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列
合作保险中介机

构网络平台全称

合作保险中介机构

网络平台简称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范围 合作产品

1
蚂蚁保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蚂蚁保保代 2020/10/1 2023/9/30 www.baojinbaoxian.com 浙ICP备16046285号-1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i无忧重疾互联网版尊享款

人保i无忧重疾互联网版基础款

顶梁柱终身重疾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人保个人综合意外保险

个人养老金·福寿年年

人保·全心保终身重疾险

人保·爱牙宝齿科综合医疗保险

2
微易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微易保险经纪 2021/7/14 2024/7/13

www.wyins.net

保险师APP
浙ICP备17029467号

意外伤害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人保全年综合意外保险（互联网专属）

人保高风险职业意外险（互联网专属）

3
保通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保通保代 2022/4/18 2025/4/30 www.baoinsurance.com 粤ICP备17147734号-1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易核版

4
微民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公众号：腾讯微保

、微保金服、微保

精选保险、微民保

险课堂、惠皖保、

微保保险、微保保

险教室、腾讯微保

健康研究所、微保

医疗、微保保险精

选、微保保险商城

、微保保险助手、

微保保险专家、微

保在线保险、

wesure微保、微保

互联网保险等；

网站：微保官网；

小程序：商家保障

、买药能报销、零

钱通账户安全险；

2018/10/30 2023/10/30 www.wesure.cn 粤ICP备17129896号

重大疾病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疾病保险

微医保·少儿长期重疾险（保至23岁）

微医保.终身重疾险

护身福·长期意外险

少儿白血病保险

5
梧桐树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梧桐树保险经纪 2021/12/24 2024/12/23

www.wts999.com

www.fxyf99.com

www.txb99.com

梧桐树微信公众号

鄂ICP备17019444号-2

鄂ICP备17019444号-16

鄂ICP备17019444号-20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爱无忧（易核版）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当前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

http://www.baojinbaoxian.com/
http://www.baoinsurance.com/


6
专心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专心保险经纪 2021/12/28 2024/12/31

www.shenlanbao.com

https://www.zhuanxinbaoxian

.com

专心保险经纪微信公众号

深蓝保微信公众号

专心保险经纪（微信小程序）

深蓝保测评（微信小程序）

小蓝说保微信公众号

深蓝保频道微信公众号

粤ICP备15117049号-1

粤ICP备15117049号-7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7
慧择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慧择经纪 2022/3/3 2024/3/2

www.huize.com

慧择保险微信公众号
粤ICP备11097712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8
度小满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公众号：度小满保

险经纪；度小满保

险经纪（微信小程

序）

2022/4/29 2025/4/29
https://www.dxmbaoxian.co

m/p/home
黑ICP备19004170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9

宇泰保险经纪

（北京）有限公

司

公众号：宇泰保险

经纪；my客蜂；燕

保贝（小程序）；

文体快保；宇泰云

服；保险机器猫；

保思；宇泰燕；宇

泰员福；宇泰保

保；呈优宝

2022/4/22 2025/4/22
www.safeinsurebroker.com；

www.yutai365.com
京ICP备16001338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0
大童保险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公众号名称：大童

保险管家、快保、

大童保;APP名称：

快保APP

2022/5/25 2025/12/31
https://wx.dtinsure.com/?clie

ntType=1
京ICP备12000891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1
小雨伞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网站名称：小雨伞

、小彩虹、保单

360；APP：小雨伞

、严选保险商城；

微信公众号：小雨

伞、小雨伞课堂、

小雨伞保险经纪、

小雨伞严选

2022/5/27 2024/5/27

https://www.xiaoyusan.com；

www.xiaocaihong.com；

www.baodan360.com.

