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1.24               

2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14              

3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26              

4 2019.1.1-2019.3.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0.00               

5 2019.1.1-2019.3.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00              

6 2019.1.1-2019.3.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39              

7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                 

8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                 

9 2019.1.1-2019.3.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                 

1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0.60               

2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09              

3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07              

4 2019.4.1-2019.6.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0.02               

5 2019.4.1-2019.6.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01              

6 2019.4.1-2019.6.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03              

7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                 

8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                 

9 2019.4.1-2019.6.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                 

1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1.03               

2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15              

3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17              

4 2019.7.1-2019.9.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0.00               

5 2019.7.1-2019.9.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00              

6 2019.7.1-2019.9.30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04               

7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                 

8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                 

9 2019.7.1-2019.9.30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                 

11 2019.8.1 上海安莱医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提供服务

旅行和医疗救援服务以及保险咨询
服务费用

0.01               

12 2019.8.9 苏黎世共享服务马来西亚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提供服务 投资会计服务费 0.00               

10 2019.9.6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提供服务 迁移服务费 0.00               

1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1.03               

2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13              

3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32              

4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0.03               

5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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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再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00              

7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分出保费 -                 

8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分保费用 -                 

9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再保险 再保险合约摊回赔款 -0.00              

10 2019.6.1-2019.12.30 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提供服务 IFRS9迁移服务费 0.00               

11 2019.10.1-2019.12.31 苏黎世保险公司英国分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基础

的关联方
提供服务 英国代付理赔案件赔款及费用摊回 0.00               

合计 2.24            

第四季度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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