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意人寿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原保监会《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会令〔2016〕52号）的有关规

定，中意人寿对每季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予以分类合并披露。 

一、2018 年第四季度中意人寿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量

及明细表，详见附件。 

二、2018 年各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情况：与以股权关联为基础

的关联方发生的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的交易金额约 184,993 万

元。与以股权关联为基础的关联方发生的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关联交易约 455,983万元。与以股权关联为基础的关联方发生的固定

资产租赁关联交易约 1,071万元。  

 

    附件：中意人寿第四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8/11/1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0.97

2 2018/11/1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0.08

3 2018/12/1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1.13

4 2018/12/1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0.11

5 2018/12/2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0.94

6 2018/12/2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和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0.12

7 2018/12/2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49

8 2018/11/12 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9 2018/12/29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0 2018/12/28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服务中心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1 2018/11/27 上海浦东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2 2018/12/28 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3 2018/11/13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华东环境岩土工程分公
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4 2018/12/13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2

15 2018/11/8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8

16 2018/11/1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7 2018/11/1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18 2018/11/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4

19 2018/11/2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13

20 2018/12/2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21 2018/12/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22 2018/12/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3

23 2018/12/2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润滑油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24 2018/12/1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3

25 2018/11/2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4

26 2018/12/2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16

27 2018/11/2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28 2018/12/1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25

29 2018/11/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2

30 2018/11/2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31 2018/10/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9

32 2018/10/2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4

33 2018/11/1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油田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34 2018/12/1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油田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1

35 2018/12/6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社会保险中心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3

36 2018/11/9 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销售团险保险产品 0.03

37 2018/12/31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固定资产租赁 收取资产管理公司房租 0.03

38 2018/12/31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支付中介手续费 0.01

39 2018/12/31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支付中介手续费 0.01

40 2018/12/31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支付中介手续费 0.01

41 2018/10/2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0.80

42 2018/11/1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0.09

43 2018/11/20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0.08

44 2018/11/2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3.00

45 2018/11/30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2.00

46 2018/12/17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0.01

47 2018/12/21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0.06

48 2018/12/28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1.00

49 2018/12/28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1.00

50 2018/12/28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资金的投资运用和委托管理 认购金融产品 1.00

51 2018/12/31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购买财产保险产品 0.01

合计 14.09

第4季度 14.09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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