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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披露报告

披露时间：2022 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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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通知》（银保监会令[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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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

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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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及保险代理

业务、服务类业务等。

一、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一）资金运用

2022年二季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往

来，主要包含基金、信托交易产生的管理费及购买金融产品产生

的管理费等，共计人民币1853.31 万元。

截至2022 年二季度末，公司在关联方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67.90亿元。

（二）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2022年二季度，公司委托关联方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支付代

理销售保险产品手续费，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4.19 亿元；公司为

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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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亿元；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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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869.22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410.09 万元，

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42.15万元；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再保业

务关联交易，结算金额共计人民币 813.43 万元。

（三）服务类业务

2022年二季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服务类关联交易，主要包

含委托管理费、财务顾问费、项目服务费、职场租赁费等，交易

金额共计人民币 6486.69万元。

二、关联交易相应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2022年二季度，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一）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为 91.06 亿元，合计未

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

（二）公司投资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

和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中，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分别为 2.81 亿

元、0元、68.5亿元和 0元，未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30%。

（三）公司对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中最大的账面余额为

72.98 亿元（合并计算）。依据银保监会《关于做好<银行保险机

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2]69

号）要求，公司目前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调降比例，在一年

过渡期内逐步达到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30%的标准。

（四）公司投资金融产品，对于底层基础资产涉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公司购买该金融

产品的份额为 0，未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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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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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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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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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000
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 0.00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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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79
5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湖北科投产业配套科技园基础设施债权投 0.105900
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山西交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期） 0.032000
7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管理费-大横琴科学城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第二次 0.028900
8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盈3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0251
9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盈5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0001
10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盈6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0001
11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盈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414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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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98009371603
13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31665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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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83542261 4.1583542261
15 安盛天平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 0.0278052527 0.0278052527
16 AXA PPP Healthcare Limited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813431164 -0.081343116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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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9220197 0.08692201970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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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0089046 0.04100890460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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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2148936 0.0042148936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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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594730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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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4507271
22 工银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45796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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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2866250
24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各分支机构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92128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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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762237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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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0882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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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45076
28 五矿智地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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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37644
2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苏州分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0858194
30 安盛天平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67497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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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93000000 0.0393000000
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006599510 -0.00065995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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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026823000 0.00268230000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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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300000 0.0005300000000
3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委托管理费 0.0014881095 0.0014881095
3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委托管理费 0.5742348972000 0.5742348972000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分支行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职场租赁 0.0310939200000 0.0310939200000

人民币：
74.5047638096785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2022.04.01-2022.06.30                                            单位：亿元

合计
关联交易内容

1.5339685203

合计

交易时间

2022年
第二季度

序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金额

0.0141338868182

0.1711973443000

67.8998326022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