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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合并分类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

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36号）和《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52

号）文件要求，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对 2019年二季度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进行了梳理。经统计，我公

司 2019年二季度发生关联交易共计 168笔，金额共计 9.05亿元，

具体详情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一）与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子公司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在线”）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55 笔，金额共计 0.36亿元，

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手续费、收取保费和保单保全等。 

我公司与华夏在线各分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共计 64笔，金额共

计 0.95亿元，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手续费、预付款和收取保费。 

（二）与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子公司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11 笔，金额共计 2.51 亿元，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管理费、支

付预付款、收取房租、收取、退还保险费及保单保全。 

（三）与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子公司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星在线”）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18笔，金额共计 0.03 亿元，主要

交易类型为支付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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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与五星在线各分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共计 17笔，金额共

计 0.08亿元，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手续费。 

（四）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1 笔，金额

共计 5.11亿元，主要交易类型为购买债券。 

（五）与天津津滨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天津津滨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1 笔，金额共计 0.01亿元，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房租。 

（六）与华夏保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交易情况 

我公司与子公司华夏保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1 笔，金额共计 5.61万元，主要交易类型为支付手续费。 

二、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 

我公司二季度关联交易中，发生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1 笔，

2019 年 6 月 19 日，我公司在深交所 A 买入阳光城集团发行的

“112859.SZ-19 阳城 01”债券，涉及金额共计 5.11 亿元，占公

司上季末净资产 2.14%，占二季度关联交易总额 56.46%,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6 月 19 日，我公司在深交所 A 买入阳光城集团发行

的 5.11亿元（净价 4.996 亿元）“112859.SZ-19 阳城 01”债券。

本项交易分两次执行，第一次买入 3000000（张），第二次买入

2000000（张），价格均为 99.92元（净价）。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证券名称为 19 阳城 01，发行主体是阳光城集团，买入时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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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期限为 1.6959+1Y，最新外部评级为 AA+/AA+，估值净价 100.258

元。 

（二）交易对手情况 

1.法人名称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3.经营范围 

对外贸易(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的商品和技术);电力生产,代

购代销电力产品和设备;电子通信技术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开发,

农业及综合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及电

子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百货、针纺织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重油(不含成品油)、

润滑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化肥的销

售;对医疗业的投资及管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4.注册资本 

40.5亿元 

5.组织机构代码 

91350000158164371W 

6.与保险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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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19日，我公司买入阳光城集团发行的 5.11亿元

（净价 4.996 亿元）“112859.SZ-19 阳城 01”债券。本项交易分

两次执行，详情如下：交易一：代码：112859.SZ 名称:19 阳城

01 数量：3000000（张）价格：99.92（净价）约定号：555555买

入方席位号：006134（天风证券）卖出方席位号：239100（广发

证券）；交易二：代码：112859.SZ名称:19阳城 01数量：2000000

（张）价格：99.92（净价）约定号：666666买入方席位号：006134

（天风证券）卖出方席位号：239100（广发证券）。 

2.定价政策 

买入价格为 99.92 元（净价），票面 7.5%，买入价格符合市

场公允价格。 

（四）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此次交易为本年度首次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为 5.11亿元（净价 4.996亿元），占公司上季末净资产 2.14%。 

（五）交易协议 

深交所大宗交易，无额外交易协议。 

（六）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 

2019 年 6 月 14 日，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

议，同意买入阳光城集团发行的“112859.SZ-19阳城 01”债券。

交易净价金额不超过 5亿人民币。 

（七）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的影响 

我公司与阳光城集团，建立了长久、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

正基于此，我公司对主体的了解程度更加充分。19 阳城 01，最新

外部评级 AA+/AA+，发行期限为 2+1 年，截止 4月 25 日剩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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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年，该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5%,相比同期限同评级同行业

债券，约有 200bp 利差，具有较高的价格优势及保护，从而具有

良好的收益风险比。 

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报备和修订情况 

为规范关联交易管理，防范公司关联交易风险，我公司于 2017

年一季度对公司关联交易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及时向贵会进行了报

备。新制度正在修订过程中，完成修订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及

时报备贵会。 

四、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我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

程序。本季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按公司相关程序进行审批。后续

我公司将进一步按照内部决策程序，加强关联交易管理。 

五、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工作。董事会

办公室按照监管相关规定在公司及协会网站对关联交易情况予以

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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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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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季