津ICP备17005385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中国人保细胞免疫疗法医疗保险

12
明亚保险经纪股

份有限公司

公众号名称:明亚保

险经纪；

APP名称：明亚保险

经纪；700度

2022/5/30 2025/5/30 http:/www.mingya.com.cn/ 京ICP备11027222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人保寿险守护者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计划（互联网专属）

人保寿险i无忧尊享重大疾病保险（A/B款）（互联网专属）



13
网金保险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网站：开心保；

APP：开心保；

公众号：开心保；

开心保严选（微信

小程序）

2022/6/10 2025/6/9 http://www.wj-ins.com/ 辽ICP备12007009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4
嘉信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公众号：萤火健康

保；萤火健康保

（微信小程序）

2022/6/13 2025/6/12 https://www.fireflybao.com/ 京ICP备17039576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5
中民保险经纪股

份有限公司

网站：中民网、中

保通；APP：中民网

、零零网 ；公众

号：企团宝

2022/6/16 2025/6/15 https://www.zhongmin.cn/ 粤ICP备08114724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6
蜗牛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网站：蜗牛保险经

纪 ；APP：蜗牛保

险经纪 ；

公众号：蜗牛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小

程序：蜗牛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2022/6/16 2025/6/15 https://www.rui365.com.cn 京ICP备10029210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7
创信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公众号：牛保100、

创信保险销售、黑

猫保、吉星保、保

单助手、精算师讲

保险、百川云服、

牛保团团、九九爸

聊保障、创信葫芦

、花爸良心保、芒

果保；

网站：咔嚓保100、

牛保一百、咔嚓保

、创信保险销售、

牛保100、保单100

、

小程序：咔嚓保云

课堂、

APP：咔嚓保。

2022/6/27 2024/6/26
http://www.chuangxinbaoxia

n.com
粤ICP备2021138957号

重大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中国人保金医保1号Pro父母防癌医疗产品组合（终身版）

人保寿险细胞免疫疗法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18
北京小鲸向海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

APP:小鲸向海保险

专家；

公众号：北京小鲸

向海保险代理

2022/8/26 2025/8/25 www.xiaowhale.com 京ICP备16000271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19
泛华榕数保险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网站：泛华保险销

售平台；

公众号：保网微商

城

2023/3/17 2024/3/16 www.baoxian.com 粤ICP备2020079061号
重大疾病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人保寿险守护者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计划（互联网专属）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2019/8/27 2023/8/26 http://www.icbc.com.cn/icbc/

京ICP证030247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尊享版）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

2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abchina.com/cn/ 京ICP备05049539号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尊享版）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



22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 2022/12/31 2025/12/30 https://www.boc.cn/ 京ICP备10052455号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

2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2020/12/13 2025/12/12 http://www.ccb.com/ 京ICP备13030780号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百万畅行全面保障）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

24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bankcomm.com/ 沪ICP备05036189号-1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全面保障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安心无忧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25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0/1/1 长期 http://www.psbc.com/ 京ICP备07021605号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有社保）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无社保）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金晖颐养即期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26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22/1/1 2023/12/31

https://www.cmbchina.c

om/
粤ICP备17088997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27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2017/7/1 长期 http://www.cmbc.com.cn/ 京ICP备05020372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28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8/7/1 长期

http://www.cebbank.co

m/
京ICP备05013704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29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 2021/7/5 2024/6/30

https://www.cib.com.cn/

cn/index.html
闽ICP备05017231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兴福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2/4/26 2023/12/24

https://www.hxb.com.cn/

index.shtml
京ICP备11019362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1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 2016/12/20 长期

http://www.bankofbeijing.co

m.cn/
京ICP备0504940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2
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农商银行 2016/12/31 2024/12/31

http://www.bjrcb.com/pc/cn/i

ndex/index.shtml
京ICP备14022553 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3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东莞银行 2021/10/31 2023/10/30

http://www.dongguanbank.c

n/
粤ICP备0802656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稳健性组合

34
佛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农商银行 2022/4/1 2023/3/31 https://www.foshanbank.cn/ 粤ICP备12087687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百万畅行（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5

广东南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南海农商银行 2022/6/3 2023/6/2 http://www.nanhaibank.com/ 粤ICP备1000898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6

