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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年四季度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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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交易概述 

第四季度 

1 2016-10-13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338400  

2 2016-10-13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6710400  

3 2016-10-13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2253200  

4 2016-10-17 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四季度职场租赁费用 0.0009309600  

5 2016-10-21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69225000  

6 2016-10-24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0.00000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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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7 2016-10-25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22679100  

8 2016-10-28 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206000  

9 2016-10-28 无锡国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368900  

10 2016-10-28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3490500  

11 2016-10-28 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487500  

12 2016-10-28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863100  

13 2016-10-28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22286100  

14 2016-10-31 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060000  

15 2016-10-3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185217168  

16 2016-11-09 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四季度职场租赁费用 0.0098243700  

17 2016-11-12 丁武斌 董事 保险业务 为自己购买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 0.0000005500  

18 2016-11-14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504000  

19 2016-11-1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分公司四季度职场租赁费用 0.0076500000  

20 2016-11-15 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设备租赁费用 0.0009508400  

21 2016-11-18 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三季度职场租赁费用 0.0098243700  



－3－ 

22 2016-11-18 无锡国联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三季度职场租赁费用 0.0009309600  

23 2016-11-25 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206000  

24 2016-11-28 无锡国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368900  

25 2016-11-28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6969000  

26 2016-11-28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2126300  

27 2016-11-28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7388191  

28 2016-11-28 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456300  

29 2016-11-28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863100  

30 2016-11-28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22754100  

31 2016-11-28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69069600  

32 2016-11-2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148649874  

33 2016-11-29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060000  

34 2016-11-29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085200  

35 2016-11-2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0.00002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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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36 2016-11-29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481500  

37 2016-11-29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4311000  

38 2016-11-30 无锡灵山景区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食品 0.0000649000  

39 2016-12-01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3490500  

40 2016-12-02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091200  

41 2016-12-06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122000  

42 2016-12-07 
无锡华光新动力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1907200  

43 2016-12-20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6784400  

44 2016-12-20 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报刊费用 0.0001869600  

45 2016-12-2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水电费 0.0000612727  

46 2016-12-22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0028500  

47 2016-12-22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0021100  

48 2016-12-22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0757300  

49 2016-12-22 无锡国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368900  

50 2016-12-22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6969000  

51 2016-12-22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0.00124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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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52 2016-12-22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23876100  

53 2016-12-22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68735700  

54 2016-12-2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148689375  

55 2016-12-22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食堂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食堂费用 0.0007330000  

56 2016-12-2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分公司职场租赁费用 0.0047800000  

57 2016-12-23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196800  

58 2016-12-2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843300  

59 2016-12-23 国联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456300  

60 2016-12-23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18532800  

61 2016-12-27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112800  

62 2016-12-27 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1206000  

63 2016-12-27 无锡国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总公司物业相关费用 0.0038911370  

64 2016-12-27 江阴公路客运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车辆租赁费用 0.0001010000  

65 2016-12-28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1187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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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6-12-29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3282000  

67 2016-12-30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入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0001907  

68 2016-12-30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入职员工投保团体意外险和健康险 0.0000013643  

69 2016-12-30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保险业务 
为在职员工缴纳团体年金保险续期保

费 
0.0000456000  

70 2016-12-30 无锡吴都交闻传媒有限公司 股东控股子企业 其他 广告宣传费用 0.0050000000 

合计 0.153214957 

 

二、2016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亿元 

2016年度各类关联交易 

序号 关联交易分类 本年度累计金额 

1 承保业务类 0.365145 

2 资金运用类 0 

3 其他类 0.107465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