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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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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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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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运用 

2020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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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3 万元、6.94 万元以及 1.99 元；公司与五矿国

际信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85.21 万元。 

截至 2020 年四季度末，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

币 59.38 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5亿元，在绵

阳市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0.41 万元。 

（二）固定资产租赁 

2020 年四季度，公司租赁工商银行 38 处办公职场，租金共

计人民币 3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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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06 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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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亿元。 

2020 年四季度，工商银行成都分行向我司购买其他团体保险

业务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6.65 万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0 年四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人民币 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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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4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

计人民币 193.7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0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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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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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万元。 

5.再保险业务 

    2020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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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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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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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 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0 年四季度，公司共投资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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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 万元。 

2020 年四季度，公司向工商银行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 243.03 万元；发生银行结售汇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21.4 万元。 

2020 年四季度，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工会委员会

银园培训中心发生培训费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76 万

元。 

2020 年四季度，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融

研修学院以及长春金融研修学院发生图书报刊费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12 万元以及1.23 万元。 

3.与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Bhd 的服务类关

联交易 

2020 年四季度，公司与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 5 － 

Bhd发生精算软件授权服务交易，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21.4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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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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372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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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94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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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199

4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8521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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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759633134

6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

7 绵阳市商业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0.00004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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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8945383 1.056894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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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6597738 0.42365977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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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013035 0.00040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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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9631756 0.003963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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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给付及退保） 0.0075843765 0.007584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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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 0.0193707151 0.0193707151

14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006060794 0.0006060794

15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机关工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70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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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394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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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2549016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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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8200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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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6509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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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0414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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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230530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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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3025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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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7148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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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7753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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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3071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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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1889503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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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852535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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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0493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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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35893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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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27875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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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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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92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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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30425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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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2300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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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2000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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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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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727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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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20865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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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33383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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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53529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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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387191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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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66320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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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49293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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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93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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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05351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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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38774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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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9250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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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2707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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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6300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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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54455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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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1637657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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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130000

53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00000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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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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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71905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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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009858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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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92918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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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02596884

58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42850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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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545000

60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07346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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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1172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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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1394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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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5209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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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07164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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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27709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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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29547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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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287588

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其他团体保险业务 0.0006649814 0.0006649814

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华宝-宝安鼎盛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厦门建

发）
0.150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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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经开）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0.1217

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平安-联易融-信优1号资产支持计划 0.0002

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华宝-宝安鼎盛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厦门国

贸）
0.063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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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0.0061

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陕国投•平安租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0122

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陕国投-2020-193 苏高新 永续债权投资集合资金 0.0049

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华宝-宝安鼎盛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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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3027401 0.0243027401

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售汇交易额 0.0021399364 0.002139936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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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报刊费 0.0001123200 0.00011232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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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报刊费 0.0001230240 0.0001230240

81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工会委员会银园培训中心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培训费 0.0000756000 0.000075600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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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09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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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091560

84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儿童教育金项目服务 0.000530000

85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 Bhd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精算软件授权 0.002139936 0.00213993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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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1201386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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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7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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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4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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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3500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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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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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8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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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17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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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

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13500

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6585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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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890

78.7267603024

0.003148456

0.030472966

0.3749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