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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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季度 

1 资金运用类 
2021年三季

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施加重

大影响的法人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在浦发

银行的活期存款账面余额总计

6389027.31 元。 

0.06389027

31 亿元 

0.0638902731 亿

元 

2 利益转移类 
2021年 8月

11日 

富德保险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的

法人 

2021 年 8月 11日，富德保险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

德保控”）与南京欧亚航空客

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商务旅

行服务合同》，合同授权我公

司及下辖分公司和生命资产可

享受该合同约定下的火车票差

0.052 亿元 
1.0498643549 亿

元 



旅服务，由此产生的业务费用

由我公司承担。合同预估总金

额（含税）为人民币 520万元。

合同期限自 2021年 6月 1日起

至 2022年 5月 31日止。 

2021年 8月

17日 

深圳市富德前海

基础设施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VS 

山东中润置业有

限公司、山东万

田实业有限公

司、青岛中润置

业有限公司 

前海基础设施、

山东万田均是

我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青岛中

润是我公司施

加重大影响的

法人 

2021 年 8月 17日，深圳市富

德前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下称“前海基础设施”）、

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山东中润”）、山东万田实

业有限公司（下称“山东万田”）

与青岛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下

称“青岛中润”）签署《青岛

中润售楼款返还代收协议》，

协议约定，山东中润应向青岛

中润返还但尚未返还的青岛中

润售楼款 50519493.49元应于

2021年 8月 15日前支付完毕，

前海基础设施代青岛中润收取

前述售楼款。 

0.50519493

49 亿元 



2021年 8月

24日 

深圳市前海富德

能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VS 富德

（常州）能源化

工发展有限公司 

前海富德能源

是我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

人，常州能源是

我全资子公司 

2021 年 8月 24日，深圳市前

海富德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前海富德能源”）与

富德（常州）能源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下称“常州能源”）

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前海

富德能源向常州能源提供 3000

万借款，用于常州能源支付前

期工程欠款及相关费用，借款

期限自支付借款之日起算至

2024 年 8月 31日止，借款利

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 

0.3 亿元 

2021年 9月

24日 

深圳市生命置地

发展有限公司 

VS 深圳市前海

富德能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生命置

地发展有限公

司是我公司全

资子公司，前海

富德能源是我

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 

2021 年 9月 24日，生命置地

与前海富德能源续签《房屋租

赁合同》，租赁面积 3127.52

平米，租期为 2021 年 9月 1日

至 2023年 8月 31日，月租金

为 715789.25 元，合同总金额

为 17178942 元。 

0.17178942

亿元 



2021年 9月

17日 
张仲秀、张仲慧 

张仲秀、张仲慧

是我公司关联

自然人 

房屋产权人张仲秀、张仲慧签

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卡普

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卡

普乐公司”）代为出租及管理

其名下房产。 

2021 年 9月 17日，我公司与

卡普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合同约定我公司承租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六约村

梧桐花园别墅区 21栋、27栋、

39栋，房屋租赁用途为公寓住

宿，租赁期限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8月 31日（含

2个月装修免租期），每月租

金 36000元，合同项下累计交

易金额 2088000元。 

0.02088亿

元 

3 保险业务类 
2021年 7月

16日 

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VS富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富德资源

和香港资产是

我公司控制的

法人 

2021 年 7 月 16 日，富德资源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富德资源”)与富德资产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香

港资产”)就 2021 年资产委托

投资事宜签订《富德资源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富德资产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资产委

托管理协议》。现经双方协商，

协议更新了有效期（自 2021 年

0.28 亿港元 0.28亿港元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并约定管理费率为

0.35%，2021 年度委托资产管

理费上限为 2800万港币（按照

目前港币兑换人民币汇率，折

算为人民币为 2318.4 万元）。 

4 
提供货物或

服务类 

2021 年 8 月

3 日 

济南中居信建材

有限公司 

我公司全资子

公司 

2021年 8月 3日, 我公司与济

南中居信建材有限公司（下称

“济南中居信”）签订《综合管

理服务协议》，约定我公司向济

南中居信提供有偿综合管理服

务，协议有效期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自 2020年 9月 30日止，

协议期内双方交易金额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 37401096.51元。 

0.37401096

51 亿元 

1.9572485724 亿

元 
 

2021 年 8 月

3 日 

 

山东万田实业有

限公司 

我公司全资子

公司 

2021年 8月 3日, 我公司与山

东万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山

东万田”）签订《综合管理服务

协议》，约定我公司向山东万田

提供有偿综合管理服务，协议

有效期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自

2020 年 9月 30日止， 协议期

内双方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 158323760.73 元。 

1.5832376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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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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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数）或与关联法人单笔交易额在 500万元以

下（含本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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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272454 亿元 

三、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2.5866154239 亿元、2.0337 亿港元 

四、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1.1970609 亿元、0.48亿港元 

五、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 2.461048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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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