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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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1 季度关联交易信息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季度分类合并披露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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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一季度 

1 2021 年一季度 毕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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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749  

0.44409754  

2 2021 年一季度 曾宪文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222677  

3 2021 年一季度 董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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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196  

4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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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028  

5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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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102  

6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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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9398  

7 2021 年一季度 顾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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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992  



第 2 页，共 9 页 

8 2021 年一季度 郭嵘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01150  

9 2021 年一季度 何青松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00670  

10 2021 年一季度 贺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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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500  

11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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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705  

12 2021 年一季度 黄贤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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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922  

13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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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151  

14 2021 年一季度 李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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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097  

15 2021 年一季度 廖明宏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172583  

16 2021 年一季度 林意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00092  

17 2021 年一季度 刘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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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858  

18 2021 年一季度 龙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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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731  

19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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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321  

20 2021 年一季度 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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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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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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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806  

22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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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863  

23 2021 年一季度 孙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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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241  

24 2021 年一季度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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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301  

25 2021 年一季度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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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414  

26 2021 年一季度 王守轩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00878  

27 2021 年一季度 王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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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788  

28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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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302  

29 2021 年一季度 魏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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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152000  

30 2021 年一季度 温仕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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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493  

31 2021 年一季度 吴芳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00053  

32 2021 年一季度 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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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190000  

33 2021 年一季度 许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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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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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21 年一季度 于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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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1261  

35 2021 年一季度 喻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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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540  

36 2021 年一季度 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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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405000  

37 2021 年一季度 张虹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支付保险赔

付、部分领取等 
0.00031131  

38 2021 年一季度 张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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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0170  

39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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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222170  

40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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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等 
0.00005033  

41 2021 年一季度 曹广如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4100  

42 2021 年一季度 曾宪文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9288  

43 2021 年一季度 傅艳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13640  

44 2021 年一季度 顾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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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9444  

45 2021 年一季度 何青松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0220  

46 2021 年一季度 贺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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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3394  

47 2021 年一季度 李浩平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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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21 年一季度 李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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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3069  

49 2021 年一季度 李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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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10835  

50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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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820  

51 2021 年一季度 林淑惠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30000  

52 2021 年一季度 刘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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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442  

53 2021 年一季度 刘佳斯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0900  

54 2021 年一季度 龙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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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4603  

55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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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793420  

56 2021 年一季度 吕金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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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566  

57 2021 年一季度 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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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2303  

58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金

融贸易区联合

发展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11271  

59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前滩国际

商务区投资（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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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8306  

60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金

融发展有限公

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6092  

61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集

团）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103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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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城

市建设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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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0000  

63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市

政绿化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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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6762  

64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陆家嘴资

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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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3173  

65 2021 年一季度 施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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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651  

66 2021 年一季度 孙阳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58080  

67 2021 年一季度 唐晓峰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11350  

68 2021 年一季度 王立鑫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53712  

69 2021 年一季度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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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8620  

70 2021 年一季度 王锡强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4485  

71 2021 年一季度 魏良梅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266044  

72 2021 年一季度 温仕秀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100000  

73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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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739  

74 2021 年一季度 肖青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340000  

75 2021 年一季度 严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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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30000  

76 2021 年一季度 杨丽华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7638  

77 2021 年一季度 喻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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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3910  

78 2021 年一季度 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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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3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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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021 年一季度 张虹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存在满足监管规定关联方关系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16202  

80 2021 年一季度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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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68 

81 2021 年一季度 张倩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1042 

82 2021 年一季度 张巧灵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536 

83 2021 年一季度 张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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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1534 

84 2021 年一季度 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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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948 

85 2021 年一季度 赵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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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81 

86 2021 年一季度 钟惠芳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804 

87 2021 年一季度 周浩波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108 

88 2021 年一季度 周丽俊 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保险业务 向关联方销售保险 0.00001057 

89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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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92633 

90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前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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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与关联方签订职场租赁

合同 
0 

91 2021 年一季度 
霖园置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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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与关联方签订职场续租

合同 
0 

92 2021 年一季度 
霖园置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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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向关联方支付广告位租

赁费 
0.00017217 

93 2021 年一季度 
霖园置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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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向关联方支付广告位租

赁费 
0.0005 

94 2021 年一季度 
霖园置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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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与关联方签订职场续租

租金 
0.0176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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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21 年一季度 
霖园置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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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与关联方签订职场租金 0.0133225 

96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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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向关联方支付物业费、

管理费等 
0.011825255 

97 2021 年一季度 
上海前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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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转移类 

向关联方支付职场租赁

费、押金 
0.048792028 

98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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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32403 

99 2021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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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关联方支付的利息 0.28563303 

 

 

 

 

 

 



第 9 页，共 9 页 

二、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累计金额表 

单位:亿元 

序号 交易期间 类型 交易金额 合计 

1 2021 年第一季度 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0.05989855 

0.44409754 
2 2021 年第一季度 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09224193 

3 2021 年第一季度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0.29195706 

4 2021 年第一季度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交易 0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