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的分类合并 

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及相关规定，

现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季度分类合并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如下：  

（一） 资金运用类 

1、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本季度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养老金产品关联交易情况汇总

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北京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4,419.14  

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收取产品管理费 33,283.92  

关联自然人 收取产品管理费 82,426.69  

上海德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1,796.25  

上海棱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收取产品管理费 3,289.13  

上海量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803.59  

上海芃昉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10,606.91  

上海升煦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5,097.20  

深圳泰康资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744.93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950,407.88  

泰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73,819.68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56,526.9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6,702,169.9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66,662,338.00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3,459.18  

泰康之家申园（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55,566.33  

泰康之家蜀园成都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1,371.67  

泰康之家吴园（苏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21,371.67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49,756.62  

珠海横琴晨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1,532.72  

珠海横琴康元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收取产品管理费 65,248.70  

总计 95,010,037.09  



单位：人民币元 

2、公募基金 

本季度公司发行的公募基金关联交易情况汇总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北京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3,737.2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192,021.69  

关联自然人 收取基金管理费 669,927.86  

深圳市泰康前海国际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31,638.59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46,655.93  

泰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21,309.86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44,447.67  

泰康珞珈（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25,042.4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33,637,707.52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6,927,982.66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26,180.41  

泰康之家管理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21,155.2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基金管理费 69.73  

总计 41,647,876.92  

单位：人民币元 

3、公开市场 

本季度公司进行的公开市场关联交易情况汇总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间、交易所公开

市场品种（含股票、

债券交易等） 

47,500,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24,707,686.59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48,591,410.96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1,766,924.6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8,797.0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485,138.38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6,601,814.83  

总计 9,243,001,772.42  

单位：人民币元 

注：本季度我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公开市场关联交易，此类业务属于交易所、银行间股票、债

券市场公开品种交易范畴，具有经常性、持续性、时限紧、金额大的业务特点，且受到交易所、

银行间交易市场严格管控，价格公平公允且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规定，“一方以现金认购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

债券、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衍生品种”可免于事前审议和披露。根据该类公开市场业务特点，我公



司对包括债券投标分销及发行、回购拆借、银行存款及存单业务等在内的公开市场交易，全面统

计预测全年度交易并集中履行了审批、报告、披露要求。 

4、其他资金运用类 

本季度公司进行的其他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情况汇总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应收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息 16,037,033.89  

资产资本金或受托第三方拟投资华泰资管-至诚

1-20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的一期或多期，总

计预估不超过 20亿 

2,000,000,000.00  

北京泰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增资 40,000,000.0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

公司 
应收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利息 930,821.92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泰康保险集团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郑州发

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

理费 

6,652,0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认购“泰康人寿保单贷款第 2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优先 B级 
53,000,000.00  

泰康人寿认购的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万科商业

2 号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受托管理费由 0.15%下

降至 0.05%，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理费 

600,000.00  

泰康人寿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贵阳首房商

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理

费 

4,500,000.00  

泰康人寿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国电投赤峰

热电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

管理费 

4,455,000.00  

泰康人寿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郑州发投基

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理费 
8,604,000.00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泰康养老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贵阳首房商

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理

费 

2,250,000.00  

泰康养老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国电投赤峰

热电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

管理费 

405,000.00  

泰康养老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泰康-郑州发投基

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泰康资产收取受托管理费 
6,102,000.0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应收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利息 4,338,200.09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持有中保投-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股利

收入 
47,605,479.45  

应收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利息 4,825,226.52  

总计 2,200,304,761.87  

单位：人民币元 

 

（二） 利益转移类 

1、利益转移类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短融增益 3号和稳健回报 2号资管产品向泰康

保险集团转让持仓的长城财富-豫资城乡郑东

新区棚户区改造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第一期)

持仓份额 

52,000,0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短融增益 3号和稳健回报 2号资管产品向泰康

人寿转让拟转让持仓的长城财富-豫资城乡郑

东新区棚户区改造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第一

期)持仓份额 

12,000,000.00  

泰康兴业投资有限

公司 
泰康国际大厦租金 30,747,954.60  

总计 94,747,954.60  

单位：人民币元 

 

（三） 保险业务类 

1、保险业务类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统一交易协议（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提供服务、保险业务等，协议有效期至

2022.12.31） 

2,135,580,000.00  

总计 2,135,580,000.00  

单位：人民币元 

 

（四）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服务类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北京嘉瑄置业有

限公司璞瑄酒店 
提供餐饮服务 13,500.00  

上海拜和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支付上海拜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报销 7,500.00  

泰康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共享服务费用 3,190,489.62  

泰康保险集团认购光信·光乾·信立 1号（信

达立人）（第三期），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

顾问收取财顾费 

424,320.00  

泰康健康产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物业分公司 

泰康国际大厦物业费 1,583,985.54  

支付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物业

分公司报销 
645,266.53  

泰康健康产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武汉物业分公司 

物业及日常维修等物业相关费用等 120,000.00  

泰康教育咨询

（北京）有限公

司 

会议费 19,076.60  

会议服务费 200,000.00  

业务招待费 836.00  

职工教育经费 943.40  

泰康珞珈（北

京）科学技术研

究院 

职工教育经费 3,4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 

交银国信-稳健 15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续期

1+1 年，泰康人寿实际续期 2.5 亿元，泰康资产

担任计划财务顾问收取财顾费 

250,000.00  

泰康人寿认购 2019 年中诚信托诚和二号（第四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

顾问收取财顾费 

518,650.00  

泰康人寿认购 2019 年中诚信托诚和二号（第五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

顾问收取财顾费 

1,281,850.00  

泰康人寿认购 2020 年中诚信托诚和三号（第四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

务顾问收取财顾费 

2,019,395.00  

泰康人寿认购光信·光乾·信立 1号（信达立

人）（第二期），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顾问

收取财顾费 

682,890.00  

泰康人寿认购厦门信托-广州城投发展流动资金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3-15期），泰康

资产担任计划财务顾问收取财顾费 

2,034,000.00  

泰康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签署委托服务协议，在公司授权范围内，为企

业年金客户提供属地化服务支持 
314,717,000.00  



泰康养老认购 2019 年中诚信托诚和二号（第四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

顾问收取财顾费 

750,000.00  

泰康养老认购 2019 年中诚信托诚和二号（第五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

顾问收取财顾费 

160,250.00  

泰康养老认购厦门信托-广州城投发展流动资金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3-15期），泰康

资产担任计划财务顾问收取财顾费 

1,800,000.00  

泰康在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在线认购光信·光乾·信立 1号（信达立

人）（第三期），泰康资产担任计划财务顾问

收取财顾费 

112,710.00  

泰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签署了《港股通组合投资顾问费补充协议

二》，约定 2019年-2021 年港股通组合投资顾

问费相关事宜 

260,370,000.00  

新世纪宗康（北

京）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支付新世纪宗康（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报销 
10,777.53  

总计 590,916,840.22  

单位：人民币元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