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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七家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信息披露公告 

(关联交易信息)2018 年 11号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保监会”）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 2018 年第 2 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

第 1 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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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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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基金”）、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创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园股份”）等七家公司（以下

合称“复星关联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关信

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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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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分别与议案述及的七家复星关联公司签署

了框架协议。根据《通知》规定，上述本公司与七家复星关

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框架协议》，本公司拟在一级市场认购和在二级

市场买卖复星关联公司发行的债券或股票；拟通过场外交易

的方式申购德邦基金旗下的公募基金产品（含后续赎回）；

拟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复星创富作为管理人及普通合伙人

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保险

公司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保险

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因郭广昌先生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上述七家复星

关联公司均为郭广昌先生间接控制的法人，因此，上述七家

公司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 

关联法人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25.63亿元（人民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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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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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30605412 

2、复星国际 

关联法人名称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注册资本 不适用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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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3、复地集团 

关联法人名称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4亿元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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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174736F 

4、复星高科 

关联法人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8亿元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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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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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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33084G 

5、德邦基金 

关联法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9亿元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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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3124497E 

6、豫园股份 

关联法人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38.8亿元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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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0223M 

 



5 

 

7、复星创富 

关联法人名称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亿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607363201 

三、交易目的 

公司需对保险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并促进其保值增值，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险资金运用业务，有利于公司资金运

用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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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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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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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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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私募 

股权基金 
根据原始出资定价 

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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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等交易事项。本公司与复星关联公司在框架协议中对日

常关联交易具体业务类型及交易金额上限约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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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11 亿元（其中：复星医药 1亿元，复星国际 3 亿元，复地集

团 3 亿元，复星高科 4 亿元），股票交易（在二级市场买卖

关联方发行的股票）金额 6 亿元（其中：复星医药 5 亿元，

豫园股份 1 亿元），与德邦基金的基金交易（申购、赎回关

联方旗下场外基金产品）3 亿元，投资复星创富担任普通合

伙人及者管理人的私募股权基金 1.5 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协议暂不涉及结算，交易结算方式以《框架协议》执行

过程中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准。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上述七份《框架协议》经交易各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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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均为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8日。 

六、本年度及往年与复星关联公司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18 年度（截至 11 月 19 日），公司在二级市场买卖复

星医药和豫园股份股票金额为 17.54 亿元和 1.86 亿元。

2016-2017 年度，公司在二级市场买卖豫园股份和复星医药

股票金额为 3.47亿元和 1.28 亿元，与德邦基金进行公募基

金申购、赎回交易金额为 1.7亿元。此外，公司于 2017-2018

年度在二级市场买卖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为郭广

昌先生间接控制法人，属于公司关联方）股票金额为 8.95

亿元。 

七、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

影响 

本公司与复星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正

常资金运用及日常经营行为，有利于促进本公司资金运用等

日常业务开展，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八、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公司于 2018年 9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彭玉龙先生回避

表决，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

决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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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本公司通过现场审议方式，进行关联交易的内部审议程

序。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

意见如下： 

1、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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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过往日常关联交易资料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董事会对前述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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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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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上限公平合理。 

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本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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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