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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季度 

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2021 年第二季度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

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 2021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总量表 

2021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已发生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

关联交易总量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总量（单位：亿元） 

投资入股类 0.000000 

保险业务类 0.812138 

利益转移类 0.164473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598182 

资金运用类 9.239417 

总计 11.814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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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1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 

2021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已发生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

关联交易明细表请见附件。 

 

附件：2021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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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20210401-20210630）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小数点后 6 位)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概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

发生金额 

1 爱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爱保科技向我公司提供人伤数据库及配套人伤多定损平台系统需求

开发运维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5.842917  

2 爱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购买该关联方的智能风控等系统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92.427799 

3 爱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2.041989  

4 爱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757.104675  

5 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向分公司提供各类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21.750000  

6 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4.646410  

7 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2.183526  

8 北京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211682  

9 北京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050000  

10 北京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人保物业为我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公司向其支付物业服务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1.096072 

11 北京中诚稳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240360  

12 车友部落（嘉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为分公司提供各类增值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6,110.300707  

13 车友部落（嘉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474396  

14 大连人保劳动服务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01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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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0.356497  

16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人保资本-苏州科技创新股权投资计划到期 资金运用类 4,900.000000  

17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人保资产-深业上城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到期 资金运用类 18,000.000000  

18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 法人关联方 赎回关联方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国海沪港深

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资金运用类 

 

11,010.182313  

19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178746  

2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990983  

2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担任产品托管行，收入托管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238357  

2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在该关联方办理活期存款余额 资金运用类  4,599.926885  

2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与该关联方开展个人信用贷款保险保证贷款项目合作所发生的赔款 保险业务类 5.049680  

2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银行出资类小微企业抵押物保险 保险业务类 0.185327  

2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602.819765  

2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02.928464  

2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领款人赔款 保险业务类 6.252794  

28 江苏保险大厦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37.665200  

29 江苏保险大厦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0.931411  

30 南昌保险学校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024086  

31 南昌保险学校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2.942946  

32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7.473946  

33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30.389410  

34 人保北方信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474772  

35 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租房产等 利益转移类 230.144616  

36 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人保金服为分公司提供各类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508.344117  

37 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854398  

38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租房产（投资性房地产收入&业务及管理费） 利益转移类  10.52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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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人保 V 盟代理人业务 保险业务类 67.217843  

40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向分公司提供各类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95.511402  

41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636700  

42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1.214253  

43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30.831013  

44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我方支付该关联方离退休和内退人员费用，该关联方向我方支付管

理费(预估数）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690000  

45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租赁该关联方房产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855.124863  

46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392600  

47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56.532308  

48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4.989202  

49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3.250000  

50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为总公司大楼提供物业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54.256785  

51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为华东中心提供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425.738685  

52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租赁房产 利益转移类 1.342800  

53 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185080  

54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支付人保资本—蚂蚁金服股权投资计划 2020 年度管理费 资金运用类 180.000006  

55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担任项目财务顾问，收取顾问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30.965278  

56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2.190688  

57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774377  

58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3.257493  

59 厦门兴保职工培训服务中心 法人关联方 业务及管理费-物业管理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203.479861  

60 厦门兴保职工培训服务中心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356582  

61 厦门兴保职工培训服务中心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183661  

62 上海丰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各类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60.284235  

6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2.22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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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095800  

65 深圳市人保投资控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244492  

66 天津市华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物业服务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70.692827  

67 天津市华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3.090700  

68 新疆人保财险服务中心 法人关联方 提供物业相关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89.661932  

69 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532583  

7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由关联方市场公开招标所获得的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类 7.460714  

7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兴业银行向公司提供付款结算服务，公司向其支付服务费用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5.268286  

7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兴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微信、支付宝收款转接服务，公司向其支付服

务费用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595.598365  

7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与该关联方开展个人保险保证贷款项目合作所发生的保费 保险业务类 2,076.880210  

7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与该关联方开展个人保险保证贷款项目合作所发生的赔款 保险业务类 1,692.088641  

7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担任产品托管行，收入托管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316690  

7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与该关联方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保险保证贷款项目合作所发生的赔款 保险业务类 54.850000  

7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在该关联方办理活期存款余额 资金运用类 50,840.684241  

7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在该关联方办理定期存款余额 资金运用类 2,863.380000  

7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银行出资类小微企业抵押物保险 保险业务类 72.955018  

8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分公司政银保、小微企业等保险业务合作 保险业务类 0.885298 

8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银行代理抵押物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类 10.512634  

8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343.404875  

8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37.101430  

84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赔款转让协议》相关信用保险相关合作 保险业务类 19.205212 

85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3.755728  

86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502000  

87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697246  

88 中国船级社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3.29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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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国船级社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457800  

90 中国人保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就安心通港 1 号产品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1,025.338294  

91 中国人保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担任金融产品投资顾问，收取投资顾问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624286  

9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担任资金运用交易财务顾问所产生的顾问费等服务费用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367.894301  

9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22.610104  

9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9.405247  

9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我方支付该关联方离退休和内退人员费用，该关联方向我方支付管

理费(预估数）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65.317500  

96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为人保欧洲服务公司代付租赁、物业等相关费用（根据欧服

公司费用分摊协议） 

利益转移类                 

3.760000  

97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84.165198  

98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1.190500  

9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采购总部员工健康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89.000000  

10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委托办理员工医疗费用报销&购买该关联方保险产品支付的保费 保险业务类 834.783042  

101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租房产（投资性房地产收入&业务及管理费） 利益转移类 56.892410  

102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610000  

103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22.421165  

104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7.542910  

105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关联方领款人赔款 保险业务类 27.399152  

10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房屋租入租出（投资性房地产收入&业务及管理费） 利益转移类 1,323.190005  

107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20.792000  

10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184.664171  

10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21.386361  

110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租房产（投资性房地产收入&业务及管理费） 利益转移类 18.457982  

111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226000  

11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3.34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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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0.475000  

114 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165214  

115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责任险 保险业务类 2.358491  

116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代理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类 4.120000  

117 中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213638  

118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租房产（投资性房地产收入&业务及管理费） 利益转移类 0.415000  

119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与北京公司联保业务，支付咨询费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7.435697  

120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餐饮住宿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0.366300  

121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113208  

122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中元保险经纪作为保险经纪人，与我分公司就乌兰察布地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线上电子保函项目进行合作，收取经纪费 

保险业务类   9.379624  

123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中元保险经纪作为保险经纪人，与我分公司、陕西途悠悠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开展互联网货运险合作，收取经纪费 

保险业务类   0.147640  

124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互联网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类   268.209702  

125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78.466188  

126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0.404479  

127 重庆人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重庆人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风控数据验证服务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9.685224  

128 重庆人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向该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 保险业务类 244.648408  

129 重庆人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关联方 按照保险合同产生的后续赔付 保险业务类 76.489058  

130 自然人关联方（共 87 人） 自然人关联

方 

向自然人关联方出售保险产品及后续赔付（合计） 保险业务类               

33.480945  

 备注：1.为满足监管报送时限，部分报送数据为业务系统提取或按合同条款及往年执行情况预估，部分会有调整，所报送关联交易数据均未经审计 

       2.相关数据至少保留至小数点后 6 位有效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