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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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及披露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四季度关联交易的分类合并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1 年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报告主体 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1

类型 交易概述

1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运用类

泰康-天津一热电商业债权计划

(四期)管理费
141.000000

资金运用类合计：141.000000 万元

2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在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利益转移类 为子公司垫付过渡期职场租金 216.409101

3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益转移类
职场租赁（创新中心二期写字楼

东楼五层）
817.899102

4 泰康在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利益转移类 代付子公司员工社保、公积金 53.842915

5 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利益转移类 溢彩公益项目第三期捐赠 32.451500

7
泰康在线保险经纪

（北京）有限公司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益转移类

武汉金融港 13 层、16 层职场租

赁
772.329332

利益转移类合计：1892.931950 万元

8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康拜博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齿科保健服务 250.000000

9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采购齿科保健服务 450.000000

10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眼科筛查服务 5.000000

11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员工体检服务 20.000000

12 北京泰康燕园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员工体检服务 200.000000

13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信保运营服务 156000.000000

14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的债权计划、信托计划间接

对应的信用评级服务费
8.186173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的债权计划、信托计划间接

对应财务顾问费
453.054320

16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博雅职场物业服务 46.200000

17 北京中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数据模型评估打分服务 990.000000

18 泰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员工体检服务 350.000000

19 新世纪宗康（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会议服务 27.413020

1 关联交易金额为 2021 年四季度新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含重大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不包含历史关联交易合同在本

季度的实际履行金额。2021 年四季度签署且持续有效、交易费用分多次结算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合同整体预估金额。



20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购买在线学习平台服务 30.000000

21 北京中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信保系统二次开发服务 60.000000

22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员工餐饮服务 1,600.000000

23 泰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员工健康福利计划 100.000000

24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企业年金账户管理费 0.512750

2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2021 年泰康人寿互联网保险业

务技术支持服务业务收入
995.000000

26 上海拜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业务招待费 1.050000

27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物业服务 26.978378

28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健康咨询服务 37.735849

29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慢病管理包干项目 41.273585

30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会展服务

费、培训费、日常采购
32.848283

31 泰康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地毯消杀、清洗 6.621229

32 泰康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业务招待费 1.199200

33 杭州瑞溪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业务招待费 0.376740

34 北京道喜万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会议服务、业务招待 2.544000

35 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日常采购 4.346800

36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齿科服务结算 113.080800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合计：161853.421127 万元

37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问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业务类 保险经纪业务合作 950.000000

38 金桔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保险业务类 非信保保险经纪业务 990.000000

39
泰康在线保险经纪

（北京）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业务类 保险经纪业务合作 31007.000000

40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保险业务类 商业保险 0.306500

41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保险业务类 投保员工补充医疗 1.075700

42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保险业务类 劳动合同员工北京惠民保 17.140500

43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投保（236 笔） 335.829793

44 关联法人 保险业务类 理赔（193 笔） 882.524283

45 关联自然人 保险业务类 投保（1429 笔） 115.118145

46 关联自然人 保险业务类 理赔（67笔） 32.657327

保险业务类合计：34331.652248 万元

二、本年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单位：万元）

类型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本年累计金额

投资入股类 0 0 150000.000000 0 150000.000000

资金运用类 2.963959 1.387994 9060.451642 141.000000 9205.803595

利益转移类 500.207760 0 811.405610 1892.931950 3204.545320

保险业务类 8785.952812 31384.831880 8482.113307 34331.652248 82984.550247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79935.197508 5558.641748 27840.568593 161853.421127 275187.828976



特此公告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