广东中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山农商银行 2021/1/1 2023/12/31 http://www.zsebank.com/ 粤ICP备10092244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37
珠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农商银行 2022/6/1 2023/5/31 http://www.zhnsb.com.cn/ 粤ICP备09043109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8
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银行 2019/3/18 2023/12/31 http://www.hebbank.com/ 冀ICP备10002961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有社保）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无社保）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39
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原银行 2018/3/7 长期

http://www.zybank.com.cn/

cn/index.html
豫ICP备14022039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40
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长沙银行 2021/4/1 2023/3/31 http://www.cscb.cn/ 湘ICP备1400158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41
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 2021/1/1 2023/12/31

http://www.wrcb.com.cn/web

site/
苏ICP备13041650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42

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江南银行 2015/8/1 2023/12/31 http://www.jnbank.com.cn/ 苏ICP备10028525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43
江苏昆山农村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
昆山农商行 2013/1/1 2027/5/4 http://www.ksrcb.com 苏ICP备10208788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44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银行 2012/1/18 长期 http://www.jsbchina.cn/ 苏ICP备08015799号

非养老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45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银行 2011/1/1 2024/12/31 http://www.njcb.com.cn/ 苏ICP备05011455号-1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46
江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银行 2018/3/7 长期

http://www.jx-

bank.com/nccbank/zh_CN/ho

me/index.html

赣ICP备18001177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47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 2022/1/1 2023/12/31 http://www.nbcb.com.cn/ 浙ICP备11055414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48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银行 2017/11/1 长期 http://www.xmccb.com/ 闽ICP备0907319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49
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 2019/5/4 2025/5/4 https://www.xib.com.cn/ 闽ICP备05035708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50
深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农商行 2021/1/1 2023/12/31 http://www.4001961200.com/ 粤ICP备0511503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51
四川天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银行 2012/1/1 2023/12/31 https://www.tf.cn/tfyh/ 蜀ICP备07004021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C款）（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组合

52
四川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
四川农信 2011/1/1 2023/12/31 http://www.scrcu.com/ 蜀ICP备05031508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C款）（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D款）（分红型）

53
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隆银行 2019/3/1 2023/8/22 http://www.zjtlcb.com/ 浙ICP备11018676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54
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商行 2020/9/1 2024/8/31 http://www.cqrcb.com/ 渝ICP备09005270号-1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55
江门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农商行 2022/5/18 2023/12/31 http://www.jmrcb.net/ 粤ICP备0514559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56
湛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农商行 2022/1/1 2023/12/31 http://www.zjnsyh.com.cn 粤ICP备2021118665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57
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泰银行 2022/2/7 2024/2/6 www.mintaibank.com 浙ICP备2022014271号-15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58
金华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金华银行 2020/12/31 2024/12/31 www.jhccb.com.cn 浙ICP备06026694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59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兰州银行 2021/11/25 长期

https://www.lzbank.com/publ

ic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1943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60
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蒙商银行 2023/1/1 2024/12/31 http://www.msbank.com/ 蒙ICP备14002011号-3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医疗保险

健康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61
东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农商银行 2021/10/14 2023/12/31 https://www.drcbank.com/ 粤ICP备10010688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倮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62
齐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齐商银行 2021/7/12 2023/7/12 https://www.qsbank.cc/ 鲁ICP备09059249号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63
日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日照银行 2022/4/10 2023/4/10

https://www.bankofrizhao.co

m.cn/
鲁ICP备09071929号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重疾保险

终身寿险

重疾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64
天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 2021/5/28 2023/5/27 http://www.trcbank.com.cn/ 津ICP备13003331号-1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保险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普通型

万能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6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

广西农信社 2021/11/1 2023/10/31 https://www.gx966888.com/ 桂ICP备12004924号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医疗保险

健康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66
柳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柳州银行 2022/6/7 2026/6/6 http://www.bolz.cn/ 桂ICP备10200597号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医疗保险

健康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67
贵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银行 2022/4/22 2024/4/21 https://www.bgzchina.com/ 黔ICP备 13003553 号

人寿保险

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终身寿险

68
廊坊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廊坊银行 2022/7/5 2025/7/5 https://www.lccb.com.cn/ 冀ICP备06035020号-1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健康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有社保）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无社保）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69
秦皇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秦皇岛银行 2023/1/1 长期

https://www.qhdbank.cn/qhd

bank/index.html
冀ICP备11018249号

人寿保险

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70
德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德州银行 2022/4/10 2023/4/10 https://www.dzbchina.com/ 鲁ICP备12018666号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71
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台州银行 2022/9/8 2025/9/7 https://www.tzbank.com/ 浙ICP备09065841号-1

