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6年10月8日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1156

2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8694

3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5594

4 ############# 国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282

5 #############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038

6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00

7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41

8 ############# 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202

9 ############# 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52

10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95

11 #############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564

12 #############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5366

13 2016年11月7日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2878

14 ############# 国电宁波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49

15 #############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065

16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409

17 #############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627

18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877

19 #############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908

20 #############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3457

21 ############# 龙源（北京）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10

22 ############# 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80

2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2650

2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0707

25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301

26 2016年12月1日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6681

27 2016年12月1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248

28 2016年12月6日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85

29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810

30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09

31 #############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27

32 ############# 国电湖州南浔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92

33 #############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4166

34 #############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135

35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31

36 #############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418

3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5375

3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2720

3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13921

40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804

41 #############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333

42 ############# 北京华电天仁电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4676

4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70

4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40

4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190

4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110

4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90

4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5160

4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240

5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045

5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99

5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80

5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263

5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90

5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00

56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55

5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071

5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820

5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513

6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264

6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00

6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430

6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70

6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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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6530

6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00

6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80

6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983

6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4406

7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75

7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40

7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500

7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61

7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4915

7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8579

7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58

7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21

7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955

7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422

8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95

8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739

8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35716

8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26

8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408

8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92

8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69

8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62

8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14267

8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830

9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00

91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546

9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080

9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850

9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45

9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8820

9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50

9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67

9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06

9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89

10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32

10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850

10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40

10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670

10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100

10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60

10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8901

10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70

10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830

10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020

11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773

11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60

11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44

11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322

11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396

11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383

116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957

117 #############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8831

11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16

11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85

12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12440

121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05977

122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长险 0.012900

123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83

124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22616

125 ############# 北京国电联合商务网络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38

126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28

127 ############# 国电置业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861

12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958

12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36

13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582

13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10

13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95

133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20

13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40

135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19

136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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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472

138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30

139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40

14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20

141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80

142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87

143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20

144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10

145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30

146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90

147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50

148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610

149 2016年12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80

150 2016年12月2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81

151 2016年12月1日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02

152 #############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36

153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33

154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16

155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33

156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35

157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25

158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35

159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43

160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06

161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179

162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29

163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14

164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03

165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3246

166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416

167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539

168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410

169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782

170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1568

171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349

172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2101

173 #############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274

174 2016年10月8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119

175 2016年10月8日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社会保险中心 股东业务 购买团体保险 团体短险 0.000091

176 #############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成都热电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129

177 ############# 国电台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155

178 ############# 国电物资集团华北配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756

179 ############# 天津国电华北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523

180 #############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6831

181 ############# 青岛莱西元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389

182 ############# 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红枫水力发电厂（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红枫水力发电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000

183 ############# 国电德宏大盈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552

184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大寨水力发电厂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404

185 ############# 银川掌政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111

186 ############# 国电云南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518

187 ############# 国电海运煤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705

188 ############# 温州市东屿发电厂（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温州办事处）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4240

189 ############# 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贵州分公司）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474

190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六郎洞水力发电厂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456

191 #############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6077

192 #############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4886

193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32809

194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896

195 #############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597

196 ############# 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060

197 ############# 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256

198 ############# 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375

199 ############# 国电迪庆香格里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342

200 ############# 国电云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837

201 ############# 国电云南阿墨江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692

202 ############# 国电云南忠普水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847

203 #############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9521

204 ############# 国电内蒙古晶阳能源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5729

205 #############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5500

206 2016年12月1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非）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891

207 2016年12月8日 国电友谊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245

208 2016年12月8日 国电山西洁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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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2016年12月8日 国电山西兴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5730

210 2016年12月8日 国电洁能金科（山西）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4520

211 #############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成都热电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25000

212 ############# 北京龙威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019

213 #############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129

214 ############# 安徽肥西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000

215 ############# 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7524

216 ############# 国电电力文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621

217 ############# 国电电力山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莒县分公司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614

218 ############# 国电电力山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五莲分公司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527

219 ############# 国电电力威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386

220 ############# 国电电力诸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026

221 ############# 国电电力胶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037

222 ############# 国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247

223 #############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32854

224 2017年1月4日 国电电力大同湖东发电项目筹建处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297

225 2017年1月4日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240

226 2017年1月5日 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7595

227 2017年1月5日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9672

228 2017年1月9日 福建省东山澳仔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936

229 2017年1月9日 福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910

230 2017年1月9日 福建龙源忠门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522

231 2017年1月9日 福建省莆田南日风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387

232 2017年1月9日 福建省平潭长江澳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317

233 2017年1月9日 福建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198

234 2017年1月9日 福建龙源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0929

235 2017年1月9日 龙源（莆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142

236 2017年1月9日 龙源雄亚（福清）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1312

237 2017年1月10日 国电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962

238 2017年1月11日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太原第一热电厂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5000

239 2017年1月17日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3524

240 2016年10月9日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11650

241 #############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股东业务 医疗基金托管 医疗基金 0.002744

242 ############# 三季度融资租赁 股东业务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0.001141

0.659382

备注：表中序号224-239这几笔医疗基金交易日期虽然是2017年1月份，但实际上是属于四季度的医疗基金收入，特此说明。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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