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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

号，下称“《52号文》”）及相关规定，现将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二季度需披露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根据《52 号文》规定，公司 2018 年 2 季度需披露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52.70 亿元人民币，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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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交易概述 

一、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含银行定期存款） 

1 2018.4.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2800 万美元 3个月定期存款，按

2018 年 4月 17 日汇率 100 美元

折合人民币 627.71 元。 

         17,5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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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4.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粤财信托-美的置业佛山

财富中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9.90  

4 2018.4.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粤财信托-美的置业佛山

财富中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9.90  

2 2018.5.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西部信托-风华 2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0.00  

5 2018.5.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西部信托-前海卓越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5.00  

6 2018.6.8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申购场外开放式股票基金（建信

鑫荣回报） 
          2,000.00  

7 2018.6.8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建信保险资管-合肥产投

集成电路项目基础设施债权投

资计划” 

              5.00  

8 2018.5.25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建信保险资管-合肥产投

集成电路项目基础设施债权投

资计划” 

             20.00  

9 2018.4.30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委托管理 4月受托资产管理费           1,916.24  

10 2018.5.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委托管理 5月受托资产管理费           1,998.74  

11 2018.6.29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委托管理 6月受托资产管理费           1,933.87  

二、保险业务与代理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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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费收入           459148.15 

2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18,170.02  

3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银保通等系统使用结算费              89.44  

4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健康保障委托

管理业务 

委托公司经办单位自建补充医

疗基金及支付业务 
         14,540.10  

5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4,955.76  

6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保

全减保，合计计为正数） 
              5.72  

7 2018.4.1-2018.6.30 
山东招远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1.59  

8 2018.4.1-2018.6.30 
山东诸城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0.09  

9 2018.4.1-2018.6.30 
苏州常熟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手续费抵扣，

合计为正数） 
              0.01  

10 2018.4.1-2018.6.30 
山东文登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0.17  

11 2018.4.1-2018.6.30 
山东文登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费收入               0.05  

12 2018.4.1-2018.6.30 
上海浦东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费收入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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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6.2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9.61  

14 2018.4.2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52.50  

15 2018.4.19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保

全减保，合计计为正数） 
              0.04  

16 2018.4.11 
中建银（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87  

17 2018.4.2 
重庆万州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11  

18 2018.6.28 
河北丰宁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1.86  

19 2018.4.10 
山东文登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4.19  

20 2018.5.22 
山东诸城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03  

21 2018.4.27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5.33  

22 2018.4.10 建银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保

全减保，合计计为正数） 
              0.52  

23 2018.6.26 
建银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4.87  

24 2018.6.26 
建银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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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8.6.26 
建银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14.57  

26 2018.5.30 
江苏海门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健康保障委托

管理业务 

委托公司经办单位自建补充医

疗基金及支付业务 
             16.96  

27 2018.4.16-2018.4.25 
江苏泰兴建信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健康保障委托

管理业务 

委托公司经办单位自建补充医

疗基金及支付业务 
             38.05  

三、资产类关联交易 

1 2018.6.1 建投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物品采购 采购相关计算机设备作为数据

中心系统扩容              92.00  

2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租赁 职场租赁及相关租赁费用等             225.37  

四、其他劳务或服务 

1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利息收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94.19  

2 2018.4.1-2018.6.30 建银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其他服务 造价咨询费               3.72  

3 2018.4.1-2018.6.30 陕西建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其他服务 物业及相关服务费等               5.72  

4 2018.4.1-2018.6.30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其他服务 委托养老金公司管理企业年金

基金             413.23  

7 2018-4-23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其他服务 支付信托传承咨询服务费用             150.00  

5 2018.4.1-2018.6.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其他服务 与建行信用卡中心等开展业务

合作           3,2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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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止 2季度末，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约为 377.78 亿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累计金额（亿元）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资产类关联交易 0.116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00 

保险业务与代理保险业务 361.02 

再保险的分出或分入业务 0.00 

审计、精算、法律、资产评估、广告、职场装修等劳务或服务 1.34 

资金运用类业务 15.31 

三、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截止 2季度末，本年度统一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如下： 

交易对手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货币单位为人民币：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代理等业务合作 代理保费收入额约 339.07 亿元，其他业务合作约 10.0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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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9 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员工团体保险业务和

健康保障委托管理业务 
团险业务发生额约 2.54 亿元，健康委托保障管理业务发生额约 10.28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融资业务 投融资业务累计发生额约 13.94 亿元（含定期存款，含独立账户）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管理业务 累计支付及计提手续费约 1.17 亿元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支付信托传承咨询服务费用 0.015 亿元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融资业务 投融资业务累计发生额约 0.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