两全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鑫一生终身寿险

序列
合作保险中介机

构网络平台全称

合作保险中介机构

网络平台简称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范围 合作产品

1 700度保险网 700度保险网 2014/12/31 2015/12/31 http://www.700du.cn/ 京ICP备14031020号-2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防癌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e时代交通工具意外保障计划(新）

e时代全年航空保障计划（新）

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e时代自驾车意外伤害保险计划（新）

人保寿险i健康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康乐无忧两全保险（分红型）

海陆空公交保障计划（新）

淘淘乐少儿两全暨重大疾病保障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计划

2
中民保险经纪股

份有限公司
中民网 2015/8/21 2020/9/30 www.zhongmin.cn 粤ICP备08114724号-2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防癌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心安保障计划

人保寿险旅途安心保障计划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终身）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重疾两全保险

淘淘乐少儿两全暨重大疾病保险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计划

历史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



3
中民保险经纪股

份有限公司
中民保险经纪 2016/11/15 2020/9/30

www.zhongmin.cn

m.zhongmin.cn

www.00.com.cn

m.00.com.cn

粤ICP备08114724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终身寿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4
中联金安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航险网 2017/3/15 2019/3/14 http://qd7u.com 鲁ICP备17003843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普通型

新版航空保障计划

5
北京华创明德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
华创明德 2016/7/21 2019/7/20 www.mindinsur.com 京ICP备1504847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e时代自驾车意外伤害保险计划（新）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i健康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旅途安心保险计划（新）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

6 去哪儿网 去哪儿网 2015/10/7 2016/10/7 http://www.qunar.com/ 京ICP备05021087号
意外伤害保险

普通型
意时飞友计划

7
天津津投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2015/12/1 2018/12/1 www.jd.com 京ICP备11041704号-3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普通型

e时代全年航空保障计划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保险

境外旅游保险

学生时代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计划

8
天津津投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2015/12/1 2019/11/30 www.jd.com 京ICP备11041704号-3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普通型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保险

境外旅游保险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计划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21重大疾病保险

康乐出行保

康乐出行无忧保

百万守护（环保版）两全保险

百万守护（至尊版）两全保险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9

宜信博诚保险销

售服务（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宜信博城 2017/6/1 2019/5/31
http://www.yixinbaoxian.com

/
京ICP备13017340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防癌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e时代交通工具意外保障计划(新）

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i健康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安享人生个人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旅途安心保险计划（新）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美好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金色年华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两全保险

学生时代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康乐无忧两全保险（分红型）

淘淘乐两全暨重大疾病保险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

福满人间两全保险（分红型）

10
广州向日葵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网 2016/9/22 2021/9/21 www.xiangrikui.com 粤ICP备1107752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心系天下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11
广州国汇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网  保险

人app
2016/9/22 2018/9/22 xiangrikui.com         bxr.im

粤ICP备11077524号-1  粤

ICP备11077524号-2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心系天下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人保寿险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

慧安心综合意外保障计划（人保版）

慧择人保少儿住院保险A款

12
广州国汇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网 2016/9/22 2018/9/22 www.xiangrikui.com 粤ICP备1107752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心系天下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人保寿险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

慧安心综合意外保障计划（人保版）

慧择人保少儿住院保险A款

13
微易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保险师APP 2017/1/11 2021/1/10 保险师APP 浙ICP备15006271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其它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慧安心-少儿医疗保险计划

14
文津国际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速易网 2017/10/1 2019/2/19 www.360doo.com 粤ICP备12007098号

意外伤害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快一佰航空保障计划

新版航空保障计划



15
文津国际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速易网 2019/2/20 2020/2/19 www.360doo.com 粤ICP备12007098号

意外伤害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快一佰航空保障计划

新版航空保障计划

16
文津国际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智诚网络 2019/7/1 2020/6/30 www.zhuoer-media.com 苏ICP备16046353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快一佰航空保障计划

新版航空保障计划

17
新一站保险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站 2019/8/1 2021/7/31 http://www.xyz.cn/ 苏B2-20110050

意外伤害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妈妈乐少儿安心保险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心安保险计划

旅途安心保险计划（新）

18
新一站保险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站 2019/8/1 2021/7/31

http://www.xyz.cn

新一站保险公众号

新一站保险APP

苏B2-20110050
意外伤害保险

普通型
旅途安心保险计划（新）

19
深圳市慧择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慧择网 2015/4/1 2019/3/31 http://www.hzins.com/ 粤ICP备11097712号

