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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披露报告

披露时间：2022 年 10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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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

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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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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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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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80 万元。

截至2022 年三季度末，公司在关联方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6.12亿元。

（二）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2022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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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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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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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2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295.48 万元，

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 175.19 万元；公司与 AXA PPP

Healthcare Limited 发生再保业务关联交易，结算金额为人民币

16.18万元，公司与 AXA France VIE 发生再保业务关联交易，结

算金额为人民币535.58万元。

（三）服务类业务

2022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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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托管服务费、职

场租赁费等，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8618.17 万元。

二、关联交易相应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2022年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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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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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亿

元、0 元、16.29 亿元和 0 元，未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30%。

（三）公司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中最大的账面余额为

20.77亿元（工行相关关联方合并计算），未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

净资产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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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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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份额为 0，未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的 50%。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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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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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管理费计算 0.0111592433223306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以管理费计算 0.0008434289557313
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以管理费计算 0.0064745901267666
4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以管理费计算 0.00148428188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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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计划 0.07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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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润珀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0.0973100000
7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受托管理费-工银安盛-广州城投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0.0336000000
8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受托管理费-工银安盛-武汉地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0.0173000000
9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健价值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23510970
10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臻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21963631
11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卓越成长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234933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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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10474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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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9060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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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2528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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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计算 0.000760376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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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947555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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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6718320
18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3169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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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2327446 2.694232744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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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50359768 0.0850359768
21 AXA PPP Healthcare Limited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016179414 -0.0016179414
22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0535575869 0.053557586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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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2720045 0.022272004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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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5475533 0.029547553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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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5189259 0.01751892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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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23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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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3195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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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728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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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399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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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28910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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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250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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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276088
33 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3511201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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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35019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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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3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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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89737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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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17085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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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39782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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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5555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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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154320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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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84298073
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分支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1.908199536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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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34000
44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974400
45 五矿物业服务(成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329982
46 五矿盛世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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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0922663
47 五矿钢铁成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1151900
4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625288807
49 广州市品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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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44762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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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22976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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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39789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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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7076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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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24209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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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999526

16.1207035254281

2.1108988114000

0.2323183312000

交易时间

2022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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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公司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2022.07.01-2022.09.30                                            单位：亿元

合计

0.0199615442926

关联交易内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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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833000
56 成都香矿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0235200
57 成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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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678964
58 成都盛矿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042389
59 成都矿邑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441038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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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56991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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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97787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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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费 0.0001500000 0.0001500000
63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海外二诊服务费用 0.0005000000 0.000500000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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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1691000 0.002169100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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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费 0.0006500000 0.0006500000
66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个人医疗险（不含高端医疗）产品升级服务私立门诊预约及折扣 0.0005000000 0.0005000000
67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招标管理咨询费及标书费 0.0005160000 0.000516000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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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94700000 0.08947000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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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4920000 0.01249200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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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9910 0.0699100000000
71 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巴黎） 股权关系 服务类 QDII组合 0.0030898736 0.0030898736
72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委托管理费 0.587406 0.587406
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546141051 0.054614105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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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3495074 0.0403495074

人民币：
22.2462460941207

2.1108988114000

合计

2022年
第三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