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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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季度 
1 利益转移类 

2019年10月

9 日 

生命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VS 

深圳市生命置地

发展有限公司  

生命资产为我

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生

命置地为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10 月 9日，生命

资产与生命置地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生命

置地将生命保险大厦第

23 层、24层房屋出租给

生命资产使用，租期为

2019 年 8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0 日，月租金为

1,140,700 元，合同总金

额为 41,065,200 元。 

0.410652 亿元 
0.0093804488 亿美

元、1.27744142 亿元 



2019年10月

11 日 

深圳市前海富德

能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VS 深圳

市生命置地发展

有限公司 

深圳富德能源

为我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

人，生命置地为

我公司全资子

公司 

2019 年 10 月 11 日，深

圳富德能源与生命置地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生命置地将生命保

险大厦第 38 层房屋出租

给深圳富德能源使用，租

期为 2019 年 9月 1 日至

2021 年 8月 31 日，月租

金为 715,789.25 元，合

同总金额为 17,178,942

元。 

0.17178942亿

元 

2019年12月

16 日 

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VS Fude Energy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皆为我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香

港富德资源与富德能源

签订《股东借款协议》，

约定香港富德资源将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10月31日期间因富德

能源飞机发生的所有代

付款项以股东借款方式

向富德能源提供，累计

917,470.48 美元。同时

协议约定在富德能源飞

机售出前，香港富德资源

继续向富德能源提供不

超过 149 万美元/年的股

东借款，用于支付飞机相

0.0093804488

亿美元 



关的维护、管理费用（平

均 12 万美元/月）和专业

机构顾问费用。香港富德

资源向富德能源提供股

东借款的最终金额以

Hong Kong Jet 管理公司

和专业顾问机构实际收

到的金额为准。截至

2019 年四季度，协议项

下发生费用 938,044.88

美元。 

2019 年四季

度 

富德保险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富德保控为持

有我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2019 年四季度，我公司

与富德保控签订《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

议》，约定我公司分摊

2019 年度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至富德保控税前

扣除，预计分摊金额

2,700 万元，最终结果以

双方确认的《分摊方广告

费、业务宣传费分摊计算

表》为准。 

0.27 亿元 



2019 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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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我公司

与生命置地签订《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

议》，约定我公司分摊

2019 年度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至生命置地税前

扣除，预计分摊金额

1,300 万元，最终结果以

双方确认的《分摊方广告

费、业务宣传费分摊计算

表》为准。 

0.13 亿元 

2019 年四季

度 

深圳市富德资源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深圳富德资源

为我公司控制

的法人 

2019 年四季度，我公司

与深圳富德资源签订《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

协议》，约定我公司分摊

2019 年度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至深圳富德资源

税前扣除，预计分摊金额

2,950 万元，最终结果以

双方确认的《分摊方广告

费、业务宣传费分摊计算

表》为准。 

0.295 亿元 



2 保险业务类 
2019年12月

18 日 

富德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富德销售为我

公司全资子公

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我

公司与富德销售签订《保

险代理（经纪）合作协议

书》，约定富德销售为我

公司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或为投保人与我公司订

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

务，我公司向富德销售支

付手续费用。协议有效期

为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协

议项下手续费用预估不

超过 1,500 万元。 

0.15 亿元 0.15 亿元 

备注：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的规定，四季

度统计范围不包括与关联自然人单笔交易额在 50万元以下或与关联法人单笔交易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

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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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入股类关联交易 0 

二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0 

三、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1.4407209254 亿元、0.0094847178 亿美

元、0.2614108082 亿港元 

四、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0.1702400808 亿元 

五、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 0.1337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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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