意外伤害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万能型

慧安心-少儿医疗保险计划

慧择人保公共交通工具意外险

慧择人保综合意外险

慧选意外心安保险计划(新)

慧选意外福倚保险计划（新）

旅途安心保险计划（新）

淘淘乐少儿两全暨重大疾病保险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计划

美好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康乐无忧两全保险(分红型)

20
慧择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慧择经纪 2017/9/1 2021/10/31

www.huize.com

www.qixin18.com

www.jumi18.com

粤ICP备11097712号

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

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心安保险计划

人保寿险旅途安心保障计划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福倚保险计划

慧安心少儿医疗保险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关爱少儿特定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孝心版）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金色天使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乐无忧两全保险(分红型)

21
深圳立安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立安保险经纪 2017/2/23 2020/4/30 “立安保险管家”公众号 粤ICP备1600050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I出行综合交通意外险

人保寿险i健康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重疾两全保险

百万身价保障计划（B款）

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22
网金保险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开心保 2018/8/1 2020/7/31 http://www.kaixinbao.com/ 辽ICP备12007009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防癌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普通型

人保慧选心安综合意外保险

淘淘乐少儿两全暨重大疾病保险

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组合

23
网金保险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开心保 2018/8/1 2020/7/31 http://www.kaixinbao.com 辽ICP备12007009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健康保险

手术安康保障计划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心安保险计划

人保寿险旅途安心保障计划

人保e时代7天保障航空意外险

人保寿险慧选意外福倚保险计划

人保海陆空公交保障计划（新）

人保学生时代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e时代长假行

24
苏宁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苏宁易购 2017/9/1 2020/8/31

www.suning.com/yunxin.suni

ng.com
苏ICP备10207551号-4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i健康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两全保险

人保福

人保福综合保障计划

25
诚合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诚e诚合 2019/8/1 2021/7/31 http://www.crccib.com/ 京ICP备13012717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组合

26
金诚国际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金诚国际 2017/9/15 2019/9/14 http://www.etib.cn/ 京ICP备16037115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美好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两全保险

27
鹰社医加壹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幸福时代 2017/5/22 2019/5/21 www.xftimes.com 京ICP备16028688号-2

意外伤害保险

普通型

疗养无忧旅游意外险

疗养无忧航空意外险

疗养无忧车船意外险



28
蚂蚁保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蚂蚁保保代 2020/10/1 2022/9/30 www.baojinbaoxian.com 浙ICP备16046285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金色前程教育金保险

I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新）

短期意外险（新）

人保寿险短期意外险

I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

人保寿险顶梁柱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组合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2018/4/27 2023/4/26 http://www.icbc.com.cn/icbc/ 京ICP证

030247号

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组合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abchina.com/cn/ 京ICP备05049539号

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保险产品组合（医养无忧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http://www.baojinbaoxian.com/


3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 2020/3/19 2022/3/18 https://www.boc.cn/ 京ICP备10052455号

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2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2017/11/16 2020/11/15 http://www.ccb.com/ 京ICP备13030780号

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3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bankcomm.com/ 沪ICP备05036189号-1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34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0/1/1 长期 http://www.psbc.com/ 京ICP备07021605号

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惠民福寿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产品组合

35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 2016/12/27 2021/12/31

https://www.cib.com.cn/cn/in

dex.html
 闽ICP备05017231号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

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兴福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版标准）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康健保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6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2/4/26 2023/12/24

https://www.hxb.com.cn/inde

x.shtml
京ICP备11019362号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20/1/1 2021/12/31 https://www.cmbchina.com/ 粤ICP备17088997号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康健保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

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8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2017/7/1 长期有效 http://www.cmbc.com.cn/ 京ICP备05020372号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康健保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39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8/7/1 长期有效 http://www.cebbank.com/ 京ICP备05013704号

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终身寿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

