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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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季度 
1 资金运用类 

2021年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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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二季度，我公司在浦发

银行的活期存款账面余额总计

79,950,453.97元。 

0.79950453

97 亿元 

0.7995045397 亿

元 



2 利益转移类 
2021年 6月

4日 

深圳市瑞源投资

有限公司 VS 富

德资源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瑞源与香

港富德资源是

我公司控制的

法人，浦发银行

是我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

人 

2021 年 6月 4日，深圳市瑞源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圳瑞

源”）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杭州银行”）深圳

分行签订《开立对外保函/备用

信用证合同》，约定深圳瑞源

在杭州银行深圳分行存入 1亿

元人民币保证金，为富德资源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富德资源”）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浦发银行”）香港分行申

请 1.0337亿港元贷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 13个月，境内保

证金存款利率为 2.25%（一年

期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50%），

保函开立日为 2021 年 6月 10

日，有效期至 2022 年 7月 14

日。香港富德资源与浦发银行

香港分行签订《Facility 

Letter》，约定贷款利率为 1

个月 Hibor（香港同业拆借利

率）+95bp，贷款期限为 2021

年 6月 10日至 2022年 6月 10

日。 

1.0337 亿港

元 

1.342433569 亿

元、2.0337 亿港

元 



2021年 6月

8日 

深圳市富德前海

基础设施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VS 

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香港富德资源

和前海基础设

施是我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2021 年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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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华夏银行”）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签订《单位定期存单

质押合同》，约定前海基础设

施在华夏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存

入 9200 万元人民币保证金，为

富德资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香港富德资源”）

向华夏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申请 1亿港元贷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 2年，境内保证

金存款利率为 3.15%（2年期基

准利率上浮 50%），担保有效

期至 2023年 6月 8日,境外贷

款利率为 3个月 Hibor+130bp。 

1亿港元 

2021年 6月

17日 

富德保险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的

法人 

2021 年 6月 17日，富德保控

与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签订《前程无忧人事

外包服务之续签协议》，约定

续签期限为 2021年 6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因协议涉

及我公司北京分公司享有前锦

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

0.073 亿元 



司提供的人事外包服务，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富德保控承

担。服务有效期内预估服务总

金额为人民币 730 万元。 

2021年 6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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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资产是我

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生

命置地是我公

司控制的法人 

2021 年 6月 21日，深圳市生

命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生

命置地”）与生命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生命资产”）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

约定生命资产承租生命保险大

厦第 23 层整层、24层整层（对

应房产证 2301、2302、2303、

2304、2305、2306、2401、2402、

2403、2404、2405、2406 单元）。

租赁期限自 2022年 8月 31日

起至 2024年 8月 31日止，每

月租金为 1140700 元，合同总

租金为 27376800元。 

0.273768亿

元 

2021年 6月

24日 

富德前海基础设

施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济南中居

信建材有限公

司、山东万田实

业有限公司、青

岛中润置业有限

前海基础设施、

山东万田、济南

中居信均是我

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青岛中润

是我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

2021 年 6月 24日，我公司、

富德前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前海基础设

施”）、济南中居信建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居

信”）、山东万田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万田”）、

0.89846556

9亿元 



公司、山东中润

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新地建材有

限公司、山东安

盛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中润

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郑建文 

人 青岛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中润”）、山东中

润置业有限公司、江苏新地建

材有限公司、山东安盛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中润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郑建文签订《<

山东中润合作项目债务重组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

议约定，山东万田代山东中润

置业有限公司向青岛中润支付

售楼款 87814259.56 元；山东

万田代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

向我公司支付诉讼费

2032297.34 元，协议项下共计

发生 89846556.9元。 

2021年 6月

28日 

富德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我公司控制的

法人 

2021 年 6月 28日，我公司与

富德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下称

“富德销售”）签订《借款协

议》，约定由我公司向富德销

售提供 9720000元借款作为营

运资金，借款利息按固定年息

4.35%计算，借款期限自 2021

年 6月 8日起至 2024年 6月 7

日止。 

0.0972 亿元 



3 保险业务类 

2021年 4月

21日 
徐倩 

我公司关联自

然人 

2021 年 4 月 21 日，徐倩向我

公司购买终身寿险，应交保费

706090 元。 

0.0070609

亿元 

0.0070609 亿元、

0.2亿港元 
2021年 6月

11日 

富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我公司控制的

法人 

2021 年 6 月 11 日，我公司与

富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下称“香港资产”）签订《资

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我公司

委托香港资产对我公司境外资

产进行投资管理，基础管理费

率 0.37%（含税），年度管理费

金额上限 2000万港币（含增值

税及附加）。协议有效期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0.2亿港元 



4 
提供货物或

服务类 

2021年 4月

21日 

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我公司控制的

法人 

2021 年 4 月 21 日，我公司与

香港富德资源签订《融资服务

委托协议》，约定由香港富德资

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或其实际控

制的公司通过富德保险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融资

服务和渠道，由我公司代香港

富德资源支付融资服务费用，

预计 2021 年度我公司代付融

资服务费 2519万元，协议期限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0.2519 亿元 0.25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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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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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9369723 亿元 

三、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1.53675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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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亿港元 

五、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 0.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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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