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

公司“分对分”签订《保险业务合作代理协议》的信息披露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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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部分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天安佰盈”）部分分公司之

间签订的统一交易协议信息逐笔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期间，本公司

下辖四川省分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甘肃省分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福建省分公

司、河北省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厦门分公司、新疆分公司、贵

州省分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广东分公司、浙江分公司、甘肃分公司、山东分公司、陕西

分公司、湖南分公司、福建分公司、河北分公司、上海分公司、

厦门分公司、新疆分公司、贵州分公司分别签署了《保险业务合

作代理协议》。本协议将持续发生日常业务，协议有效期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19 日。

根据代理协议，本公司的分公司授权对方在其经营范围内开

展保险代理业务，并向其支付代理手续费。

双方分公司签署的《保险业务合作代理协议》交易概述及交



易标的的逐笔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交易对手情况

（1）交易对手法人机构情况：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周永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01 日）。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7579573M

（2）交易对手的各分公司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签订的《保险业务合作代理协议》，本公司的分公司授

权天安佰盈的分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取保险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

无理赔权，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作出任何

形式的赔付承诺。本公司依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代理手续费。

双方分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了代理手续费率。



各分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的逐笔信息详见

本报告附件。

四、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根据保监会的相关要求，统一交易的执行情况按季度合并披

露，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按季度就统一交易金额进行披露。

五、有助于说明交易情况的其他信息

无。

附件：《四川省分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甘

肃省分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福

建省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厦门分公司、新疆分

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逐笔披露信息》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报告附件：

四川省分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福建省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厦门分公司、新疆分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逐笔披露信息：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四川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四

川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四川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 叶双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1RFTG2R

本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四

川分公司在四川省范围内开展保险代理业

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

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

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

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

机动车交强险、机动车商业险、财产险、

责任险、人身险、水险。代理手续费按月

支付，以实收不含税保费计算，计算结算

包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广东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广

东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广东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 林彦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6MA59AE9121

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广

东分公司在广东省（深圳除外）内开展保

险代理业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

本公司书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

无理赔权，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

何赔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

代理险种为交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

理手续费按月支付，以实收不含税保费计

算，计算结算包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浙江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代理合作协

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浙江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张琴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分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

察和理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100MA27W3W11C

本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浙

江分公司在浙江省（宁波除外）内开展保

险代理业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

本公司书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

无理赔权，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

何赔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

代理险种为机动车交强险、机动车商业险、

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支付，以实收不

含税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含对方应缴纳

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甘肃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甘肃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甘

肃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甘肃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张兴成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20100MA7247RUX2

本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甘

肃分公司在甘肃省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

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

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

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

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

支付，以实收含税保费计算，计算结果包

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山东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山东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 于建军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取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3C69TR6X

本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山

东分公司在山东省（青岛除外）内开展保

险代理业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

本公司书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

无理赔权，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

何赔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

代理险种为机动车交强险、机动车商业险、

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支付，以实收不

含税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含对方应缴纳

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陕西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陕西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陕

西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陕西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陕西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孙伟东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113MA6TX2A117

本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陕

西分公司在陕西省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

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

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

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

强险、商业险和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

支付，以实收含税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

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

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与天安佰

盈湖南分公司签订了

《保险业务代理合作协

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湖南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杨朝晖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L183507

本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湖

南分公司在湖南省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

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

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

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

强险、商业车险、非车险业务。代理手续

费按月支付，以实收含保费计算，计算结

算包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福建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与天

安佰盈福建分公司签订

了《保险业务代理合作

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

福建省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福建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董智敏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100MA345AF73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公司授权天安佰盈福建分公司在福建省

（除厦门外）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代理

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托，

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不得

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作出

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强险、

商业险以及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支付，

以实收含保费计算，计算结算不包含对方

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河北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河北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年 12月 20日零时

起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二十四时止。根据代

理协议，本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河

北分公司在合同规定的

代理业务范围及代理权

限内开展保险代理业

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河北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吴岳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105MA07KC2T5Q

本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河

北分公司在河北省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

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

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

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

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

支付，以实收不含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

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

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8 日，经

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天安

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签订了《保

险业务代理合作协议》，

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月 20日至 2020年 12

月19日。根据代理协议，

本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授权天安佰盈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

合同规定的代理业务范

围及代理权限内开展保

险代理业务、代理收取

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姚志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000MA1K35330M

本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在上海市内开展保险代理业

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

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

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

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

交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

月支付，以实收不含增值税保费计算，计

算结算包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

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厦门分公司与天

安佰盈厦门分公司签订

了《保险业务代理合作

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厦

门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

厦门分公司在合同规定

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理

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业

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董智敏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200MA344FF209

本公司厦门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厦门

分公司在厦门市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代

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托，

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不得

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作出

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强险、

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支付，

以实收不含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含对方

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

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新疆分公司与天

安佰盈新疆分公司签订

了《保险业务代理合作

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

疆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

新疆分公司在合同规定

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理

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业

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王红梅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MA77535038

本公司新疆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新疆

分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开展保险代

理业务、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

司书面委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

赔权，亦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

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

险种为交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

续费按月支付，以实收不含税保费计算，

计算结算包含对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分公司名

称

交易对手

名称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

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省分

公司

天安佰盈

保险销售

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

本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与

天安佰盈贵州分公司签

订了《保险业务代理合

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9 日。根

据代理协议，本公司贵

州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

盈贵州分公司在合同规

定的代理业务范围及代

理权限内开展保险代理

业务、代理收取保费。

交易对手：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

负责人名称：郁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

到保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保险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02MA6DKL9N1R

本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授权天安佰盈贵

州分公司在贵州省内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代理收取保费，并明确未经本公司书面委

托，其对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无理赔权，亦

不得代理本公司签订订立任何赔付协议或

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代理险种为交

强险、商业险、非车险。代理手续费按月

支付，以实收保费计算，计算结算包含对

方应缴纳增值税。

协议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反洗钱

职责、有效期限。

本次代理协议根据市场化原则，在符

合监管规定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