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康健保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40
江西新华银洲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
新华银洲 2019/9/1 2021/12/31

www.xinhuayinzhou.com

江西学生安全与教育保险服务

（微信公众号）

赣ICP备18015749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通用学意险70元

通用学意险80元

通用学意险100元

抚州学意险50元

抚州学意险35元

黎川学意险50元

抚州学意险100元

景德镇学意险80元

景德镇学意险100元

景德镇学意险50元

吉安学意险100元

萍乡学意险40元

萍乡学意险50元

新余学意险80元

于都学意险80元

于都学意险40元

兴国学意险50元

石城学意险40元

通用学意险40元

龙南学意险50元

宜春学意险80元

41
微民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微民保代 2018/10/30 2021/10/30

www.wesure.cn

微信平台保险服务小程序

腾讯微保微信公众号

粤ICP备17129896号-3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微医保.终身重疾险

微医保.终身重疾险（可选轻症）

微医保.长期重疾险

微医保.少儿重疾险

42
江西新华银洲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
新华银洲 2019/9/1 2021/12/31

www.xinhuayinzhou.com

江西学生安全与教育保险服务

（微信公众号）

赣ICP备18015749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通用学意险100元

抚州学意险50元

抚州学意险35元

黎川学意险50元

抚州学意险100元

景德镇学意险50元

萍乡学意险50元

兴国学意险50元

通用学意险40元

龙南学意险50元



43
中民保险经纪股

份有限公司
中民保险经纪 2016/11/15 2022/9/30

www.zhongmin.cn

m.zhongmin.cn

www.00.com.cn

m.00.com.cn

粤ICP备08114724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终身寿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组合

福瑞世家终身寿险

44
向日葵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经纪 2016/9/22 2022/9/21

www.xiangrikui.com

向日葵保险人APP
粤ICP备1107752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产品组合

45
蚂蚁保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蚂蚁保保代 2020/10/1 2023/9/30 www.baojinbaoxian.com 浙ICP备16046285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全民保-终身养老金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顶梁柱终身重疾险

46
微易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微易保险经纪 2021/7/14 2024/7/13

www.wyins.net

保险师APP
浙ICP备17029467号

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

两全保险

人保全年综合意外产品计划

人保高风险职业意外险

人保学平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47
微民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微民保代 2018/10/30 2023/10/30

www.wesure.cn

微信平台保险服务小程序

腾讯微保微信公众号

粤ICP备17129896号-3

重大疾病保险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微医保.终身重疾险（可选轻症）

微医保.长期重疾险（可选轻症）

护身福·长期意外险（经济款）

护身福·长期意外险（优选款）

微医保·返还型终身重疾险

48
天津津投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天津津投 2020/12/18 2023/12/17

天津津投官网

www.tjjt360.com
津ICP备17001571号-1

终身寿险

两全保险

医疗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疾病保险

医疗意外保险

福瑞世家终身寿险

百万守护（环保版）两全保险

百万守护（至尊版）两全保险

康乐出行保

魅力男神特定疾病保障计划

活力女神特定疾病保障计划

无忧人生2021重大疾病保险

疫苗卫士医疗意外保险

49
北京腾诺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腾诺保险经纪 2021/5/17 2024/4/1

https://tengnuobx.com

微信-支付-理财通
京ICP备19051980号-2 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zhongmin.cn/
http://www.baojinbaoxian.com/


50
镁信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镁信保险经纪 2021/12/1 2024/11/30 www.meditrustbroker.com 粤ICP备2021070155号-1 疾病保险

魅力男神特定疾病保障计划

活力女神特定疾病保障计划

5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2018/4/27 2023/4/26 http://www.icbc.com.cn/icbc/ 京ICP证

030247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组合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abchina.com/cn/ 京ICP备05049539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53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 2020/3/19 2022/3/18 https://www.boc.cn/ 京ICP备10052455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福寿双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4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2020/12/13 2025/12/12 http://www.ccb.com/ 京ICP备13030780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2019/12/6 2024/12/5 http://www.bankcomm.com/ 沪ICP备05036189号-1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全面保障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安心无忧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6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0/1/1 长期 http://www.psbc.com/ 京ICP备07021605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20/1/1 2021/12/31

https://www.cmbchina.c

om/
粤ICP备17088997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8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2017/7/1 长期 http://www.cmbc.com.cn/ 京ICP备05020372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59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8/7/1 长期

http://www.cebbank.co

m/
京ICP备05013704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 2016/12/27 2021/12/31

https://www.cib.com.cn/

cn/index.html
闽ICP备05017231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兴福人生保险产品组合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版标准）人保寿险鑫禧两全

