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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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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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共有 3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往来。

公司与工银瑞信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117.75 万元；与

浦银安盛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15.46 万元；与五矿国

际信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90.43 万元。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

币 96.73 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5亿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21 年一季度，公司租赁工商银行 36 处办公职场，支付租

金共计人民币 862.94 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 3 － 

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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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4.62 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1 年一季度，公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安盛集

团下属各企业、五矿集团下属各企业共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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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人民币 588.76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466.31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 50.29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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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44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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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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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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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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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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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 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共投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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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万元。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向工商银行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 169.43 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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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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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774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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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459114
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904265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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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257748209
5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241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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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7056764 4.621705676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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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43907583 0.444390758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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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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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8876173 0.05887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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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及续期） 0.046631448 0.04663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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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 0.0050285148 0.0050285148
12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1198426 0.01198426
13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5019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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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250768
15 五矿产业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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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2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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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405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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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88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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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593
20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489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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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234413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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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30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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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3749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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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192049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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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462
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44725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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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806379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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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72778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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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35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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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352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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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03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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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12256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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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5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784935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412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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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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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77
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3752678
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
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180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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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11541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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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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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96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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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40312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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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1811014
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29942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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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97837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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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7654023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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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69517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报告时间：2021.01.01-2021.03.31                                                                                             单位：亿元

合计

0.0223634792

111.7257989220

1.012601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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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577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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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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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75726
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112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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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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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3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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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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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5797511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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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5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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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96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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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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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0643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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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7521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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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1888451
65 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6586449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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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6177976
67 中冶建信投资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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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94098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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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457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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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36011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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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9565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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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41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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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9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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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169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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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912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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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438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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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90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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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9020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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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357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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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67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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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123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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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百瑞恒益9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东盛瑞远） 0.00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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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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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厦门国贸） 0.0457
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169427194 0.016942719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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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81
87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海外二诊及海外导诊服务费 0.0002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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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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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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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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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解放桥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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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80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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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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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0242903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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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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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110101338

0.003881

0.086294185

0.0541

合计

第一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