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8/3/26 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2362

2 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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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12

3 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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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785

4 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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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6

5 2018/3/27 国电宁波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492

6 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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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2

7 2018/3/27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17

8 201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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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6)

9 2018/3/29 国电宁波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343

10 2018/3/29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11810

11 2018/3/29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731

12 2018/3/29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523

13 2018/3/29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15008

14 2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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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685)

15 2018/4/4 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444

16 2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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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036)

17 2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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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

18 2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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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57)

19 2018/4/10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谏壁发电厂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303)

20 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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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43

21 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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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9)

22 2018/4/11 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98

23 201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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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9

24 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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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53

25 2018/4/13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896

26 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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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55)

27 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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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6

28 201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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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10

29 2018/4/18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3170

二季度

0.15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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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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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850

31 20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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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530

32 2018/4/19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0063

33 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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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094

34 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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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9

35 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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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10)

36 2018/4/26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1478

37 2018/4/26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6500

38 2018/4/26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4860

39 2018/4/26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期交 0.009653

40 20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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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1)

41 2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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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12

42 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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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24

43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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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52

44 2018/5/9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续年保费 0.000300

45 2018/5/9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34

46 2018/5/9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027

47 2018/5/11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422

48 201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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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

49 201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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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887

50 20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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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94

51 2018/5/18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047)

52 20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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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12

53 20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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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28

54 201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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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保金-部分领取 (0.000313)

55 2018/5/24 北京国电电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135

56 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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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863

57 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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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年保费 0.013589

58 20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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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63

59 2018/5/30 国电重庆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1144

60 20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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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580

61 20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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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217

62 2018/6/19 国电大渡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富水水力发电厂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554

63 201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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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8

64 2018/6/20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9173

65 2018/6/21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0396

二季度

0.154635



66 2018/6/22 北京国电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保费收入-首年趸交 0.002623

67 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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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13

68 2018/6/22 国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一般关联交易 二季度融资租赁费 0.001141 0.001141

69 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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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13

70 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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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29

71 2018/5/14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重大关联交易 总公司职场房租 0.128348 0.128348

合计 0.285866

二季度

注：本数据取自财务数据，财务记账日期统计截止为每月25日，故会有几天未统计到，未统计数据将在下季度体现

0.154635

0.00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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