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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及相关规定，现将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

易披露如下：

一、 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2021 年第三季度，本公司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96702.028689 万元，其中保险

业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73171.967217万元，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20.909444 万元，

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603.792858 万元，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1723.970201 万元，

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81.388969 万元，交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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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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类型 交易概述

1 2021.7.1-9.30 个人关联方 关联自然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7.679434

2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256860

3 2021.7.1-9.30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82.568582

4 2021.7.1-9.30 洁众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4.723310

5 2021.7.1-9.30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21700

6 2021.7.1-9.30 暖哇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998350

7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52.546316

8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36.206954

9 2021.7.1-9.30 重庆众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3182.279047

10 2021.7.1-9.30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7.810610

11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287246

12 2021.7.1-9.30 暖哇（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1.710101

13 2021.7.1-9.30 上海蜂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225230

14 2021.7.1-9.30 上海聚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505311

15 2021.7.1-9.30 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140975

16 2021.7.1-9.30 上海仁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93137

17 2021.7.1-9.30 众安医疗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75.987236

18 2021.7.1-9.30 深圳百仕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286975

19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504300

20 2021.7.1-9.30 众安（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815374

21 2021.7.1-9.30 深圳百仕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2.572500

22 2021.7.1-9.30 相互帮健康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447880

23 2021.7.1-9.30 Sangen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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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1.7.1-9.30 桂林乐满地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00284

25 2021.7.1-9.30 众安（海南）远程医疗中心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83.880900

26 2021.7.1-9.30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19740

27 2021.7.1-9.30 北京腾新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5.973530

28 2021.7.1-9.30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884800

29 2021.7.1-9.30 众安数字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12270

30 2021.7.1-9.30 上海宜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5.168484

31 2021.7.1-9.30 宜员人力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543021

32 2021.7.1-9.3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共保业务 33126.993596

33 2021.7.1-9.30 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4482.663959

34 2021.7.1-9.30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23664.175430

35 2021.7.1-9.30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0.335104

36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2308.518670

37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经纪手续费 4834.021984

38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经纪手续费 1.504438

39 2021.7.1-9.3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委托资产管理服务 359.610395

40 2021.7.1-9.30 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利益转移类 出售或租赁资产 1591.326797

41 2021.7.1-9.3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利益转移类 融资回购 12.466061

42 2021.7.1-9.3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340.850125

43 2021.7.1-9.3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182.829155

44 2021.7.1-9.3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11200.290921

45 2021.7.1-9.30 杭州焕耀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490.000000

46 2021.7.1-9.30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17.581710

47 2021.7.1-9.30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965.392751

48 2021.7.1-9.30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67.265824

49 2021.7.1-9.30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34.009079

50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117.35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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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173.466713

52 2021.7.1-9.30 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2.840518

53 2021.7.1-9.30 上海连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0.071120

54 2021.7.1-9.30 上海暖哇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产品 1601.909096

55 2021.7.1-9.30 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人脸识别服务 382.655671

56 2021.7.1-9.30 众安（海南）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01.486741

57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3633.352643

58 2021.7.1-9.30 洁众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989495

59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8.773585

60 2021.7.1-9.30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6.882736

61 2021.7.1-9.30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云租赁服务 23.855790

62 2021.7.1-9.30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8.200000

63 2021.7.1-9.30 上海雅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9.080187

64 2021.7.1-9.30 上海宜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日常采购 1554.885855

65 2021.7.1-9.30 宜员电子商务(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667478

66 2021.7.1-9.30 宜员人力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17.442309

67 2021.7.1-9.30 车智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0.090340

68 2021.7.1-9.30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776855

69 2021.7.1-9.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其他类 运营账户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3.141069

70 2021.7.1-9.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其他类 运营账户活期存款手续费 78.24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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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61049.188810 万元，明细如下：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交易类型 交易累计金额(万元)

资金运用类 11724.192812

利益转移类 4752.802199

保险业务类 190237.468736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53526.243351

