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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

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5 号）以及

原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4 号）

等相关监管要求，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对三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19年三季度，公司主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各分行、支行及下属各级机构、法国安盛集

团（以下简称“安盛集团”）下属各企业、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五矿集团”）下属各企业开展各类关联交易。交易涉及公

司资金的投资运用、固定资产的租赁、银行保险代理业务、团体

保险业务、境外援助服务关联交易。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1.资金的投资运用 

2019 年三季度，公司共发生 6 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3

笔为公司申购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双利债券 A、丰收回

报以及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C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人

民币 1亿元、0.5亿元以及 0.3亿元； 1笔为公司支付工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发生的北京工融金投二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项目顾问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0万元；2

笔为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重庆信托• 弘保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以及江苏信托-信保盛 158 号（郑地集

团）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托管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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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及 60万元。 

2.投资管理费 

2019年三季度，公司共发生 2笔资金投资管理费关联交易。

1 笔为公司向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工银瑞信-晟宏 35

号委托产品管理费，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1.98 万元。1 笔为公司

向工银安盛资管有限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36.93万元。 

3.银行存款 

截至三季度末，我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共

计人民币 61.42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15亿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19 年三季度，公司继续租赁工行 401处办公职场，租金共

计人民币 647.68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19年三季度，公司委托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55.26

亿元；公司支付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 1.24亿元。公

司委托绵阳市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0.71万元；由于公司仅

支付绵阳市商业银行首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2019年公司

                   
1  40处职场租赁关联交易分别与工行上海市黄浦分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辽宁省盘锦、

抚顺分行，陕西省咸阳、宝鸡、安康分行，山东省淄博、临沂、东营、济宁、潍坊、烟台、泰安、渭南、聊城分行，

河南省安阳、南阳、开封、信阳、周口、驻马店、许昌分行，洛阳、平顶山支行，湖北省荆州、黄冈、襄阳、三峡、

孝感分行，福建省福州五一、罗源支行，山西洛阳、山西大同分行、河北沧州分行、陕西汉中、云南省分行、广西柳

州分行，江苏徐州分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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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新发保险代理产品业务，因此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为 0

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19年三季度，公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安盛旅

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

司共 53家公司及机构提供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1.6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19年三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 23.73万元。 

四、其他关联交易 

1.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9年三季度，公司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盛旅行援助”）发生海外二诊和海外导诊服务项目

年费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5万元；发生寰球寰亚第三方管

理服务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3.04万元；发生境内外急难救

援服务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5万元。 

2.信息科技服务关联交易 

2019 年三季度，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发生机房托管服务交

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41.43万元；发生软件授权服务交易，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122万元。 

3.与 AXA ASIA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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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季度，我公司与 AXA ASIA发生 MART年度高峰会服

务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7.38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30日 



类型 交易概述
1 7/11/201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A 1
2 8/2/201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瑞信丰收回报 0.5
3 8/27/201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卓越账户申购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C 0.3

4 7/19/2019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北京工融金投二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项目顾问费
0.02

5 9/17/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重庆信托•弘保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费 0.00033

6 9/24/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江苏信托-信保盛158号（郑地集团）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托管费、债务融资顾问及资金监管费
0.006

7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瑞信-晟宏35号委托管理费 0.003198457
8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资管委托管理费用 0.06369331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 61.4237831109
10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 15

11
2019年

第三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1.2392448935 1.2392448935

12
2019年

第三季度
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营管理
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02372843 0.002372843

13 8/1/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机房托管服务 0.044143 0.044143
14 8/6/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软件授权 0.0122 0.0122
15 9/18/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海外二诊和海外导诊服务项目年费 0.00015 0.00015
16 7/8/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2019年4-6月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费用 0.002901 0.002901
17 8/16/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2019年7-9月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费用 0.0034025 0.0034025
18 7/8/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境内外急难救援服务合约 0.00065 0.00065
19 7/5/2019 AXA ASIA 股权关系 服务类 MART年度高峰会 0.0107382034 0.0107382034
20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337141
21 法国安盛公司北京代表处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181
22 五矿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8932
23 五矿建设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44255901
24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6
25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788368261
2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274132
27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101175
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75196634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98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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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6511645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625
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927
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95695
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0552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务部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3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601319228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学院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69017617
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434
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4447349
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金融培训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78793
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5
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3741984
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457
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9
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926
4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6
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8012006
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4826
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9
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9
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1220783
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4378
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9567678
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232492
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35
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378
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44360828
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82524
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3805
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880703459
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97298542
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7205198
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515368025
6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54399
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264
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8355
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39164436
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4479487
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27481

1.5988197863
2019年

第三季度



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578932863
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276
72 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6236
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00265
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源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024
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03228
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8
7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178
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944
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05616
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0836895
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6
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
8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088
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772
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328
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康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568
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埔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2152302
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11981
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507

81.29639512合计

1.5988197863
2019年

第三季度

0.064768006
2019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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