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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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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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二季度，公司共有 4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往来。

公司与工银瑞信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98.9 万元；与浦

银安盛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26.56 万元；公司与五矿

国际信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77.82 万元；公司投资

工银安盛资管发行的金融产品，管理费为人民币 254万元。 

截至 2021 年二季度末，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

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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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二季度，公司共租赁工商银行 35 处办公职场，租金

共计人民币 384.25 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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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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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3.59 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1 年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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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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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二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人民币 17.2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441.66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 12.07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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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4701.23 万元；向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13.05 万元；

向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巴黎）支付委托管理费，交易金额共

计 29.43 万元。 

四、服务类业务 

1.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 年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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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 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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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二季度，公司共投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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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万元。 

2021 年二季度，公司向工商银行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 221.95 万元；支付银行结售汇手续费，交易金额共计

人民币 26.99 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1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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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879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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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6556694
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77824272
4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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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101620477
6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3554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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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3538075 3.588353807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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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01230469 0.4701230469
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委托管理费 0.0013052345 0.0013052345
10 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巴黎）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委托管理费 0.0029433248 0.002943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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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19975 0.0017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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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及续期） 0.044165597 0.04416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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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06712 0.001206712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分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711778019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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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14785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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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9385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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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5273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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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920954
19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06666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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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80750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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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7104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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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678863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托管费及财务顾问费 0.1141 0.1141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221952278 0.022195227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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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6994045 0.0026994045
2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境外援助服务费 0.003962 0.003962
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分支行 股权关系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 0.0384247 0.0384247

90.7655309502

0.718416437

关联交易内容

合计

交易时间

2021年
第二季度

序
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金额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报告时间：2021.04.01-2021.06.30                                                                                             单位：亿元

合计

0.0457178925

85.7101975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