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三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

公司名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2016年10月19日                                               单位：亿元

季度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类型 交易概述

第三季度

1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中信银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重大关联交易
（保险代理业

务）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中信银行为我司代理
投资型理财险产品406笔，涉及投资金金额
27524730元

406 0.27524730 

2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中信银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重大关联交易
（保险代理业

务）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中信银行为我司代理
传统险业务2808笔，保费金额17072594.97元

2808 0.17072595 

3 2016年9月21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代理业

务）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我司投资型理
财险产品提供销售代理服务，截止至2016年8
月31日，我司应支付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
公司代理服务费用共265,514,285.64元

1 2.65514286 

4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代理业

务）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天安佰盈保险销售公
司为我司代理传统险业务9335笔，应支付手
续费金额2765482.34元

9335 0.02765482 

5 2016年7月1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我
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笔，保费
333.02元

1 0.00000333 

6 2016年9月14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在我司投保团体
人身保险1笔，保费595408.23元

1 0.00595408 

7 2016年9月1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在我司投保保险
从业机构职业责任险1笔，保费47169.81元

1 0.00047170 

8 2016年9月30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在我
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笔，保费
8291.32元

1 0.00008291 

9 2016年8月11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分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在我司投保旅游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笔，保
费207.55元

1 0.00000208 

10 2016年8月8日 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8日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我
司投保车险业务2笔，保费4844.6元

2 0.0000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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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类型 交易概述

第三季度

11 2016年8月11日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11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
公司向我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1笔，保费
228103.52元

1 0.00228104 

12 2016年8月15日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11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
公司向我司投保团体补充工伤失能保险1笔，
保费573784.47元

1 0.00573784 

13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中信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

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中信庐山西海（九
江）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司投保车险10笔，
保费34696.36元；向我司投保沿海、内河船
舶保险2笔，涉及保费金额21810.54元。

12 0.00056507 

14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向我司投保车险4笔，保费金额8959.12
元；公众责任保险1笔，保费金额
3773.58元；财产综合险48笔，涉及保费金额
44292.88元。

53 0.00057026 

15
2016年7月1日-9月30

日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5%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1日-9月30日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向我司投保车险18笔，保费金额
51853.03元。

18 0.00051853 

16 2016年8月6日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6日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
我司投保商业楼宇财产保险一切险2笔，保费
金额20964.1元；投保投保公众责任保险
1笔，保费金额68284.75元

3 0.00089249 

17 2016年8月6日
佰盈富信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6日佰盈富信财富(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在我司投保团体人身险1笔，保费金
额9495.33元

1 0.00009495 

18 2016年9月1日 上海银信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9月1日上海银信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
司在我司投保车险业务2笔，保费金额
4767.11元

2 0.00004767 

19 2016年7月18日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18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我司投保
车险业务2笔，保费金额3923.73元

2 0.0000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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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20 2016年9月2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青田支

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9月23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青
田支行在我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笔，保费金额1297.22元

1 0.00001297 

21 2016年9月2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缙云支

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9月23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缙
云支行在我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笔，保费金额3347.64元

1 0.00003348 

22 2016年7月29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29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在我司投保出境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笔，保费金额333.02元

1 0.00000333 

23 2016年8月31日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8月31日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我司
投保车险业务2笔，保费金额6657.1元

2 0.00006657 

24 2016年7月19日 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联方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2016年7月19日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在我司
投保资金债务履约保证保险1笔，保费金额
1502025.33元

1 0.01502025 

25 2016年9月1日 赵颖敏 董、监、高近亲属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赵颖敏在我司投保车险业务2笔，保费金额
7730.59元

2 0.00007731 

26 2016年9月27日 廖智艺 董、监、高近亲属
一般关联交易
（保险业务

类）

廖智艺在我司投保车险业务2笔，保费金额
5720.64元

2 0.00005721 

本季度合计 12660 3.1613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1）重大关联交易
    本季度中信银行为我司代理保险业务3214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0.4459亿元。其中：代理投资型理财产品406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0.2752亿元；代理其他保险业务2808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0.1707亿元。
   （2）一般关联交易
　　本季度发生一般关联交易9446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2.7154亿元。其中：保险业务代理类9336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2.6828亿元；保险业务类110笔，累计关联交易金额0.032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