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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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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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19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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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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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1.资金的投资运用 

2019年四季度，公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委

托管理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119.75万元；公司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委托管理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

人民币 205万元；公司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生的委托管理

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42亿元；公司与安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委托管理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64

万元；公司向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交易

金额为人民币 2969.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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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9年度末，我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

款共计人民币66.53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共计人民币15亿元，

在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0.522万元，

在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6.19万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19 年四季度，公司继续租赁工行 39 处办公职场，并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淮海西路支行新签署职场租赁协

议，租金共计人民币 385.4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19年四季度，公司委托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支付

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 1.88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19年四季度，公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中国五

矿股份有限公司共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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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19年四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 93.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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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季度，公司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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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安盛旅行援助”）发生儿童教育金项目医疗服务协议

服务年费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5.9万元；发生寰球寰亚第三

方管理服务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4.98万元；发生宝洁救援

服务费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35万元；发生安盛援助海外二

诊服务费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万元。 

    2.与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的关联交易 

2019年四季度，公司与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发

生年度服务费，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8.83万元。 

3.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1）培训服务关联交易 

2019年度，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

学院发生培训费及住宿费等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33.59万元。 

2019年度，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金融研修

学院发生培训费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33万元。 

（2）信息科技服务关联交易 

2019年四季度，公司与工商银行发生软件开发服务费交易，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67万元。 

（3）银行结算费关联交易 

2019年度，公司与工商银行发生银行结算费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778.11万元。 

（4）银行结售汇费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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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公司与工商银行发生银行结售汇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238.23万元。 

    5.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9年四季度，公司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日常

采购服务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 208.24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23日 



类型 交易概述

1 11/28/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光信•光鑫•优债11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光大信托

-成都兴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0108

2 11/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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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号（南昌市政）集合资金信托 0.0097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资产管理费 0.0119747035
4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资产管理费 0.4199178082
5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资产管理费 0.0001639716
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委托管理费 0.2969541052 0.296954105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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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0628458
8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 0.0000522
9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 0.000618704

10
2019年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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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5878442 1.8825878442

11
2019年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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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3258774 0.0093258774

12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778110035 0.0778110035

13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售汇费 0.0238231064 0.0238231064

14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学院 股权关系 服务类 《金融言行》杂志征订 0.00021384

15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学院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培训住宿费 0.00004275

16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研修学院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培训服务费 0.00311297

17
2019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金融研修学院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培训服务费 0.000033 0.000033

18 12/13/2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软件开发服务费 0.000567 0.000567
19 10/18/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儿童教育金项目医疗服务协议服务年费 0.00159 0.00159
20 11/20/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宝洁救援服务费 0.00033506 0.00033506
21 12/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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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498498 0.003498498
22 7/17/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安盛援助海外二诊服务费 0.00025
23 10/22/201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安盛援助海外二诊服务费 0.00025
24 12/11/2019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年度服务费 0.001882752 0.001882752
25 12/17/2019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转让固定资产 0.01128599

0.0005

0.0208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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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2/23/2019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 0.0095384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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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9968
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13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89
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天津分局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665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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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76148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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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1642514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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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763585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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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6576096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74382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9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1068966
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100712025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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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48154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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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41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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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2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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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0749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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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217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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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997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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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2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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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83805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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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9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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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30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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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180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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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07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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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342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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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71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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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987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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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37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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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47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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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587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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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089000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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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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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93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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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0024116
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2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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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83753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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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9895
6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4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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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2275

0.02082442

3.3674152872
2019年

第四季度



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7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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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2467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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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579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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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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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44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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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86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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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53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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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3088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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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476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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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4689
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98649
7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587982
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138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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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95894532
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264
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861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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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77114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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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69015
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20226912
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03
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03
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337176
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33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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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91077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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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3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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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68891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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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1743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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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22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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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7100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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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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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92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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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505
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74
99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2504551
100 工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1829
101 工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7725
102 工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9645
103 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65764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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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5609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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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9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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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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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5702
107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4275
108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21527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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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8552456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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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0107
111 五矿智地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662
112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6414
113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89592
114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13864
115 五矿置业(沈阳)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806
116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47615
117 博罗县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080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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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4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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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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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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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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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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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98
1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556088
1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
1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348137
1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8
1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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