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信息披露报告

披露时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

为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的要求，农银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监管要求的一般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
并，披露如下：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公司主要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各分行、支行、下属各级机
构及其子公司开展各类关联交易。交易类型涉及保险业务和
保险代理业务、固定资产的租赁、资金投资业务及服务类关
联交易，合计金额 3.96 亿元。
一、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一）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委托农业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产生代理手续费 0.95 亿元。截至三季度末，我公司委托农
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累计产生代理手续费 7.01 亿元。
（二）团体保险业务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委托农行代理销售团险产品产生
代理手续费 0.14 亿元。截至三季度末累计支付手续费 0.96
亿元。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为农业银行及其下属各级分支机
构提供员工福利保障保险，交易金额合计 0.11 亿元；为农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农银理
财有限责任公司、安塞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4 家关联

方公司提供员工福利保障保险，共发生 4 笔关联交易，交易
金额合计 23.08 万元。
三季度我公司为农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提供健康保障
委托管理业务，收取账户管理费 19.92 万元。
截至三季度末累计为农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提供员工
福利保险交易金额 0.84 亿元，收取健康保障委托管理业务
账户管理费 0.02 亿元；与农行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 63.06 万元。
（三）再保险的分出业务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与农银国际保险有限公司发生再
保险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24 万元（预估）。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与农银国际保险有限公司
发生的再保险关联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7.34 万元
（预估）。
二、固定资产租赁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固定资产租赁类关联交易金额合
计 810.18 万元。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累计产生固
定资产租赁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024.93 万元。
三、保险资金投资业务
（一）存款交易
定期存款：2021 年第三季度，我公司未新增农业银行定
期存款。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本年度投资的农业银行

大额存单余额合计 62.46 亿元。
活期存款：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在农业银行
的活期存款账面余额为 2.67 亿元。2021 年三季度，公司收
到农业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累计金额为 45.51 万元。
（二）正回购交易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公司与农业银行共发生 1 笔银行间
质押式回购交易，我公司作为正回购方，以银行间利率债为
质押从农业银行融入资金。融资交易遵循公允定价原则，融
资利率为成交时市场对应品种的加权价格。三季度我公司向
农业银行支付回购利息合计 2.04 万元。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与关联方农业银行发生
的正回购交易已全部到期，本年度我公司向农业银行支付回
购利息合计 692.83 万元。
（三）管理费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无产品管理费发生。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投资由关联方发行的金
融产品管理费合计 165 万元。
（四）托管费
2021 年第三季度，我公司所投资由第三方资管机构或银
行发行的金融产品中，有 2 笔由农业银行担任产品托管人（底
层基础资产不包含公司关联方资产），托管费率按照商业惯
例，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及收费标准，对应产品托

管费每年合计 35 万元。相关托管费均由保险债权计划、信
托计划、理财计划等 SPV 直接承担，非我公司直接向农业银
行支付。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本年度发生的、投资由
农业银行托管的金融产品对应的托管费合计 135.18 万元。
四、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向农业银行支付银行结算费金额
为 10.96 万元。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向农业银行
支付银行结算费累计金额为 37.16 万元。
2021 年三季度，我公司向北京兴银龙企业管理中心（农
业银行附属机构）支付物业费金额为 15.38 万元。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我公司向北京兴银龙企业管理中心支付物业费
累计金额为 46.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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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类型

交易概述

交易金额

合计

(亿元)

(亿元)

1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代理手续费

代理销售我公司银保产品

0.95077

2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代理手续费

代理销售我公司团险产品

0.14021

3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委托管理费

投保 7824 险种收取的账户管理费

0.00199

4 2022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保险费

为员工及客户投保团险产品

0.10547

5

2021/7/19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关联方

保险费

投保我公司团险产品

0.00180

6

2021/8/13

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间接关联方

保险费

投保我公司团险产品

0.00024

7

2020/9/10

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关联方

保险费

投保我公司团险产品

0.00007

8

2021/9/29

安塞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关联方

保险费

投保我公司团险产品

0.00020

再保险

农银借款人意外险再保险费（预估）

0.00022

9 2021 年三季度

农银国际保险有限公司

间接关联方

3.96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 118 号冠华大厦 2-3 层及负 1 层 10 个车位（半

10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1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商丘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2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广元利州支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3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十堰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4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郴州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5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巴中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6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茂名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茂名市油田七路 3 号九楼西头（一季度、
三季度半年付）2021.1.1-2022.12.31

17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苏州分公司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8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苏州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19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徐州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20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周口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21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22 2021 年三季度

农业银行新邵支行

控股股东

固定资产租赁

年支付）租期 2015.1.1-2024.12.31
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99 号商丘市农行大楼一层（3 季度年支付）
2019.9.1-2022.8.30
广元市利州区南河办事处北京路东段 116 号 5 层（3 季度年支付）租期
2020.9.1-2025.8.31
十堰市人民南路 20 号金穗大厦 4 楼（3 季度年支付）租期 2019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9 月 14
郴州市北湖区解放路 103 号（3 季度年支付）租期 2020.6.1-2025.5.31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中段 141 号办公大楼第 7 层（3 季度年支付）
2020.2.15-2022.214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18 号农业银行大楼 17 层 1701-1708、1715、1717-1720
室（季度支付）租期 2019.12.1-2024.12.31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65 号农行大楼 12 层 1201 室、1203 室、1205 室、1208
室（季度支付）租期 2020.4.1-2025.3.31
租赁沛县德信九龙城小区商业 A2 号楼 1 单元 101 室（3 季度年支付）
2020.12.22-2022.12.21
周口市七一路与长青街交叉口周口分行机关办公大楼 16 层（3 季度年支付）
2020.1.1-2022.12.31
西工区九都路 31 号院 1 幢 1 层、5 层、6 层（3 季度年支付）
2019.10.16-2022.10.15
丹东市桃源街 2 号中国农业银行丹东振安支行办公楼 10 层、11 层（2 季度、
3 季度半年付）2019.12.4-2024.12.3

0.04465

0.00280

0.00107

0.00416
0.00301
0.00309
0.00099
0.00329

0.00042

0.00098

0.00180

0.00240

0.00200

23 2021 年三季度

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间接关联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25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2021 年三季度

24

2021/8/19

固定资产租赁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路 9 号农银大厦 49 楼 4906-4912 室（按季支付）
2021.1.1-2023.12.31

银行间质押回购 在银行间市场以质押债券形式从农行正回购融入资金 400200000 元，融资实际期限 1

0.01036

0.00020

交易

天，支付利息 20393.75 元。

控股股东

托管费

中保投-中保投基金（一期）

0.000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托管费

华泰-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计划

0.00340

27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银行结算费

向农行支付的银行结算费

0.00110

28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活期存款

2021/09/30 活期存款账面余额

2.66732

29 2021 年三季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利息收入

农行账户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0.00455

30 2021 年三季度

北京兴银龙企业管理中心

间接关联方

外包服务

东单、冠华、大恒职场提供前台、保安、保洁服务（按季支付）租期 2021.6.1-2021.9.30

0.0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