2019 年 4月 
山东万田实业

有限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山东万田 100%的

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山东万田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山

东万田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山东万田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万元。 

0.0006 亿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瑞源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瑞源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深圳瑞源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深

圳瑞源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0.0036 亿元 



料，经深圳瑞源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6

万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哲永投

资有限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深圳哲永 100%的

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深圳哲永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深

圳哲永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深圳哲永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万元。 

0.0022 亿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 

生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生命置地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生

命置地提出资金需求申

0.007 亿元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生命置地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

万元。 

2019 年 4月 
四川鼎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鼎华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四川鼎华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四

川鼎华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四川鼎华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万元。 

0.0028 亿元 

2019 年 4月 
惠州市金湖渡

假村发展有限

金湖渡假村为我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金湖渡假村签订《资金
0.001 亿元 



公司 资助协议》，协议约定

金湖渡假村提出资金需

求申请，并提供与支出

事项有关的文件及背景

资料，经金湖渡假村内

部审批通过后递交我公

司由我公司直接进行垫

付，用于代发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项目经理津贴，每

年垫付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 万元。 

2019 年 4月 

吉林省富德房

地产置业有限

公司 

吉林富德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吉林富德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吉

林富德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吉林富德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万元。 

0.0012 亿元 



2019 年 4月 
赛特集团有限

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赛特集团 43.35%

的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赛特集团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赛

特集团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赛特集团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1

万元。 

0.0031 亿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中卫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深圳中卫 100%的

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深圳中卫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深

圳中卫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深圳中卫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0.0016 亿元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万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鸿联兴

仓储有限公司 

鸿联兴为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鸿联兴签订《资金资助

协议》，协议约定鸿联

兴提出资金需求申请，

并提供与支出事项有关

的文件及背景资料，经

鸿联兴内部审批通过后

递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

接进行垫付，用于代发

子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项目经理

津贴，每年垫付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39 万元。 

0.0039 亿元 

2019 年 4月 
扬州市德华置

地有限公司 

扬州德华为我公

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扬州德华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扬

州德华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扬州德华置地内

部审批通过后递交我公

司由我公司直接进行垫

付，用于代发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0.0006 亿元 



员、项目经理津贴，每

年垫付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6万元。 

2019 年 4月 

富德（常州）能

源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常州能源化工

100%的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常州能源化工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常州能源化工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常州能源

化工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15 万元。 

0.0015 亿元 

2019 年 4月 
成都百悦大地

矿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持有成都

百悦 49%的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成都百悦签订《资金资

助协议》，协议约定成

都百悦提出资金需求申

请，并提供与支出事项

有关的文件及背景资

料，经成都百悦内部审

批通过后递交我公司由

我公司直接进行垫付，

0.0026 亿元 



用于代发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津贴，每年垫

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6

万元。 

2019 年 4月 

内蒙古康乃尔

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内蒙古康乃尔为

我公司控股子公

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内蒙古康乃尔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内蒙古康乃尔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内蒙古康

乃尔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48 万元。 

0.0048 亿元 

2019 年 4月 
宁波富德能源

有限公司 

宁波富德能源为

我公司控股子公

司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宁波富德能源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宁波富德能源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宁波富德

0.0073 亿元 



能源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73 万元。 

2019 年 4月 

深圳市前海富

德能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我公司持有前海

富德能源 46%的

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前海富德能源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前海富德能源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前海富德

能源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6万元。 

0.0006 亿元 

2019 年 4月 

富德（松原）能

源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松原能源化工

100%的股份 

2019 年 4月，我公司与

松原能源化工签订《资

金资助协议》，协议约

定松原能源化工提出资

金需求申请，并提供与

0.0071 亿元 



支出事项有关的文件及

背景资料，经松原能源

化工内部审批通过后递

交我公司由我公司直接

进行垫付，用于代发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津

贴，每年垫付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71 万元。 

2019年5月30

日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 

生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5月 30 日，我公

司与生命置地签订《人

力资源服务协议》，协

议约定为我公司为生命

置地提供代付工资、代

缴税金、代缴五险一金

等人力资源服务，生命

置地在次月将我公司当

月代付的款项支付至我

公司账户。协议有效期

为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截

至 2019 年 2 季度，我公

司为生命置地代付费用

总计 845,004.35 元 

0.0084500435

亿元 

2019年5月31

日 

富德资源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香港富德资源是

我公司全资子公

2019 年 5月 31 日，香港

富德资源为 Novajet 公

0.000034269

亿美元 



公司 VS 

Novajet 

Investment 

Ltd、富德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BVI 

司，我公司间接

持有 Novajet 公

司 100%的股份，

我公司间接持有

富德能源投资

100%的股份 

司、富德能源投资支付

律师顾问服务费订金，

交易金额为 3,426.9 美

元。 

2019年5月31

日 

富德资源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VS 

Novajet 

Investment 

Ltd、富德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BVI 

香港富德资源是

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我公司间接

持有 Novajet 公

司 100%的股份，

我公司间接持有

富德能源投资

100%的股份 

2019 年 5月 31 日，香港

富德资源为 Novajet 公

司和富德能源投资支付

律师顾问服务费订金，

交易金额为7,000美元。 

0.00007 亿美

元 

2 
保险业务和

保险代理业

务 

2019年4月28

日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 VS 富德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生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富德产险为我公

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4月 28 日，生命

置地向富德产险购买机

动车综合商业险、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险,交纳保险费 5,722.5

元。 

0.000057225

亿元 

0.0050944912 亿元 

2019年6月14

日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 VS 富德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生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富德产险为我公

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6月 14 日，生命

置地就生命保险大厦向

富德产险投保财产一切

险，双方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 467,549.74 元。 

0.0046754974

亿元 



2019 年二季

度 

富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我公司间接持有

100%的股份 

2019 年二季度，富德基

金向我公司提交员工商

业保险投保申请，交纳

保险费金额 17,582 元。 

0.00017582

亿元 

2019 年二季

度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 

生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二季度，生命置

地向我公司提交员工商

业保险投保申请，交纳

保险费金额 6,895.88

元。 

0.0000689588

亿元 

2019 年二季

度 

深圳市鸿联兴

仓储有限公司 

鸿联兴为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19 年二季度，鸿联兴

向我公司提交员工商业

保险投保、保全申请，

交纳保险费金额 11,699

元。 

0.00011699

亿元 

3 
为保险公司

提供服务 

2019 年 6月 3

日 

深圳市传奇梦

想商贸有限公

司 

其他关联方 

2019 年 6月 3 日，我公

司与传奇梦想签订《会

务协议》，约定传奇梦

想为我司提供会务服

务，合同总金额为

1,578,000 元。 

0.01578 亿元 

0.03378 亿元 

2019 年 6月 3

日 

深圳市传奇梦

想商贸有限公

司 

其他关联方 

2019 年 6月 3 日，我公

司与传奇梦想签订《活

动策划合同》，约定我

公司委托传奇梦想策划

富德生命人寿2019年业

务高峰会活动，合同总

0.018 亿元 



金额为 1,800,000 元。 

 

二、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序号 交易类型 累计交易金额 

一、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资产类关联交易 0 

二、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0842500435 亿元、0.000104269 亿美元 

三、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0.0202400808 亿元 

四、 为保险公司提供审计、精算、法律、资产评估、广告、职场装修

等劳务或服务 
0.13378 亿元 

备注：根据监管要求，以上统计范围不包括已履行逐笔报告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集团与其保险子公司

以及保险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三、 中国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