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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人寿关联交易蹊跷：信披迟漏频现
本报记者 陈晶晶 曹驰 广州报道

杆， 防止资金驻留在金融体系内
转动（脱实向虚）。 某保险公司总

随着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的正式实施，保险资金运用监
管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经理认为， 逐笔披露关联交易有

信息披露作为观察险企资金
运用的直观方式，自 2014 年 5 月
起至今， 监管部门已先后出台多
份规范文件。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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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需要逐笔报
告和披露， 且保险公司应当在签
订交易协议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
告中国保监会，同时在公司网站、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披露。

利于进行监督、追责，堵住保险公
司的遗漏托词借口。
然而，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人寿”）一
份股权关联交易信息却
“迟到”了
近半年。
这份 2018 年 2 月才在其官
网披露的公告显示， 民生人寿与

88 亿交易信披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人寿对于上述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多次出现时滞或与官方文件有出入的情况。
随着控股权的逐渐落定， 民生

控股股东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向控股”），于 2017
年 9 月重新签订了 《关于通联支
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协议》。

业内资深分析人士对 《中国

此外，记者梳理发现，万向控

经营报》记者表示，关联交易需要

股 自 2014 年 控 股 民 生 人 寿 至

逐笔报告和披露的， 是为了防止
资金挪用， 防止资金过度使用杠

2017 年间，民生人寿多项关联交
易存在信息披露时屡现迟漏。

式直接或间接获得浙商基金管理有

关联交易文件显示，其与通联资本

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情况表中，

人寿与万向系公司的一系列关联交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基金”）、通

签订协议，约定以收购价格为 1.36

民生人寿披露了持有浙商基金

易随即上演。
前述民生人寿与万向控股重新

惠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惠期
货”）、普星聚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元 / 股，收购通联资本所持有的浙商
基金 7500 万股， 交易价格总计 1.02

50%的股权。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 在随后的

签订的 《关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显示，民

“
普星聚能”）、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
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冠鼎泽恒业

亿元，得到浙商基金 25%的股权。
2015 年 4 月，原保监会《关于核

2016 年第 4 季度以及 2017 年 1~4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 浙商基金不

生人寿用自有资金以每股 7.5 元的

千岛湖”）、 纳德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准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再出现在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

价格， 收购万向控股持有的通联支
付 6 亿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以下简称“纳德酒店”）等股权，累
计交易金额超过 88 亿元。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批
复》中显示，民生人寿运用 2.04 亿元

业情况表中。
而 2017 年 7 月 5 日，民生人寿

41.10%，交易总金额 45 亿元。
此外， 民生人寿官网披露的关

值得注意的是， 民生人寿对于
上述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多次出现

自有资金， 以收购股权方式投资浙
商基金 50%股权，并对其实施控制。

关于签订《持续关联交易合同》的交
易文件中指出，民生人寿为浙商基金

联 交 易 文 件 显 示 ，2014 年 ~2017
年， 民生人寿采用增资或收购的方

时滞或与官方文件有出入的情况。
民 生 人 寿 2014 年 8 月 22 日

民 生 人 寿 2016 年 1 季 度 ~3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在子公

控股股东， 民生人寿收购浙商基金
50%股权的事宜已获原保监会核准，
目前为止，证监会仍旧对此事待批。
另外， 2015 年 11 月 23 日，民
生人寿通过指定子公司通惠康养游

民生人寿与万向控股及旗下公司的关联交易

万向控股

控股民生人寿

2017 年，收购持有的通联支付 6 亿股股份，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5 亿元
2014 年，直接增资旗下公司普星聚能，交易总金额 21 亿元，获得
普星聚能 42.86%的股权

2015 年 1 月， 万向三农集团将所持全部股份转让给万向控
股。 转让后,万向控股持股比例达到 37.32%。 万向控股、通联
资本、 上海冠鼎泽三家万向系公司共累计持有民生人寿
61.43%的股权。
1994 年，全国工商联开始牵

资本持有 2.68 亿股股份，持股比

头筹建民生人寿，发起股东共 21
家， 主要股东均为实力较强的民
营企业，包括万向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
“
万向集团”）、中国泛海控股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海控

