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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峰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18年10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萬峰和黎宗劍；非執行董事為劉向東、熊蓮花、楊毅、吳

琨宗、胡愛民、DACEY John Robert 和彭玉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湘魯、鄭偉、程列、梁

定邦和耿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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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证券代码：601336   A 股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公告编号：临 2018-035 号 

H 股证券代码： 01336   H 股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资产”）日常业务中所发

生的正常交易，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

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及新华资产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拟按照市场公允定价，分别与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国际”）、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集团”）、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险”）、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基金”）、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园股份”）、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创富”）、Fosun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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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yman Company) （以下简称“Fosun Investment”）和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Ltd(Cayman Company) （以下简称“Fosun CMF”）（以下合称“复星关联

公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于

2018年9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本公

司及新华资产与复星关联公司订立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关联董事彭玉龙先生

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公司及新华资产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董事会对前述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以上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交易上限及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定价

公允，是以公平、公正、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亿元 

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金额上限 

(协议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 

债券交易（在一级市场认购和二

级市场买卖关联方发行的债券） 

复星医药 1 

复星国际 3 

复地集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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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高科 4 

股票交易（在二级市场买卖关联

方发行的股票） 

复星医药 5 

豫园股份 1 

基金交易（申购、赎回关联方旗

下场外基金产品） 

德邦基金 3 

关联方购买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的

债权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 

永安财险 5 

投资关联方担任普通合伙人或者

管理人的私募股权基金 

复星创富 1.5 

Fosun CMF 、 Fosun 

Investment 

3.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住所 上海市曹杨路 510 号 9 楼 

注册资本 25.63 亿元（人民币，下同） 

主要股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1994 年成立，于 1998 年在上海挂牌上市。 

主营业务 生物化学产品，试剂，生物试剂服务，生产销售自身开发的产品，仪器

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咨询服务；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总资产 619.7 亿元、归母净资产 253.3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185.3 亿元、

归母净利润 31.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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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复星国际 

关联方名称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董事长 郭广昌 

住所 香港中环花园道 3 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 808 室 

注册资本 不适用 

主要股东 复星控股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成立于 2004 年，于 2007 年在香港上市。 

主营业务 深耕健康、快乐、富足领域，智造 C2M（客户到智造者）幸福生态系

统，为全球家庭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复星国际拥有三个主要

生态，即健康生态、快乐生态和富足生态。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5,337.88 亿元、归母净资产 1,009.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880.3

亿元、归母净利润 131.6 亿元 

3、复地集团 

关联方名称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 9 楼 

注册资本 25.04 亿元 

主要股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1998 年注册，2005 年完成 A 轮融资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及以上相关行业的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总资产 870.16 亿元、净资产 213.99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200 亿元、净

利润 28.30 亿元 



 5 

数据 

4、复星高科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住所 上海市曹杨路 500 号 206 室 

注册资本 48 亿元 

主要股东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2005 年成立 

主营业务 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

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

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

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

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2,368 亿元、净资产 800.4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449.6 亿元、净

利润 86 亿元 

5、永安财险 

关联方名称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陶光强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北段 9 号中铁第一国际 B 座 15-20 层 

注册资本 30.09 亿元 

主要股东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历史沿革 成立于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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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

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险除外）、短期健康保险、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等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128.9 亿元、净资产 47.2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84.8 亿元、净利

润 3.0 亿元 

6、德邦基金 

关联方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畅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218 号宝矿国际大厦 35 层 

注册资本 5.9 亿元 

主要股东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2012 年 3 月份成立。 

主营业务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6.77 亿元、净资产 5.6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2.45 亿元、净利润

0.49 亿元 

7、豫园股份 

关联方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徐晓亮 

住所 上海市文昌路 19 号 

注册资本 3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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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 1987 年 11 月 25 日成立，1992 年上市 

主营业务 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饰品、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百货、五金

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除专项规定）、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家

具的批发和零售，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投

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大型活动组织服务，会展服务，房产开

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食堂（不含熟食卤味），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托运业务，生产

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钻石饰品（限分支机构经营）。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241.15 亿元、归母净资产 110.84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171 亿元、

净利润 0.66 亿元 

8、复星创富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斌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沪南路 2575 号 1203 室（康桥） 

注册资本 6 亿元 

主要股东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99.1%） 

历史沿革 2007 年注册成立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主营业务收入 1.15 亿元、净利润 0.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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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osun Investment 

关联方名称 Fosun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Cayman Company)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吕延翔、唐斌 

住所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 

注册资本 不适用 

主要股东 Fosu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历史沿革 2011 年注册成立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 4.17 亿港币、净资产 1.5 亿港币、主营业务收入 1.46 亿港币、

净利润 1.31 亿港币 

10、Fosun CMF 

关联方名称 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 (Cayman Company)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程云、唐斌 

住所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注册资本 不适用 

主要股东 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 

历史沿革 成立于 2013 年 

主营业务 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 作为 China Momentum Fund, L.P.

的普通合伙人，执行美元基金的日常投资事务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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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除永安财险外由于上述复

星关联公司均为关联自然人郭广昌先生间接控制的法人，因此，除永安财险外的

上述复星关联公司分别构成《上市规则》定义的本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及第10.1.5条第（二）项的规定，上

市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彭玉龙董事兼任永安财险的董事，因此，永安财险构成

《上市规则》定义的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本公司及新华资

产与复星关联公司基于日常经营业务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债券交易、股票交

易、基金交易、私募股权基金交易和购买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的债权投资计划等金

融产品等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新华资产与复星关联公司拟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在

框架协议中对日常关联交易具体业务类型予以约定。 

（二） 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新华资产与复星关联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

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根据市场状况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具体定价政策为：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政策 

债券交易 一级市场交易：参考公开招标确定的价格； 

二级市场询价交易：参考中债估值及实际市场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 

二级市场竞价交易：以市场实时交易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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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 竞价交易：参考当时市场价格； 

大宗交易：定价参考该股票前日收盘价格（如有）、当日已成交的最

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如有）以及市场实际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基金交易 交易价格为当日基金净值（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并由基

金托管人进行复核），交易费率遵从基金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相关费率 

关联方购买金融产

品 

参考具体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劣于给予第三方

的交易价格 

投资关联方担任普

通合伙人或者管理

人的私募股权基金 

根据原始出资定价 

（三）交易总额 

本公司及新华资产与复星关联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倘若发生的实际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就

超过范围部分本公司应根据《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

披露义务。 

（四）协议期限  

本公司及新华资产与复星关联公司分别签署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签

署之日起 12 个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公司需对保险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并促进其保值增值，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有利于本公司资金运用业务的开展，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及新华资产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正常交易，对本公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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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也有助于提高本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和执行效率。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报备文件 

1、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