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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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三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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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资金运用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共有 4笔资金投资运用关联交易往来。

公司与工银瑞信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99.11 万元；与

浦银安盛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47.91 万元；与安信基

金发生基金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0.08 万元；公司与五矿国际信

托发生信托交易，管理费为人民币 94.41 万元。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

币 59.12 亿元，在华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5.00 亿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共租赁工商银行 34 处办公职场，租金

共计人民币 4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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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亿元。 

2.团体保险业务 

2021 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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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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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亿元。 

3.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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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6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343.32

万元；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 69.27 万元。 

4.委托管理资产业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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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76 万元；向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委托管理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86.22 万元。 

5.再保险业务 

    2021 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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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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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向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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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管理服务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16.83 万元。 

2.与工商银行的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共投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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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00 万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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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91 万元；支付软件授权服务费，交易金额共

计人民币 124.92 万元。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向工商银行支付结算手续费，交易金额

共计人民币 121.70 万元；公司与工行发生银行结售汇交易，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9986.20 万元。 

3.与 AXA Group Oper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的服务类关

联交易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向 AXA Group Oper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支付 VPN技术服务费，交易金额共计美元 2.26 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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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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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91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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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7913025
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94405147
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0008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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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233550113
6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3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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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83968035 5.188396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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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4975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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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6220833
10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007675421 0.000767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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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5560499 0.017556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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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3316337 0.034331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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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927199 0.00692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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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53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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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707066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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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286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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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421
18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370092
19 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3189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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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8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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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8441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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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22123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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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08384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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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96539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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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97412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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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38
27 深圳市锃科合金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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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302606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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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722715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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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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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0373562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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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32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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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4582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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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88201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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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38138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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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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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725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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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36749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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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9013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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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0560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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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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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8829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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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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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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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092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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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67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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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0327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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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32 0.093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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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8391 0.088391
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软件授权使用服务 0.012492 0.01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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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1217 0.0121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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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86204831 0.9986204831
53 AXA Group Oper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股权关系 服务类 VPN技术服务 0.00022611美元 0.00022611美元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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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83 0.00168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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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662992 0.04662992

人民币：83.2075109369
美元：0.00022611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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