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1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2/4/26 2023/12/24

https://www.hxb.com.cn/

index.shtml
京ICP备11019362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2
江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银行 2018/3/7 长期

http://www.jx-

bank.com/nccbank/zh_CN/ho

me/index.html

赣ICP备18001177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3
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银行 2017/11/1 长期 http://www.xmccb.com/ 闽ICP备0907319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4
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际银行 2019/5/4 2022/5/4 https://www.xib.com.cn/ 闽ICP备05035708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65
深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2021/1/1 2022/12/31 http://www.4001961200.com/  粤ICP备0511503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66
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2020/9/1 2022/8/31 http://www.cqrcb.com/ 渝ICP备09005270号-1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67
四川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
四川农信 2011/1/1 2021/5/31 http://www.scrcu.com/  蜀ICP备05031508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禧赢人生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8
四川天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银行 2012/1/1 2021/12/31 https://www.tf.cn/tfyh/ 蜀ICP备07004021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69
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隆银行 2019/3/1 2021/12/31 http://www.zjtlcb.com/ 浙ICP备11018676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https://www.xib.com.cn/


70

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原银行 2018/03/07

长期
http://www.zybank.com.cn/

cn/index.html

豫ICP备14022039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71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东莞银行 2018/10/31 2021/10/30

http://www.dongguanbank.c

n/
粤ICP备0802656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72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
2021/1/1 2021/12/31 http://www.nbcb.com.cn/ 浙ICP备11055414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73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 2016/12/20 长期

http://www.bankofbeijing.co

m.cn/
京ICP备05049400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74
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农商银行 2016/12/31 2021/12/31

http://www.bjrcb.com/pc/cn/i

ndex/index.shtml
京ICP备14022553 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出行无忧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航行天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75
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银行 2019/3/18 2023/12/31 http://www.hebbank.com/

 冀ICP备10002961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有社保）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无社保）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76
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 2014/3/1 长期

http://www.wrcb.com.cn/web

site/
苏ICP备13041650号-1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77

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江南银行 2015/8/1 2021/12/31
http://www.jnbank.com.cn/ 苏ICP备10028525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78
江苏昆山农村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
昆山农商行 2013/1/1 2021/12/31 http://www.ksrcb.com 苏ICP备10208788号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79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银行 2012/1/18 长期 http://www.jsbchina.cn/ 苏ICP备08015799号

非养老年金保险

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80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银行 2020/1/1 2021/12/31 http://www.njcb.com.cn/ 苏ICP备05011455号-1

两全保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81
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长沙银行 2021/4/1 2023/3/31 http://www.cscb.cn/  湘ICP备1400158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82
佛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农商银行 2020/4/1 2022/3/31 https://www.foshanbank.cn/ 粤ICP备12087687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百万畅行（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百万身价B（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83

广东南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南海农商银行 2021/6/3 2022/6/2 http://www.nanhaibank.com/ 粤ICP备1000898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鑫禧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百万身价B（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84

广东博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博罗农村商业银行 2021/1/23 2022/1/23 http://www.brcbank.com.cn/ 粤ICP备1715622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畅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险）（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85

广东清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清远农商银行 2020/8/1 2021/7/31 www.qingbank.cn 粤ICP备1300525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86

广东中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山农商银行 2021/1/1 2023/12/31 http://www.zsebank.com/ 粤ICP备10092244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87
珠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农商银行 2020/6/1 2022/5/31 http://www.zhnsb.com.cn/ 粤ICP备09043109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年金保险