其他类 808.481712

合计 261049.188810


	1
	2021.7.1-9.30
	个人关联方
	关联自然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7.679434 
	2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256860 
	3
	2021.7.1-9.30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82.568582 
	4
	2021.7.1-9.30
	洁众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4.723310 
	5
	2021.7.1-9.30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21700 
	6
	2021.7.1-9.30
	暖哇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998350 
	7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52.546316 
	8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36.206954 
	9
	2021.7.1-9.30
	重庆众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3182.279047 
	10
	2021.7.1-9.30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7.810610 
	11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287246 
	12
	2021.7.1-9.30
	暖哇（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1.710101 
	13
	2021.7.1-9.30
	上海蜂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225230 
	14
	2021.7.1-9.30
	上海聚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505311 
	15
	2021.7.1-9.30
	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140975 
	16
	2021.7.1-9.30
	上海仁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93137 
	17
	2021.7.1-9.30
	众安医疗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75.987236 
	18
	2021.7.1-9.30
	深圳百仕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286975 
	19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504300 
	20
	2021.7.1-9.30
	众安（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815374 
	21
	2021.7.1-9.30
	深圳百仕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2.572500 
	22
	2021.7.1-9.30
	相互帮健康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447880 
	23
	2021.7.1-9.30
	Sangeni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00080 
	24
	2021.7.1-9.30
	桂林乐满地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00284 
	25
	2021.7.1-9.30
	众安（海南）远程医疗中心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683.880900 
	26
	2021.7.1-9.30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19740 
	27
	2021.7.1-9.30
	北京腾新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15.973530 
	28
	2021.7.1-9.30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884800 
	29
	2021.7.1-9.30
	众安数字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012270 
	30
	2021.7.1-9.30
	上海宜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5.168484 
	31
	2021.7.1-9.30
	宜员人力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销售保险
	0.543021 
	32
	2021.7.1-9.3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共保业务
	33126.993596 
	33
	2021.7.1-9.30
	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4482.663959 
	34
	2021.7.1-9.30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23664.175430 
	35
	2021.7.1-9.30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0.335104 
	36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代理手续费
	2308.518670 
	37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经纪手续费
	4834.021984 
	38
	2021.7.1-9.30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经纪手续费
	1.504438 
	39
	2021.7.1-9.3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委托资产管理服务
	359.610395 
	40
	2021.7.1-9.30
	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利益转移类
	出售或租赁资产
	1591.326797 
	41
	2021.7.1-9.3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利益转移类
	融资回购
	12.466061 
	42
	2021.7.1-9.3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340.850125 
	43
	2021.7.1-9.3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182.829155 
	44
	2021.7.1-9.3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资金运用类
	金融产品
	11200.290921 
	45
	2021.7.1-9.30
	杭州焕耀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490.000000 
	46
	2021.7.1-9.30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17.581710 
	47
	2021.7.1-9.30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965.392751 
	48
	2021.7.1-9.30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67.265824 
	49
	2021.7.1-9.30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34.009079 
	50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117.354178 
	51
	2021.7.1-9.30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173.466713 
	52
	2021.7.1-9.30
	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结算服务
	2.840518 
	53
	2021.7.1-9.30
	上海连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0.071120 
	54
	2021.7.1-9.30
	上海暖哇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产品
	1601.909096 
	55
	2021.7.1-9.30
	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人脸识别服务
	382.655671
	56
	2021.7.1-9.30
	众安（海南）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01.486741 
	57
	2021.7.1-9.30
	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3633.352643 
	58
	2021.7.1-9.30
	洁众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989495 
	59
	2021.7.1-9.30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8.773585 
	60
	2021.7.1-9.30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6.882736 
	61
	2021.7.1-9.30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云租赁服务
	23.855790 
	62
	2021.7.1-9.30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广告服务
	8.200000 
	63
	2021.7.1-9.30
	上海雅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9.080187 
	64
	2021.7.1-9.30
	上海宜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日常采购
	1554.885855 
	65
	2021.7.1-9.30
	宜员电子商务(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4.667478 
	66
	2021.7.1-9.30
	宜员人力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17.442309 
	67
	2021.7.1-9.30
	车智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0.090340 
	68
	2021.7.1-9.30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技术服务
	2.776855 
	69
	2021.7.1-9.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其他类
	运营账户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3.141069 
	70
	2021.7.1-9.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其他类
	运营账户活期存款手续费
	78.247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