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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一般关联交易按交易类型合并披露。现将人保资本保

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四季度需

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2022 年第四季度，公司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信息

（含相关子公司发生的纳入本公司关联交易统计的交易）共

66 笔，交易类型为服务类、资金运用类、保险业务和其他类以

及利益转移类等，交易金额约为 24870.1879 万元。 

截至 2022 年第四季度末，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比例

符合监管要求。 

关联交易明细及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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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明细 
序

号 

交易

期间 

交易

主体 
关联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22
年第

四季

度 

人保

资本

保险

资产

管理

有限

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中国保险》及《中国人民保险》月刊

设计印制发行分摊费用 13.5083 

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3 年数据中心南中心一揽子服务协

议费用 100.0000 

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3-2025 年《中国人保大厦租赁合同》

租金 8360.4516 

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租 2 号资产支持

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开

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41.3517 

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13.7500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关联交易 公务用车财产保险保费 0.2277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关联交易 公务用车财产保险保费 0.294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信达金租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管理费 60.0000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唐曹铁路债权投资计划（一

期）管理费 199.8000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保投资-厦门轨交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240.0000 

1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建国熙台不动产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150.0000 

1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国广核集团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管理费 9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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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招金股份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一期）管理费 204.0000 

1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西交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340.0000 

1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杭州地铁不动产债权投资计

划管理费 250.0000 

1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东能源盛鲁电厂项目债权

投资计划（二期）管理费 67.5000 

1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东能源盛鲁电厂项目债权

投资计划（三期）管理费 540.0000 

1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华融金融租赁 2 号资产支持

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开

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103.4444 

1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华融金融租赁 3 号资产支持

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开

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1226.5556 

2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租 1 号资产支持

计划四季度至清算日管理费 3.6608 

2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华泰-长沙西海岸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160.0000 

2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融租赁项目资产

支持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

度开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105.5841 

2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租 2 号资产支持

计划于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

开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220.5422 

2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70.0000 

2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信达金租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管理费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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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唐曹铁路债权投资计划（一

期）管理费 266.4000 

27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保投资-厦门轨交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480.0000 

2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建国熙台不动产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150.0000 

2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国广核集团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管理费 1053.0000 

3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招金股份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一期）管理费 204.0000 

3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受托投资珠海普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管理费（统一交易协

议项下） 
360.0000 

32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西交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544.0000 

3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东能源盛鲁电厂项目债权

投资计划（一期）管理费 405.0000 

3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华融金融租赁 2 号资产支持

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开

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82.7556 

3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华泰-长沙西海岸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200.0000 

3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70.0000 

37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唐曹铁路债权投资计划（一

期）管理费 75.4800 

38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保投资-厦门轨交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80.0000 

3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建国熙台不动产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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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国广核集团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管理费 117.0000 

41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招金股份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一期）管理费 68.0000 

42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受托投资珠海普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管理费（统一交易协

议项下） 
72.0000 

43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西交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管理费 136.0000 

44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山东能源盛鲁电厂项目债权

投资计划（一期）管理费 337.5000 

45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华泰-长沙西海岸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受托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40.0000 

46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融租赁项目资产

支持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

度开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36.0531 

47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27.5000 

48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唐曹铁路债权投资计划（一

期）管理费 124.3200 

49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国广核集团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管理费 819.0000 

50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杭州地铁不动产债权投资计

划管理费 250.0000 

51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13.7500 

52 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越秀租赁 1 号资产支持计划

第四季度管理费 2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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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华融金融租赁 2 号资产支持

计划受托人变更后自 2022 年四季度开

始至剩余存续期内管理费 
21.6917 

54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投控-长城国兴金租 1 号资产支持

计划四季度至清算日管理费 3.6608 

55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自有资金委托人保资产在 2022 年第四

季度管理费（统一交易协议项下） 31.1436 

56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诚信托浦江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投资咨询顾问费 189.6000 

57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诚信托-福州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投资咨询顾问费 880.0000 

58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诚信托-国新控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投资咨询顾问费 3745.0000 

5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公司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

响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中建国熙台不动产债权投资

计划托管费 10.0000 

6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公司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

响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西咸北环线基础设施债权投

资计划托管费 100.0000 

6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公司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

响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人保资本-汉川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托管费 100.0000 

62 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2 年科技服务协议服务费 44.6600 
63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中国人保大厦第 9 层东侧区域物业费 82.5499 
64 重庆联付通网络结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关联交易 支付业务合作协议 0.0000 

65 2022
年第

四季

度 

人保

资本

股权

投资

有限

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认购人保资产管理的人保资产安心盛

世 42 号资产管理产品第四季度管理费 3.1458 

6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认购人保资产管理的人保资产安心收

益投资产品第四季度管理费 4.0570 

      合计 2487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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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总资产 

（上年度末,

法人口径） 

净资产 

（上年度末，

法人口径） 

流动性资产 
固定

收益 

上市

权益

类资

产 

未上

市权

益类

资产 

不动

产类

资产 

境外 

其他

金融

资产 

全部投资余

额 

占总资

产比例 

占净资

产比例 

与单一法人主体 

序

号 

法人主体

名称 
投资余额 

占净资

产比例 

法人主体净资产

（法人口径，上

年度末） 

占法人主

体净资产

比例 

1 110,204.4719 52,587.4472 6,157.6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157.6100 5.59% 11.71% 1 
中国人保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157.6100 11.71% 256,386.2779 2.40% 

注：1.上述关联交易信息为根据交易合同预估数据，数据未经审计，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公司控股子公司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含其管理的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公司关联方发生的交易纳入季度关联交易统计。 

3.表格 2 中的“流动性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人保资产安心盛世 42 号和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的投

资余额，可随时赎回。截至 2022 年四季度末，安心盛世 42号的投资余额为 3063.56 万元，安心收益投资产品的投资余额为 3094.05 万元。 

 

 

 

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