度 

1 2019-4-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075392 

9.05  

2 2019-4-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107995 

3 2019-4-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440838 

4 2019-4-2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4834853 

5 2019-4-2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报销款 报销款 0.0009904 

6 2019-4-3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987674 

7 2019-4-4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8310854 

8 2019-4-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442894 

9 2019-4-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353234 

10 2019-4-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192768 

11 2019-4-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549232 

12 2019-4-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120686 

13 2019-4-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38069 

14 2019-4-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270425 

15 2019-4-10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委员会）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4.0987E-06 

16 2019-4-1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08189 

17 2019-4-1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1353421 

18 2019-4-12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468912 

19 2019-4-12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712041 

20 2019-4-1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603451 

21 2019-4-1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6810865 

22 2019-4-1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250852 

23 2019-4-1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0.000051765 

24 2019-4-25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0.00056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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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分公司 

25 2019-4-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956103 

26 2019-4-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预付款  预付款  0.028477321 

27 2019-4-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30720274 

28 2019-4-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114413515 

29 2019-4-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14621 

30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2357616 

31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82793129 

32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7417289 

33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336938 

34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237641 

35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6440692 

36 2019-4-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4.35321E-05 

37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92031 

38 2019-4-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 

39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8677105 

40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126972124 

41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437011 

42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075676 

43 2019-4-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087982 

44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778911 

45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6542542 

46 2019-4-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732496 

47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0349664 

48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3595778 

49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836563 

50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959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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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034966 

52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33016329 

53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80435 

54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094559 

55 2019-4-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842171 

56 2019-4-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621485 

57 2019-4-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5360741 

58 2019-4-30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726538 

59 2019-4-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55351 

60 2019-5-5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42422 

61 2019-5-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172624 

62 2019-5-7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6025992 

63 2019-5-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671374 

64 2019-5-7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9.13798E-05 

65 2019-5-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6.38579E-05 

66 2019-5-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87979 

67 2019-5-10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委员会）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3.90564E-05 

68 2019-5-1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64815 

69 2019-5-1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933132 

70 2019-5-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019836 

71 2019-5-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90142 

72 2019-5-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267031 

73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8.0382E-06 

74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3.3896E-06 

75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36298469 

76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6010715 

77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6920651 

78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58105 

79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731615 

80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511818 

81 2019-5-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93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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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82 2019-5-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2216 

83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0.00007147 

84 2019-5-29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委员会）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7.5345E-06 

85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271967 

86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4907 

87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100174 

88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8800122 

89 2019-5-29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526982 

90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330365 

91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360362 

92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007679 

93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626106 

94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554657 

95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9665 

96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892635 

97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778578 

98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98651 

99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24806 

100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927884 

101 2019-5-30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046541 

102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596572 

103 2019-5-3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230333 

104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014168 

105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445329 

106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896141 

107 2019-5-31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218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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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2019-5-31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696434 

109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048926 

110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272277 

111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348719 

112 2019-5-31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636111 

113 2019-5-31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管理费 管理费 2.5 

114 2019-5-31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218133 

115 2019-6-3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82689 

116 2019-6-3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82689 

117 2019-6-4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1.27958E-05 

118 2019-6-4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589956 

119 2019-6-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690025 

120 2019-6-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170961 

121 2019-6-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4.79443E-05 

122 2019-6-5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8.69807E-05 

123 2019-6-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房租 房租 0.005915232 

124 2019-6-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预付款  预付款  0.002219034 

125 2019-6-10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00511 

126 2019-6-13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

会委员会）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4.0987E-06 

127 2019-6-13 
天津津滨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子公司 房租 房租 0.01 

128 2019-6-13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06 

129 2019-6-1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369383 

130 2019-6-1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0.00007854 

131 2019-6-1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权

为基础的关

联方 

重大关联

交易/支

付 

购买债券 5.111145359 

132 2019-6-19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979015 

133 2019-6-24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保险费 保险费 0.000033495 

134 2019-6-24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397987 

135 2019-6-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2429062 

136 2019-6-2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0.0000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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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2019-6-2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5.33738E-05 

138 2019-6-2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6.87148E-05 

139 2019-6-26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保全 保全 2.04264E-05 

140 2019-6-26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159623 

141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566828 

142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2527719 

143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1284996 

144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1834378 

145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46788025 

146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内

蒙古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480184 

147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7808584 

148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6642669 

149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3297139 

150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27002409 

151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1079465 

152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0744269 

153 2019-6-27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4019682 

154 2019-6-27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466259 

155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5219566 

156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486286 

157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9459605 

158 2019-6-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2.19675E-05 

159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5593656 

160 2019-6-28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 

161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49196432 

162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13400582 

163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648099 

164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52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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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1240136 

166 2019-6-28 华夏保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0561323 

167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03677271 

168 2019-6-28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 
子公司 手续费 手续费 0.081554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