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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达信息”）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万达信息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万达信息及其子公司拟与关联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人寿”）及其分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

合计不超过 21,7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的 5.97%。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人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中国人寿及其分子

公司 
提供服务 

提供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劳务 

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 
18,000.00 74.6852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 
提供服务 

提供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劳务 

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 
1,000.00 -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提供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劳务 

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 
2,000.00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服务 

提供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劳务 

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 
500.00 - 

保险职业学院 提供服务 
提供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劳务 

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 
200.00 - 

合计 21,700.00  

上述交易预计期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超出上述预

计交易总金额、各项预计交易金额的关联交易，应依照超出的金额，根据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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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与中国人寿及其分子公司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4.6852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264,705,000 元整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71092841XX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

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

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是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国人寿是万达信息的关联法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寿总资产 32,544.03 亿元，净资产 3,232.90

亿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431.01 亿元，净利润 119.36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寿总资产 36,090.78 亿元，净资产 3,941.50 亿元；2019 年 1-9 月营

业收入 6,240.24 亿元，净利润 582.58 亿元。 

2、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人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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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8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0,000 万元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100023728D 

经营范围：已承保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的续期收费和给付保险金等保险服务以及再保险业务；控股或参股境内外保险

公司或其他金融保险机构；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人寿集团系中国人寿控股股东，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人寿集团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3、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养老保险”） 

公司名称：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1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崔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0,000 万元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710934529H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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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人寿养老保险系中国人寿控股子公司，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人寿养老保险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公司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8 年 7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68,719.63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36428Q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从

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贷款；

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

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

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

发行及付款业务；离岸金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监会等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广发银行系中国人寿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广发银行是万达信息的关联法人。 

5、保险职业学院 

企业名称： 保险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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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3 年  

法定代表人：赵松来 

注册资本：2,603 万元 

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44881996N 

经营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保险应用人才,促进经济发展。保险实务、金融保险、

医疗保险实务、营销与策划、金融管理与实务、投资与理财、国际商务、会计电

算化、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应用英语、法律事务高等专科学历教育金融学、

保险、投资学、法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成人本科学

历教育保险研究相关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教育、业务培训与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保险职业学院是人寿集团直属的教育培训机构，根据深交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保险职业学院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

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万达信息与上述各关联方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共同发展的原则，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竞争下的正常商业惯例，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 

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万达信息将根据日常经营与上述关

联方就各项业务分别签订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各方的日常经营需要，万达信息向其上述各关联方提供技术服务均为各

方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当采购和销售行为，符合万达信息的实际情况。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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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其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共同发展

的原则，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万

达信息和万达信息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万达信息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也不会对万达信息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匡涛、

胡宏伟、钱维章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万达信息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批准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

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万达信息 2020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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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李孝君                        石建华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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