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2020年 上海亚美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保费 保险费收入 -12,205.61 

2020年 Pang Xi Lian 公司关联自然人近亲属 保费 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1 

2020年 谭绮雯 公司关联自然人近亲属 保费 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1 

2020年 林宇龙 公司关联自然人近亲属 保费 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0

2020年 AIG Technologies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IT系统服务费 169.86

2020年 AIG Shared Services Corporation ( Philippines )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IT咨询服务费 5.76

2020年 AIG Shared Services (M) SDN. BH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IT咨询服务费 5.60

2020年
美亚安旅旅游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服务费 259.16

2020年 AIG PROPERTY CASUALTY INTERNATIONAL, LLC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咨询服务费 1,015.85

2020年 AIG APAC HOLDINGS PTE.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服务费 咨询服务费 669.10

2020年 AIG Europe Limited‐ Gen Rep Ital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1.50 

2020年 Aig Europe Limited‐German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0.57 

2020年 Aig Europe Limited ‐ Spain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1.09 

2020年 Aig Europe Limited ‐ Sweden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0.10 

2020年 AIG Asia Pac Ins Pte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1.93 

2020年 AIU Insurance Company,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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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AIG Insurance New Zealand Limite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5.78 

2020年 Aig Vietnam Insurance Co.,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1.04 

2020年 AIG Korea Inc.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8.44 

2020年 AIG Australia Ins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0.50 

2020年 AIG Ins Hong Kong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2.06 

2020年 AIG Ins Hong Kong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18.01

2020年 Aig Taiwan Insurance Co.,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0.35 

2020年 AIG Europe Limite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0.39 

2020年 National Union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收入 -2.85 

2020年 AIG WorldSource  (AIG NORTH AMERICAN INC)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2.96

2020年 AIG EUROPE SA  ‐ FRANCE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49

2020年 AIG insurance UK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1.78

2020年 AIG Israel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07

2020年 Aig Vietnam Insurance Co., 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08

2020年 AIU INSURANCE COMPANY,LTD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14

2020年
Chartis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2.32

2020年
THAILAND‐NEW HAMPSHIRE INSURANCE 
COMPAN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41

2020年 Pt Aig Insurance Indonesia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0.07

2020年 美亚安旅旅游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服务 代表处理理赔服务支出 36.28

2020年 上海亚美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理赔款 赔款支出 5,064.65

2020年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佣金 佣金支出 0.51

2020年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直接控股股东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保费 3,542.21

2020年
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CO. OF 
PITTSBURGH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保费 27,629.24

2020年 NEW HAMPSHIRE INSURANCE COMPAN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保费 4,250.65

第一
季度



2020年 Lloyd’s Syndicate1183_Talbot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保费 3.80

2020年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直接控股股东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佣金 -1,566.23 

2020年
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CO. OF 
PITTSBURGH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佣金 -12,216.61 

2020年 NEW HAMPSHIRE INSURANCE COMPAN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佣金 -1,879.48 

2020年 Lloyd’s Syndicate1183_Talbot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佣金 -0.76 

2020年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MPANY 直接控股股东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摊回赔款 -611.08 

2020年
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CO. OF 
PITTSBURGH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摊回赔款 -4,735.10 

2020年 NEW HAMPSHIRE INSURANCE COMPANY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再保分出 再保分出摊回赔款 -725.43 

2020年 美国国际集团北京代表处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租金 转租租金收入 -15.80 

2020年 美亚琪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控制 租金 转租租金收入 -5.85 

合计 8,670.01



序号
报告期

间
累计金额

一 2020年 -21.65 

二 2020年 6,825.51 

三 2020年 1,866.17 

四 2020年 -0.02 

注：上表收入以负数显示，支出以正数显示，合计数以二者简单加总的净值列示。

含保险收入，佣金支出，理赔支出，代理理赔服务，再保险的

分出或者分入

提供货物或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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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型 备注

含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关联自然人有重大影响的法

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利益转移类 该交易为北京办公室转租租金

保险业务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