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6年第三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代理业务 保险业务与保险代理业务 27.65
2 7/20/201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81169

3 8/22/201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221832

4 9/19/201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248064

5 8/31/2016 博罗五矿哈施塔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5468

6 9/21/201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20348

7 9/21/201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8305

8 8/29/201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5781897

9 9/30/2016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3809

10 7/1/2016 惠州五矿悦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9653

11 9/7/2016 惠州五矿悦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96

12 7/12/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06312

13 7/12/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41407

14 8/8/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4494

15 8/9/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9139

16 8/23/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83606

17 9/13/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92786

18 9/14/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1967

19 9/19/2016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4194

20 8/11/2016 五矿建设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26495

21 8/17/2016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75546

22 7/1/2016 五矿置业(天津)滨海新区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84

23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746083

24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6562943799

25 9/13/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4454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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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7/25/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9673

27 7/25/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93966

28 7/25/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6716
29 7/25/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30554
30 8/3/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202
31 9/2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部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77095
32 9/2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部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53736
33 9/27/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689308
34 7/4/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368
35 7/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南县支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56
36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49
37 8/24/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745
38 9/30/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741
39 8/19/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于楼支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69
40 7/29/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009
41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2306682
42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2615
43 8/22/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营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52
44 8/26/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734
45 9/13/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08
46 9/22/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24940236
47 8/1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43407
48 9/2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91077
49 8/16/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86
50 7/19/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16
51 9/18/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79
52 8/31/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282687
53 7/6/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10724
54 7/6/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601
55 9/27/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2064145
56 7/12/20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上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67855
57 7/20/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7042
58 7/7/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75619
59 7/7/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0118
60 7/8/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52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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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7/8/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422404
62 7/11/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066
63 7/12/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894
64 7/15/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14632
65 7/20/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98
66 7/21/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4329
67 7/25/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38877
68 8/8/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313679
69 8/17/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98
70 8/23/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11852
71 8/25/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474
72 9/7/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313512
73 9/8/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45004
74 9/9/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4321
75 9/19/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44918
76 9/19/2016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212346
77 2016年第三季度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再保险的分出 共保业务-再保险业务 -0.0007115115
78 9/28/2016 工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股权关系 固定资产租赁 电销三季度坐席费 0.00468
79 2016年第三季度 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营管理权 保险业务 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02127935
80 2016年第三季度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提供“宝贝赢家”产品增值服 0.0001325
81 8/8/201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申购 基金申购-工银瑞信双利债券A 0.5
82 8/18/201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委托投资 工银瑞信定增账户委托投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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