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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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0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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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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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等。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2020年一季度，公司共有 9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往来。

其中，公司与工商银行发生三笔信托计划交易往来，交易金额共

计人民币 1288万元；公司与工银瑞信发生委托管理及基金分红交

易往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33.48万元及 91.64万元；公司与安

信基金发生委托管理及基金分红交易往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8.7万元及 2.37万元；公司与浦银安盛发生委托管理交易往来，

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98万元；公司与五矿国际信托发生委托管

理交易往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15.71万元。 

截止至 2020年一季度末，我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77.96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15亿元，在营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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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共计人民币 6.31万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20 年一季度，公司继续租赁工商银行 38 处办公职场，租

金共计人民币 439.54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0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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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0年一季度，公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五矿集

团下属共 55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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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0年一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 164.48万元；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发生满期给付

及退保费用，共计 124.92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 9.47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0年一季度，公司向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委托

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 3211.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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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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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境内外急难援助服务交易，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6.5万元；发生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交易，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6.39万元。 

    2.与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Bhd的关联交易 

2020年一季度，公司与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Bhd发生精算软件授权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2.01万元。 

    3.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0年一季度，公司与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系统

软件采购费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91.94万元。 

4.银行结算费关联交易 

2020年一季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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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6万元。 

5.银行结售汇费关联交易 

2020年一季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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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1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9日 



类型 交易概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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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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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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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兴港投 0.0507
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233484527
5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02979307
6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087
7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415705994
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基金分红 0.0091638196
9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基金分红 0.00023701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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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77.9618200893
11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
12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0.000630863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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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6196476 3.535619647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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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447788 0.01644778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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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给付及退保） 0.01249235 0.0124923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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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 0.0009466936 0.0009466936
17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委托管理费 0.3211488435 0.3211488435
18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二支行工会委员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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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841183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206876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20428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上海分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401683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昆明分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0578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9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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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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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88
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225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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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1387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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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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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4763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937364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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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2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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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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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408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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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32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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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5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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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97743
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7612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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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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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645157

0.5763917838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报告时间：2020.01.01-2020.03.31                                                                                        单位：亿元

合计

0.1288

0.0660869828

0.0094008334

92.9624509528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时间

2020年
第一季度

序
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金额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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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4148
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73968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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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140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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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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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5278
4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504
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309
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2264
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2
50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本部工会委员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46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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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28006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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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76938
53 山东安盛信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3
54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2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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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457113
56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962
57 中冶置业重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7222
58 中冶赛迪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1163
59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281611
60 中冶赛迪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9564
61 中冶赛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1751
62 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41193
63 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754
64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6014
65 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63836
66 重庆中冶红城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099
6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8270947
68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406923
69 重庆赛迪施工图审查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044
70 重庆赛迪热工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8218
71 重庆赛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3267
72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7366
73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境内外急难援助服务 0.00065 0.00065
74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2019年10-12月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费用 0.0026385708 0.0026385708
75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Bhd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精算软件授权费用 0.0022013054 0.0022013054
7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系统软件采购费 0.0291941062 0.0291941062
7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13105954 0.01310595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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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1814576 0.0071814576
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33302568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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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17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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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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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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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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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2871153

0.5763917838

0.043954264

合计

2020年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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