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7/10/10 国电大渡河咸丰小河水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149

2 2017/10/11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厂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63207

3 2017/10/11 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7615

4 2017/10/11 镇江华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9340

5 2017/10/11 镇江华源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0976

6 2017/10/11 镇江新源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4144

7 2017/10/11 镇江兴电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10135

8 2017/10/1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152)

9 2017/10/1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24

10 2017/10/12 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2765

11 2017/10/12 镇江华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204

12 2017/10/12 镇江华源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306

13 2017/10/12 镇江新源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400

14 2017/10/12 镇江兴电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263

15 2017/10/12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24927

16 2017/10/1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650

17 2017/10/13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283

18 2017/10/18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694

19 2017/10/1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472

20 2017/10/2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02)

21 2017/10/1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11475

22 2017/10/2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957

23 2017/10/23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108

24 2017/10/24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03

25 2017/10/24 国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587

26 2017/10/25 国电龙源电气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42

27 2017/10/2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22540

28 2017/10/2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22540)

29 2017/10/27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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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7/10/27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厂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21395

31 2017/10/27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08

32 2017/10/27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9448

33 2017/10/31 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310

34 2017/10/3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2850

35 2017/10/3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222

36 2017/11/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1766

37 2017/11/6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089)

38 2017/11/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092

39 2017/11/8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03)

40 2017/11/9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厂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21420

41 2017/11/13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4012

42 2017/11/1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9642

43 2017/11/1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21

44 2017/11/1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654

45 2017/11/17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16

46 2017/11/2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837

47 2017/11/2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611

48 2017/11/25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3340

49 2017/11/25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335

50 2017/11/2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5990

51 2017/11/26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3340)

52 2017/11/26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335)

53 2017/11/2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5990)

54 2017/11/28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5209

55 2017/11/29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831

56 2017/11/3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140

57 2017/21/3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2195

58 2017/12/5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4345

59 2017/12/5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8226

60 2017/12/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420

61 2017/12/7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106

62 2017/12/8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984

63 2017/12/8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012)

64 2017/12/11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447

65 2017/12/1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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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7/12/12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555

67 2017/12/13 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4483

68 2017/12/13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284)

69 2017/12/13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全额退保 (0.000617)

70 2017/12/13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892)

71 2017/12/1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637

72 2017/12/13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333)

73 2017/12/1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692

74 2017/12/14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6730

75 2017/12/15 北京国电联合商务网络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242

76 2017/12/18 国电置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799

77 2017/12/18 国电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昌平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101

78 2017/12/2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642

79 2017/12/2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28837

80 2017/12/2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263)

81 2017/12/22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419

82 2017/12/22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1142

83 2017/12/25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3340

84 2017/12/25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300

85 2017/12/25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660

86 2017/12/25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010

87 2017/12/2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21761

88 2017/12/2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4491

89 2017/12/26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3340

90 2017/12/26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300

91 2017/12/26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22080

92 2017/12/26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660

93 2017/12/26 国电陕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274

94 2017/12/2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21761

95 2017/12/26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8359

96 2017/12/2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778

97 2017/12/27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322

98 2017/12/27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407

99 2017/12/2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901

100 2017/12/31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3340

101 2017/12/31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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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17/12/31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00660

103 2017/12/3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宽限期保费 0.021573

104 2017/12/14 国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四季度融资租赁费 0.001141 0.001141

105 2017/12/15 国电长源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分公司职场房租 0.002490

106 2017/12/15 国电长源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分公司职场物业费 0.000794

0.37704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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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