例 9.91%。 公开信息显示，万向集
团是浙江航民实业旗下上市公司
浙江航民股份（600987.SH）的第
二大股东。
2010 年 11 月， 万向控股正

股”）、山西海鑫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鑫钢铁”）等国内著名

式进入， 承接万向财务所持民生
人寿全部股权。转让后，万向控股

民营企业。
2002 年 5 月，筹备时间长达

持股比例达 18.94%，万向财务彻
底退出。

8 年、 我国首家民营资本为投资
主体的保险公司获批成立， 初始

2010 年年底，民生人寿由 27
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增至 40 亿元。

注册资本为 8.73 亿元，万向集团
和泛海控股分别持有 13.7%的股

增资之后， 万向控股持股比例由
18.94%增至 20.00%，通联资本由

权，并列第一大股东。
开业 3 年后，民生人寿股权

9.91%增至 15.35%， 浙江航民实
业由 8.98%增至 15.00%， 民生人

便开始频繁更迭。 最终，万向控
股为其控股股东，民生人寿实际

寿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遭到不同
程度稀释。

控制人则为万向控股董事长鲁
伟鼎。

2011 年年底，民生人寿注册
资本金由 40 亿元增至 60 亿元，

2006 年 4 月，万向集团将其
持有的 1.2 亿股股份全部转让给
旗下子公司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万向三农集团”）、上海冠鼎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冠鼎

（以下简称
“万向财务”）。受让后，
万向集团退出股东席位， 新进股

泽”）进入，这两家公司的法人均
为万向控股法人鲁伟鼎。同时，万

东万向财务持股 13.75%。
2009 年 3 月，新进股东通联

向控股持股比例增至 20.14%，通
联资本持股比例增至 17.59%，万

资本出资 3866 万元，受让海鑫钢
铁所持 3866 万股股份。 彼时，通

向三农集团持股 17.18%，上海冠
鼎泽持股 6.52%， 民生人寿其他

联资本与万向财务同属万向集团
旗下公司。

股东股权进一步遭到稀释。
2015 年 1 月，万向三农集团

2010 年 2 月，泛海控股出让
全部股权， 分别转让给浙江航民

将所持全部股份转让给万向控
股。 转让后,万向控股持股比例达

实业和通联资本。转让后，浙江航
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43
亿股股份，持股比例 8.98%；通联

到 37.32%。 万向控股、通联资本、
上海冠鼎泽三家万向系公司共累
计持有民生人寿 61.43%的股权。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通惠康养游”）
与上海冠鼎泽签订两则增资扩股协
议。一则文件显示，通惠康养游将纳
德酒店注册资本由 11175 万元增至
19000 万元，增资后，通惠康养游持

万向财务

通联资本

通联创投

上海冠鼎泽

有纳德酒店 65.64%股权。 另一则协

2013 年，提供了 5.2 亿元的借款

议显示， 通惠康养游将冠鼎泽恒业
千岛湖注册资本由 3 亿元增至 6 亿
2014 年，以 7250 万元交易价格受让持有的通联期货股权

元，增资后，通惠康养游持有冠鼎泽
恒业千岛湖 50%股权。

2014 年，以 5250 万元的交易价格受让持有的通联期货股权

而民生人寿 2016 年年报披露，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纳德酒店

2014 年，以 1.02 亿元价格受让持有的浙商基金 25%股权

63.67%的股权、 冠鼎泽恒业千岛湖
72.75%的股权。 与 2015 年 11 月关
联交易文件对照可见， 股权数据存
在差距。 记者查阅监管部门指定的

2015 年， 通过通惠康养游将纳德酒店注册资本由
11175 万元增至 19000 万元， 将千岛湖注册资本由 3 亿元

信披渠道， 未找到民生人寿就此数
据出入进行的相关披露。

增至 6 亿元

“御用”评估机构曾遭罚
民生人寿所聘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该机构也是前述通联支付股权交易定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而该评
估机构曾因业务违规遭监管查处。
实际上， 前述收购通联支付的
交易事项，在 2016 年年底已经签订，

违反收单业务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再被人民银行处罚。

聚能进行了评估。而且，定价依据中
未对普星聚能的评估结果作具体公

5 月， 依据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和资
产评估机构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管发

