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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现将陆家嘴国泰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第 4 季度关联交易信息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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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金额 合计    

类型 交易概述 

第四季度 

1 2020 年四季度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256509 

0.23598849  

2 2020 年四季度 毕海琳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28177 

3 2020 年四季度 曾宪文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563 

4 2020 年四季度 陈东祁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136349 

5 2020 年四季度 陈前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1402 

6 2020 年四季度 杜杰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7585 

7 2020 年四季度 干焕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615 

8 2020 年四季度 宫倩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9223 

9 2020 年四季度 郭嵘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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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 年四季度 胡习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1939 

11 2020 年四季度 黎作强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985 

12 2020 年四季度 李旻坤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7007 

13 2020 年四季度 廖明宏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2745 

14 2020 年四季度 廖亭筠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695 

15 2020 年四季度 刘安石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27 

16 2020 年四季度 卢梅艳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0566 

17 2020 年四季度 倪智勇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31132 

18 2020 年四季度 钱建雄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6796 

19 2020 年四季度 邱翔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3995 

20 2020 年四季度 
上海宝山陆家嘴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18248 

21 2020 年四季度 沈超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47011 

22 2020 年四季度 王奕华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6111 

23 2020 年四季度 余业江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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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4 2020 年四季度 张虹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306178 

25 2020 年四季度 张晓燕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2066 

26 2020 年四季度 张致臻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01683 

27 2020 年四季度 周浩波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34047 

28 2020 年四季度 周伟民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66695 

29 2020 年四季度 朱家驹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付 0.000023931 

30 2020 年四季度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54059 

31 2020 年四季度 蔡绪正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1370473 

32 2020 年四季度 曾宪文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10265 

33 2020 年四季度 贺明卫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511 

34 2020 年四季度 黄贤辉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56103 

35 2020 年四季度 李佳翰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527548 

36 2020 年四季度 李建昌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09931 

37 2020 年四季度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34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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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8 2020 年四季度 吕金宪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295214 

39 2020 年四季度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1637174 

40 2020 年四季度 施锦锋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1638 

41 2020 年四季度 唐晓峰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22309 

42 2020 年四季度 王守轩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477 

43 2020 年四季度 王锡强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742 

44 2020 年四季度 奚峰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06745 

45 2020 年四季度 张虹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7512 

46 2020 年四季度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购买关联方保险 0.0000794545  

47 2020 年四季度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保险业务 

收到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 
0.0000910000  

48 2020 年四季度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资金运用 

投资关联方发行的金融

产品 
0.13556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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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20 年四季度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远东宏信（天

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资金运用 收到关联方支付的利息 0.052974363 

50 2020 年四季度 
霖园置业（上海）有

限公司 

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利益转移 

向关联方支付职场租赁

费、停车位租金 
0.01547624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