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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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0 年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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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下属各级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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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2020 年二季度，公司共有 4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往来。

公司与工银瑞信、浦银安盛、安信基金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分

别为人民币 52.55 万元、4.48 万元以及 2.27 万元；公司与五矿

国际信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35.58 万元。 

截止至 2020 年二季度末，我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

民币 45.28 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5亿元，在

营口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3.04 万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20 年二季度，公司共租赁 37 处办公职场，租金共计人民

币 493.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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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0 年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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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0 年二季度，公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中国五

矿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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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0 年二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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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4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 178.46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0 年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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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86 万元。 

5.再保险业务 

    2020 年二季度，公司与 AXA France Vie 发生再保业务关联

交易，分出保费、摊回分保手续费、摊回理赔的结算金额共计人

民币 13.6 万元。 

四、服务类业务 

1.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二季度，公司向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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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海外第二诊疗意见服务费以及年费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人

民币 2.5 万元以及 1.5万元；支付高端医疗第三方管理服务费以

及翻译服务费，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6.39万元以及0.16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二季度，我司共投资三笔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一笔不

动产债权投资计划，工商银行作为上述投资计划的托管人以及财

务顾问收取托管费和财务顾问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331.69

万元。 

2020 年二季度，我司向工商银行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 160.42 万元，；支付银行结售汇手续费，交易金额共

计人民币 91.05 万元。 

3.与 Maxis GNB 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二季度，我司支付 Maxis GNB 共保业务年度服务费，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3.69 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0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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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月 30日 



交易时间 序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

明
关联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合计

类型 交易概述
2020年

第二季度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52551109 0.0094881809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04484689

3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02268702

4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355773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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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816189186 60.2819233314

6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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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0441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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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2350767 4.94235076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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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07856641 0.350785664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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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786128 0.0077861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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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6038519 0.00760385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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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8456161 0.0178456161

13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013601084 0.001360108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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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7092750 0.7233644503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672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上

海分局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0138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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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3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

试验区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365857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59296

报告时间：2020.04.01-2020.06.30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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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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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12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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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996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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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6153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30607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49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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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9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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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4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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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4

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19424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护国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43168

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正义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5856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732

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78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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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305196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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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40434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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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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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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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958005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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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9589453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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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127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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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1

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

区平潭片区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73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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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401156

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99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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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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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2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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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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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96252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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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5

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1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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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405

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35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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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47103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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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454089

55 五矿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088

56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6567737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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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394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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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160200

59 博罗五矿哈施塔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1559

60 广州市矿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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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404602

61 博罗五矿哈施塔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1559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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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4329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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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34865

64 中冶赛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508816

65 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4233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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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6547

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百瑞恒益80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湖北科技）
0.1065 0.23316875

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光大信托-光鑫-优债251号（合

肥建投）
0.1217

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江苏信托-信保盛224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江宁经开）
0.00136875

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长城财富-华侨城欢乐谷商业不

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0.0036



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160424396 0.0160424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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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1054469 0.0091054469

73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海外第二诊疗意见服务费 0.00025 0.00025

74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费 0.0044631 0.0044631

75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海外第二诊疗意见和海外导诊项

目服务年费
0.00015 0.00015

7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翻译费 0.000016 0.000016

77 Maxis GBN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年度服务费 0.0023686032 0.002368603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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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933651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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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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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26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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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4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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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8

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98

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8

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62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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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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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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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66.65740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