本次更正公告只是将交易支付方式
做了相应更改，即在监管批准前的首
期款支付比例由 30%降至 3%。
公开信息显示， 截至目前监管
层尚未批准民生人寿收购通联支付
一事。 几位保险公司董秘对记者表
示， 监管层行政许可时限一般不超
过 20 个工作日，这种情况监管层应
该是没批复或者未受理。

事实上， 这并非民生人寿与万
向控股的首次股权关联交易。
交易文件显示，2014 年 12 月
26 日，民生人寿与万向控股及柴伟
签订了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的增资
扩股协议》，民生人寿将普星聚能注
册资本由 25 亿元增至 35 亿元，新
增注册资本 15 亿元，新增股份数为
15 亿股，新增股份数全由民生人寿

示， 未计算关联价格的具体计算方
法以及价格因子的确定过程， 只表
示“
根据评估结果，普星聚能股份公
司完成增资后，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 15 亿元人民币注资获
得其 42.86%的股权， 定价公允合
理，符合市场定价标准。 ”
对于民生人寿关联交易中未具
体指出第三方评估机构名称， 记者

现移交的涉嫌执业违法线索， 证监
会稽查部门对 6 家审计和评估机构
立案稽查，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这是证监会首次对审计、
评估机构部署开展稽查执法行动。
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评估程序存在
重大缺陷、瑕疵，评估过程中重要假
设不合理、参数选用不恰当、公式设

通联支付 2008 年 10 月成立，
其 2016 年年报披露，万向控股持有

认购，交易总金额为 21 亿元，增资
后民生人寿持有普星聚能 42.86%

查阅同样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民
生人寿与股东上海冠鼎泽签订的关

置不正确等。另外，在欣泰电气欺诈
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作

通联支付 6 亿股股份，出资金额为 6
亿元，即每股 1 元。 2016 年年底，万
向控股以每股 7.5 元的价格，将持有
的通联支付 6 亿股份卖给民生人寿。
此外，2014 年 ~2017 年通联支

股权。
普星聚能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营产
业。从文件表述上看，该项交易出现
了 5 亿元的资金出入。

联交易文件， 其所聘用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民生人寿一系列关联交易文件显
示，一直聘请的是此家评估机构。该
机构也是前述通联支付股权交易定

为其首发上市审计机构的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被依法查处。
对于民生人寿上述关联交易中
出现的信披问题， 记者多次联系其
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民生人寿

付屡次因违法违规收到央行罚单，
累计被罚金额达 1513 万元。 2018

不仅如此， 上述文件中未指出
是具体哪一家评估机构， 仅称聘请

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而该评估机
构曾因业务违规遭监管查处。

官方未予回复。 针对民生人寿关联
交易相关的诸多疑问， 本报记者仍

年 4 月 3 日， 通联支付安徽分公司

了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普星

根据证监会官网公示，2016 年

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建信人寿规模之殇
本报记者 路英 上海报道

规模易增利润难涨

做强做大， 你选择做大还是做
强？ 已经成立 20 年的建信人寿用行
动似乎依旧给出的答案是做大。
2018 年前两月，建信人寿规模
保费突然激增， 规模保费不仅是去
年同期的 2 倍， 更是已超过去年全

从全年保费来看，2017 年建
信人寿以 423 亿元规模保费再次
排在银行系保险公司的榜首。 根
据官方公布的最新保费信息，今
年前两月， 建信人寿规模保费收
入 222 亿元， 排在 82 家人身险公

事实上， 在转身建信人寿之
前， 该公司已连续 4 年盈利。 以
2009 年为例， 太平洋安泰人寿净
利润 1.4 亿元，对应的保险业务收
入仅 6.1 亿元。 相比 2009 年，建信
人寿 2017 年保费规模增长了 69

人 寿 2017 年 的 净 利 润 约 53 . 8
亿元。
对此， 建信人寿相关人士表
示，该公司同期的价值类指标表现
优异，说明建信人寿的转型保持在
良好的轨道上。 2017 年，其全年新

挥保险保障作用，推动价值型业
务；二是发挥银行系保险公司优
势，着力满足银行各类客户的需
求；三是推动综合化转型，积极
开展健康险、网络业务、个人代
理业务。

型，渠道功能向提升服务能力、优
化客户体验、 孵化创新应用等维
度转化， 实现了电子渠道新增客
户 59.4 万人， 推动网销保费总量
保持全行业前列。 ”建信人寿相关
人士对记者表示， 健康险大力发