人保寿险品质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B款）

人保寿险尊赢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88
梧桐树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梧桐树保险经纪 2021/12/24 2024/12/23

www.wts999.com

www.fxyf99.com

www.txb99.com

梧桐树微信公众号

鄂ICP备17019444号-2

鄂ICP备17019444号-16

鄂ICP备17019444号-20

重大疾病保险 爱无忧（易核版）重大疾病保险



89
泰瑞保险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

公众号：月亮保平

台；月亮保；水滴

保代理；月亮保平

台（微信小程序）

2022/5/6 2023/5/6 www.wdinsurance.cn 京ICP备13041952号
意外伤害保险

防癌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水滴鼓励保意外险

水滴鼓励保意外险（特惠版）

孝顺保老年恶性肿瘤保险

孝顺保老年恶性肿瘤保险（旗舰版）

90
江门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农商行 2022/5/18 2022/12/31 http://www.jmrcb.net/ 粤ICP备05145593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91
湛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农商行 2022/1/1 2022/12/31 http://www.zjnsyh.com.cn 粤ICP备2021118665号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92
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泰银行 2022/2/7 2023/2/6 www.mintaibank.com 浙ICP备2022014271号-15

两全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终身寿险

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93
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蒙商银行 2020/10/23 2022/12/31 http://www.msbank.com/ 蒙ICP备14002011号-3

两全保险

年金保险

医疗保险

健康保险

终身寿险

意外伤害保险

人保寿险臻传一生终身寿险

94
泰瑞保险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

公众号：月亮保平

台；月亮保；水滴

保代理；月亮保平

台（微信小程序）

2022/3/15 2023/3/14 www.wdinsurance.cn 京ICP备13041952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95
泰瑞保险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

公众号：月亮保平

台；月亮保；水滴

保代理；月亮保平

台（微信小程序）

2022/3/15 2023/3/14 www.wdinsurance.cn 京ICP备13041952号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i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

历史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



序列
合作保险中介机

构网络平台全称

合作保险中介机构

网络平台简称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范围 合作产品

1

世纪保众（北

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大象保险 2017/1/19 2018/1/19 www.bz365.com 京ICP备15059553号-1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美好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金色童年两全保险

2
中国工商银行网

上银行
工行网银 2018/4/27 2023/4/27 http://www.icbc.com.cn/icbc/ 京ICP证030247号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非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人保寿险如意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福寿双全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美丽一生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花开富贵保险产品计划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

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



3

索闻博识科技

（北京）有限公

司

博识医疗云 2017/10/1 2019/9/30 www.boshicloud.com 京ICP备16048701号-2
意外伤害保险

普通型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人工流产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介入诊疗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妇科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宫腔镜检查及手术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心胸外科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心血管介入及造影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普外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泌尿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眼科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神经外科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耳鼻喉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肛肠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肝脏科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胆道胆囊

中国人保寿险手术安康保险-骨科

中国人保寿险母婴安康保险-母婴安康生育

4
蚂蚁胜信上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淘宝旗舰店 2016/9/14 2021/12/31 Tmall.com 沪ICP备1602563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两全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普通型

e 时代自驾车意外伤害保险计划（新）

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I 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

I 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新）

i健康两全暨防癌疾病保险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境外旅游保险（非申根版）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 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全民保.终身养老金

短期意外险

短期意外险（新）

短期自驾车驾乘意外险

短期航空意外险

金色前程教育金保险



5
蚂蚁胜信上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APP 2016/9/14 2021/12/31 www.alipay.com 沪ICP备16025634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普通型

e 时代自驾车意外伤害保险计划（新）

e时代旅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I 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

I 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保险（新）

i健康两全暨防癌疾病保险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人保寿险境外旅游保险（非申根版）

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两全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 款）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全民保.终身养老金

短期意外险

短期意外险（新）

短期自驾车驾乘意外险

短期航空意外险

金色前程教育金保险

6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APP 2019/4/11 2024/4/10 http://property.picc.com/ 京ICP备10011380号-2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两全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B款）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

上班族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e时代综合意外保险计划（新）

人保寿险百病安心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康乐保保险产品方案

人保寿险i无忧一年期定期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少儿特定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2019医疗保险产品组合

人保寿险关爱男性特定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女性特定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心脑血管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孝心版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基础版）医疗保险

人保寿险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升级版）医疗保险

新版康乐出行保障计划意外险A款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D款）

7
贵州多彩宝互联

网服务有限公司
多彩宝APP 2020/11/9 2023/11/8 www.gogpay.cn 黔ICP备15000725号-1

意外伤害保险

定期寿险

人保寿险关爱男性特定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关爱少儿特定疾病保险
温馨提示：公司历史合作的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及第三方网络平台信息可前往中国保险行业信息披露系统（http://icid.iachina.cn/）进行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