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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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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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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需披露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50.45 亿元人

民币，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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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含银行定期存款） 

1 20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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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 万美元定期存款，按 2018年

11 月 9日汇率 100 美元折合人民币

695.74 元。 

         19,689.44  

2 2018.10.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1亿元，托管费 0.01% 
              1.00  

3 2018.10.30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1亿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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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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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中信信托-雄风 19号资金信托

计划，认购规模 9.99 亿元，保管费

率 0.02%，期限 8年 

             19.98  

5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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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1.5 亿元，保管费

0.01% 

              1.50  

6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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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1.5 亿元 
         15,000.00  

7 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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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四川铁投叙古高速项目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期），认购规模

4.50 亿元，保管费率 0.01% 

              4.50  

8 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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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四川铁投叙古高速项目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期），认购规模

4.50 亿元 

         45,000.00  

9 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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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2.5 亿元，保管费

0.01% 

              2.50  

10 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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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恒力炼化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认购规模 2.5 亿元 
         25,000.00  

11 2018.12.27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中鼎集团债转股投资计划，认

购规模 1.7 亿元 
         17,000.00  

12 2018.11.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上证 180 金融 ETF，认购规模 1亿元 
         10,000.00  

13 2018.11.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资金运用 

认购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上证 180 金融 ETF，认购规模0.5

亿元 

          5,000.00  

14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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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资产管理费           5,9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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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险业务与代理保险业务 

1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费收入         312,811.85  

2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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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3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16,161.03  

4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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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5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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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6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保险代理业务 银保通等系统使用结算费             141.72  

7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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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1.05  

8 2018.10.1-2018.12.31 
建信资本管理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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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3  

9 2018.10.1-2018.12.31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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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10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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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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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  

11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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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  

12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3,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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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10.1-2018.12.31 
广东建投金服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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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14 2018.10.1-2018.12.31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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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5 2018.10.1-2018.12.31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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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1  

16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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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17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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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21  

18 2018.10.1-2018.12.31 
广州建方房屋租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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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三、资产类关联交易 

1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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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会议系统项目采购              1058.3  

四、其他劳务或服务 

1 2018.10.1-2018.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利息收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16.19  

2 2018.10.1-2018.12.31 
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利息收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443.15  

3 2018.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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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7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止四季度末，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约为 488.14 亿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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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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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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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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资金运用类业务 45.3 

三、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截止四季度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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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3 亿元，其他业务合作约 13.83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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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亿元，健康委托保障管理业务发生额约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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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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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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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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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1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融资业务 投融资业务累计发生额约 1.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