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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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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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季度关联交易进行分

类合并，披露如下：

2022 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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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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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金融产品产生

的管理费及投资美元定存等，共计人民币4554.60 万元。

截至2022 年四季度末，公司在关联方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

16.87亿元。

（二）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2022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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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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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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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0 万元，发生续期及保全费用共计人民币 308.03 万元，

发生理赔费用共计人民币11.6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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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5.59 万元。

（三）服务类业务

2022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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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软件授权费用、年金账户管理

费、职场租赁费等，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7696.15 万元。

二、关联交易相应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2022年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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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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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亿

元、0 元、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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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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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份额为 0，未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的 50%。



－ 4 －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3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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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管理费计算 0.004757038559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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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45764859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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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942534109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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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89002973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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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投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0.01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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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发控水利枢纽绿色基础设施债

权投资计划
0.0710000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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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城产业聚集服务中心债权投

资计划
0.109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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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0298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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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0474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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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15998109

11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稳健价值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

理费计算
0.0023233260

12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臻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2416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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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57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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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426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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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理费 0.0002403798

1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工银安盛卓越成长1号资产管理产品-以管

理费计算
0.002309747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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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9798595
1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晟宏35号 0.0011534382
1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晟宏50号 0.000373330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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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57787354212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美元定期存款 0.20893800000000
22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类 银行存款（余额） 15.000031721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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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3241073 1.319324107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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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4661311 0.0134661311
25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Bermuda) Limited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2550070790 0.2550070790
26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再保险业务 0.2225523670 0.222552367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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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7400012 0.01574000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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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8029621 0.03080296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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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664115 0.0011664115
30 博罗县碧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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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074900
31 工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440255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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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485806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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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506250
34 华商银行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144333683
35 五矿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808000

36
五矿物业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惠州

分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769200

37 五矿置业(沈阳)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78765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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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00000
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分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2.950589303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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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5368458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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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28956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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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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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5050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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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67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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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63162
46 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业务类 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15264621
47 Maxis GBN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共保体会费支付 0.0069991931 0.0069991931
48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费用 0.0014806488 0.0014806488
49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境内外急难援助服务超出年费的服务费 0.0005263690 0.0005263690
50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标书采购费及招标代理服务费 0.0001200000 0.0001200000

51
AXA Group Operations Malaysia

Sdn.Bhd.
股权关系 服务类 2022年精算软件授权费用 0.00237985326866 0.00237985326866

52 《中国金融电脑》杂志社 股权关系 服务类 2023年杂志订阅 0.0000960000 0.0000960000

0.2142606009000

0.0015267689000

交易时间

2022年
第四季度

序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金额

3.0839814306000

16.8705475949421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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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1-2022.12.31                                          单位：亿元

合计

0.0307343405010

关联交易内容



53 博罗五矿哈斯塔特君澜度假酒店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培训住宿、餐费及场租费 0.0002477800 0.0002477800
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股权关系 服务类 支付2021年11月-2022年10月份年金账户管 0.0004225300 0.00042253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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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24500000 0.0424500000000
56 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委托管理费 0.6042516384 0.6042516384
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工行结算费 0.0249907115 0.0249907115
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类 结售汇费 0.0017264517 0.0017264517
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分支 股权关系 服务类 职场租赁 0.0839241606 0.0839241606

合计
折算为人民币为：

22.82872513141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