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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5

号，下称“《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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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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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号文》规定，公司 2019年第四季度需披露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6.30亿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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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银行存款） 

1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关联法人 活期存款 四季度新增银行存款 

        

165,447.27  

2 2019.12.23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运用 2019年四季度保债计划管理费 

            

737.74  

3 2019.12.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运用 2019年四季度组合产品管理费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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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10.30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关联法人 投资运用 支付管理费（恒力炼化债权计划还本） 

              

3.03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含银行存款）合计金额 166,193.65  

二、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1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租赁资产 

四季度建信人寿各分公司支付建设银

行房租费用 

            

176.07  

2 2019.12.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租赁资产 

建信人寿租赁建行信用卡中心房租费

用 

          

3,572.32  

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3,748.39 

三、保险业务与代理保险业务 

1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保险手续费 

         

10,750.12  

2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代理业务 银保通等系统使用结算费 

              

3.61  

3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30,225.89  

4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批量采购我司卡单类产品 

            

482.09  

5 2019.10.1-2019.12.31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批量采购我司卡单类产品 

              

0.80  

6 2019.10.1-2019.12.31 
中德住房储蓄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78  



3 
 

7 2019.10.1-2019.12.31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07.18  

8 2019.10.1-2019.12.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6.46  

9 2019.10.1-2019.12.31 
建信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24  

10 2019.10.1-2019.12.31 

建银腾晖（上海）环

保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57  

11 2019.10.1-2019.12.3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0.08  

12 2019.10.1-2019.12.31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2.13  

13 2019.10.1-2019.12.31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88.93  

14 2019.10.1-2019.12.31 
建信住房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团体保险业务 投保公司团体保险产品保费 

             

70.97  

15 2019.10.1-2019.12.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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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6.63  

16 2019.11.11-2019.11.29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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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  

17 2019.10.11-2019.12.30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 
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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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4  

18 2019.10.10-2019.12.23 
建信资本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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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3  

19 2019.11.20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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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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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9.10.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计提 10月资产管理费 

          

2,440.83  

21 2019.11.30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计提 11月资产管理费 

          

2,381.83  

22 2019.12.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计提 12月资产管理费 

          

7,439.82  

23 2019.11.29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收到 2019年 1-6月统算管理费 

          

2,825.75  

24 2019.12.18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收到 2019年 7-10月统算管理费 

          

3,932.03  

25 2019.11.29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收到 7月受托管理费 

          

2,351.90  

26 2019.10.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收到 8月受托管理费 

          

2,363.33  

27 2019.11.29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受托管理 收到 9月受托管理费 

          

2,336.54  

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88,555.19  

四、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 2019.12.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咨询类 支付建行大学项目投顾费 

            

246.52  

2 2019.12.31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咨询类 支付代理记账核算费 

            

228.81  

3 2019.10.1-2019.12.31 
建信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服务 居间服务费收入 

          

2,355.84  

4 2019.10.1-2019.10.31 建信金融信息服务 关联法人 展业费 山西服务团队展业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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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80.75  

5 2019.12.26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服务 

支付新一代保险业务系统建设前导项

目费 

          

1,480.00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4,491.92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季度采用《35 号文》对关联交易金额统计的相关规定，截止四季度末，本年度各类关联

交易累计金额为 391.53亿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累计金额（亿元） 

投资入股类 0.00 

资金运用类 69.73 

利益转移类 0.48 

保险业务类 320.75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57 

注：本表第一、二季度数据仍按原监管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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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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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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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代理保险手续费约 13.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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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亿元，健康委托保障管理业务发生额

约 6.03亿元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管理业务 累计支付管理费及服务类费用约 4.6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