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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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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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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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2020 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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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 万元、10.13 万元以及 6.95 万元；公司与五矿

国际信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120.9 万元。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

币 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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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万元，在绵阳市商业银行的存

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0.23 万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20 年三季度，公司继续租赁工商银行 37 处办公职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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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共计人民币 923.2 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0 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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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3.15 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0 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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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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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0 年三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人民币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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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人民币 28.5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

人民币 8.61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0 年三季度，公司向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委托

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3918.92 万元；向安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巴黎）支付 QDII 委托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48.1

万元；向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工银瑞信-晟宏 35号委

托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4.04 万元。 

5.再保险业务 

    2020 年三季度，公司与 AXA France Vie 发生再保业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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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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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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季度，公司向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支付各类服务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6.92 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三季度，公司共投资两笔集合资金信托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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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万元。 

2020 年三季度，公司向工商银行支付机房托管服务费，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853.07 万元；支付软件授权服务费，交易金额共

计人民币122万元；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187.01

万元；发生银行结售汇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22 万元。 

3.与 AXA ASIA 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三季度，公司收到 AXA ASIA 退公司 2018 及 2019 年

亚太峰会多余预付服务款，交易金额为美元 0.73 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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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月 30日 



类型 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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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029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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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12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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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94893
4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1209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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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8902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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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148047
8 绵阳市商业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0.000023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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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480405 3.1504804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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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18916859 0.3918916859
1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工银瑞信-晟宏35号委托管理费 0.0004039143 0.0004039143
12 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巴黎）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QDII组合委托管理费 0.0048091286 0.004809128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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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846261 0.00184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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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给付及退保） 0.0028501 0.002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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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 0.000861214 0.000861214
16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002512249 0.000251224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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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嘉定支行工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2
19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工会委员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215
20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荔湾支行工会委员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72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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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4109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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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60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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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46580275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7604
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勉县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8767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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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37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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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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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83280547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217322
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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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9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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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02673
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7062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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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90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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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743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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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1639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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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9394683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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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9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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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685651
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56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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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4249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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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3026186
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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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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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8872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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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87580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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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605451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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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501186
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金融培训学校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8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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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2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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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55455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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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5383242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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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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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7682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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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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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7895
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182547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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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41941221
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75049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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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82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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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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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5069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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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2457579
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4953674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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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2472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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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860107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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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4354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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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44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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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668104
69 广州矿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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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33681
70 广州市矿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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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5574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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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29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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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11548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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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213762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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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61274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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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837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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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83834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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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6227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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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74444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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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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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97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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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82275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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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942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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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40200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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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045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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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0210711
86 五矿(汕头)粤东物流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9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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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894990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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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成都大邑五矿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6994
90 成都鹃城五矿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0686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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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615857
92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26899905
93 北京恩菲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4535

1.7149154899

2020年
第三季度



94 佛山市矿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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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567

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光信•光鑫•优债33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长沙城

发）
0.0256

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陕国投•苏州兆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028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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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5307 0.085307
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软件授权服务 0.0122 0.0122
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187005258 0.0187005258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售汇交易额 0.0002220988 0.000222098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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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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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145
103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宝洁救援服务外包服务费 0.00022756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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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5230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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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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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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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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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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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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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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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9
1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69068
1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566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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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5065738

0.002692068

0.092330495

0.05380000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