年的一半。 而其在 2017 年规模保费
同比下降达 26.42%。 然而，业绩快
速回升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一季度

司第 12 位。
据了解，建信人寿的前身是太
平洋安泰人寿， 系成立于 1998 年

倍，但净利润仅 3.75 亿元，这也令
人再次质疑银保渠道的高保费低
价值。

单期缴保费收入 48 亿元， 同比增
长 79.2%。 在同类型公司中，总规
模保费、新单规模保费等主要指标

“
就去年来说，在对私渠道，主
推非中短期业务和价值型期缴业
务， 高端业务的期缴占比提升到

展保障型业务， 推出了多项产品
和健康管理服务。
另外， 建信人寿相关人士表

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 2011 年更
名建信人寿，转而重点依赖银保渠
道获取保费收入。 近年来，建信人
寿保费收入激增，但净利润的增长
却并不尽如人意。

与其规模相当的险企如新
华人寿、国华人寿净利润远高
于建信人寿， 据记者了解，建
信人寿也将新华人寿作为银
行系以外的对标公司，但新华

及税前利润、总资产、综合投资收
益率、综合费用率、ROE 等财务指
标均排名首位。
该相关人士称， 该公司的业
务转型策略可以总结为：一是发

了 30%以上；在对公渠道，团险主
推效益型、创新型业务，发挥银行
系保险公司的优势， 推出了一批
面向银行业务伴生保险需求的产
品和服务。 网销渠道推动深度转

示， 建信人寿相比于同类公司的
特点是代理人渠道的发展， 在代
理人渠道，14 家分公司、104 个网
点开展个险业务， 代理人数量达
到一万人。

倍，但也只有 12.8 亿元左右。

的 353.8%。 而此时，退保问题也开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偿付能力依然

示，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始终保持在

行系保险公司存在的另外一个问
题也凸显出来。高保费带来注册资
本的高消耗，而既有模式的高退保
风险也不容忽视。
在建行入股之初，2011 年，建
信人寿的注册资本由 8 亿元增至

2012 年， 建信人寿的注册资
本增至 44.96 亿元，公司挣脱了偿
付能力的束缚，保险业务收入 58.7
亿元，同比增 359%，建信人寿开始
驶入保费规模快车道。
至 2014 年， 建信人寿的保险

始显现，当年退保金达 19 亿元，同
增 252%。
2015 年， 建信人寿的退保金
达到了 130 亿元，占到保险业务收
入的 6 成以上。
2016 年， 建信人寿的保险业

在年底降为 156.19%。
2017 年， 根据建信人寿偿付
能力报告，其偿付能力在小区间内
变动， 全年保险业务收入也降至
295 亿元 （四季度之和， 未经审
计）。 并在同年一季度出现了－0.8

监管要求之上。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运用各种工具对资产负债进
行主动管理，使公司偿付能力符合
要求的同时， 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已
经形成了良好的资本补充机制，可

11.8 亿元，其偿付能力也由 2010 年
的 132%升至 2011 年的 228.94%，
增资当年的保险业务收入几近翻

业务收入达到 159 亿元，高保费伴
随资本高消耗， 其偿付能力也由
2012 年的 1291.7%骤降至 2014 年

务收入剧增至 461 亿元，同比增加
125%， 退保金为保险业务收入的
近 3 成。 尽管当年建信人寿发 35

亿元的亏损， 及三季度－42 亿元
的现金流问题。
对此， 建信人寿相关人士表

以满足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在可
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不存在偿付能
力跌破红线的可能。

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建信人寿的净
资产是 73 亿元， 此数值与 2012 年
建信人寿转身银行系之初的 70.53
亿元已经相当接近。 对比 2009 年的
相关数据， 建信人寿保费规模增加
了 69 倍，但利润增长却不足 2 倍。
建信人寿相关人士对《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建信人寿自 2011 年开
业以来，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主推规模型产品，扩大市场份额。自
2016 年起，建信人寿进入转型发展阶
段，以提升公司价值为目标，主推价值
型产品，提高综合经营能力。
当前，在“保险姓保”的回归大
潮中，“转型” 成为险企每每谈及的
热词。然而，对于习惯粗放式发展的
险企而言，转型显然不那么简单。

资本高消耗隐忧
随着规模保费的不断增加，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