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2019 年 3 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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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
〔2007〕24 号）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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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17〕52 号）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安保险”
、
“本公司”或“公司”）认购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太安”）定向增发股票暨一般关联
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民太安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28,000,000 股（含 28,000,000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1,400,000 元（含 71,400,000 元）
，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华安保险为民太安本次定向增发的优先认购主
体，可认购数量为 1,000 万股，认购价格为每股 2.55 元，认购金额
合计为 2,550 万元。
经外聘机构（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对该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工
作，以及公司项目组对项目开展的研究和分析工作，最终经公司投资

管理业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总裁批准，公司以 2,550 万元价
格认购民太安本次定向增发的股票共计 1,000 万股，并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与民太安签署《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款项支付将于民太安发
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后，按照公告规定时间划款至规定账户。
（二）股票发行主体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民太安
证券代码：833984
法定代表人：杨文明
董事会秘书：陈亮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18 楼
（地址工商变更中）
民太安于 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深圳注册成立。2015 年 10 月 9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民太安股票在股转
系统挂牌，挂牌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10 月 27 日，民太安在
新三板正式挂牌。民太安是一家财产保险公估企业，在行业内具备一
定影响力和竞争力。2019 年上半年民太安已实现营业收入 25,359.88
万元，净利润 737.99 万元，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民太安资产
总计为 37,310.91 万元，净资产 25,472 万元。本次交易前，民太安
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保险公司

54,000,000

37.67

流通股

保险公司

27,777,778

19.38

流通股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

19,637,255

13.70

流通股

投资公司

10,700,000

7.46

流通股

陈亮

个人

6,000,000

4.19

吴怡

个人

4,000,000

2.79

流通股

胡永祥

个人

3,800,000

2.65

流通股

投资公司

3,600,000

2.51

流通股

平奋

个人

3,000,000

2.09

流通股

丰明君

个人

1,704,000

1.19

流通股

134,219,033

93.63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一
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市融祥信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流通股,限售流通
股

二、交易关联关系说明
华安保险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以 1.8 元每股,现金向民太安出
资 5,000 万元，共 27,777,778 股，持股比例为 26.14%。2015 年 10
月 27 日，民太安在新三板挂牌。经过数次增发变动，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我公司持股数未变，持股比例被稀释到 19.38%，仍为民太安第
二大股东。
根据持股比例及相关章程的约定，我公司向民太安派驻了 1 名董
事和 1 名监事，我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童清先生为民太安董事，我公
司副总裁于凤仁先生为民太安监事。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六条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者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构成保险公司关联方，我公司董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对民太安
施加重大影响，因此民太安系我公司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九条及第十条的规定，
“公司
投资关联方的股权、不动产及其他资产”属于“保险公司资金的投资

运用和委托管理”，构成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我公司认购民太安定向
增发的股票属于公司资金的投资运用，构成公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本次交易涉及金额不超过 2,550 万
元，属一般关联交易。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民太安 2018 年至今已进行了 3 次定向增发，3 次定增价格均为
每股人民币 2.55 元。本次定增发行价格也为每股人民币 2.55 元。该
价格是在综合考虑公司上一轮定增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告发行预案，
4 月 10 日正式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2.55 元）及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本次增资后，民太安总股本为 1.71 亿，估值为人民币 4.36 亿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协议《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认购协议》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签署完毕，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为：
（一）交易价格
根据协议约定，华安保险以现金认购民太安本次增发的 1,000 万
股股票，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2,550 万元，折合人民币 2.55 元/股。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交易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根据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公司将
在民太安发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后，按照规定日期、缴款方式划

款至其规定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经发行
人及认购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且认购
方收到发行人股东会同意转让标的股权的有效决议之日起生效。
协议于下列情况下终止：
在协议签署日至本次股票发行完成日期间：
1. 如果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协议可以解除并终止履行：
（1）出现了任何一方无法预料且无法避免，导致本次股票发行
事实上的不可能性，经各方书面同意后可以解除本协议。
（2）一方严重违反了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
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有权单方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
（3）存在任何使一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实质意义上不真实
或不完整的事实或情况，守约方有权单方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
2.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日前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
管机构的要求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的要求不符或本协议无法履行，并且各方
无法根据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的要求就本协议的
修改达成一致意见时，经各方书面同意后可以解除本协议并终止本协
议的履行。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19 年 4 月 30 日，我公司 2019 年第七次投资业务管理委员会
审议通过《关于认购民太安定向增发股票暨一般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9 年 5 月 6 日公司总裁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民太安定向增
发股票暨一般关联交易的请示》
。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2019 年 4 月 30 日，我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七次投资业务管理
委员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到委员 8 人，实到委员 8 人。会议审议了
《关于认购民太安定向增发股票暨一般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研
究讨论，全部 8 名应到委员 100%表决赞成（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一致通过了《关于认购民太安定向增发股票暨一般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形成《投资业务管理委员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019 年 5 月 6 日，公司总裁在公司公文签报《关于认购民太安
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请示》中签署
同意意见。
以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公司本年度（截止 6 月 30 日）与民太安除本次交易外发生其他
关联交易金额 22,862,836.90 元，本次交易后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总和为 48,362,836.90 元。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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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门反映。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