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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

售名称

国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国美保险公众号-保险商城 m.gomelife.com 津ICP备15008982号 线上网销业务 泰康在线国美住院保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昆仑保险经纪网络平台 www.kli.cn 京ICP备12031609号-2 线上网销业务 齿科保险

北京时时保科技有限公司 时时保 WWW.24bao.com.cn 京ICP备16033779号-1 线上网销业务 未上线

广东宏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宏广安 http://www.gdhga.cn/
粤ICP备11088817号-1

粤ICP备11088817号-2

在线销售保险产品，包括

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

、重疾等

E顺成人重疾

保多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多多(水滴保） http://sdbao.com/  陕ICP备16009925号-2

在线销售保险产品，包括

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

、重疾等

E顺重大疾病、老年癌症医疗、

住院保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英大长安 微信公众号：长安一家
国网安全备案号：6515A3GMA

在线销售保险产品，包括

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

、重疾等

微互助防癌、体检保

大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大特保 http://www.datebao.cn/ 京ICP备16006065号-2 

在线销售保险产品，包括

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

、重疾等

E顺轻症疾病保险、住院保、老

年癌症医疗、综合意外、E顺重

大疾病

上海唯家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大家保 http://www.dajiabao.com/ 沪ICP备12027160-1号

在线销售保险产品，包括

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

、重疾等

E顺重大疾病（B款）

当前合作保险机构中介网络平台

WWW.saferso.com 沪ICP备10217721号-1 线上网销业务 漫鱼交通意外保障计划上海意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时网

http://www.24bao.com.cn/
http://www.gdhga.cn/
http://sdbao.com/
http://www.datebao.cn/
http://www.dajiabao.com/
http://www.saferso.com/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慧择保险 www.huize.com/ 粤ICP备11097712号 家财险、意外险、健康险等

通勤宝交通工具保障计划、老

年住院宝、成人住院宝、少儿

住院宝、畅游华夏境内旅行保

险、职业无忧意外险(1-6类)、

喜临门2元家财险、5-6类职业

意外险、尊享意外险、综合意

外险、老年防癌医疗保险

上海诺亚荣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诺亚荣耀 http://insurance.noahwm.com/沪ICP备11042620号-1 家财险、意外险、健康险

成人住院宝、少儿住院宝、成

人意外险、少儿意外险、家庭

财产综合保险

上海新概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新概念保险 http://www.hangjia.com/ 沪ICP备14038764号 意外险、健康险

泰康在线少儿住院宝、泰康在

线成人住院宝、泰康在线意外

险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华瑞保险 http://www.huaruisales.com/沪ICP备14016924号 家财险、意外险、责任险等
喜临门家财险、福临门家财险

、银行卡盗刷险、个人账户安

全险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中民保险网 http://www.zhongmin.cn/ 粤ICP备08114724号-2 意外险、健康险、家财险

中民家庭财产综合保险、住院

保、综合意外险、老年防癌险

、综合意外医疗险、泰康在线

5-6类意外险、泰康在线尊享意

外险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京东金融 http://jr.jd.com 京ICP证070359号 意外险、健康险
日常小病医疗保险、泰康全年

综合意外医疗险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700度保险网 http://www.mingya.com.cn 京ICP证150775号 意健险
泰康在线住院宝、泰康在线综

合意外险计划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心保 http://www.kaixinbao.com  辽ICP备12007009号-1  意外险
泰康在线住院宝、泰康在线综

合意外险计划

新一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站 http://www.xyz.cn/ 苏ICP备11025489号 意外险
泰康在线住院宝、泰康在线综

合意外险计划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悟空保 https://www.wkbins.com/ 京ICP备15045044号 意外险 整形险

http://www.huize.com/
http://insurance.noahwm.com/
http://www.hangjia.com/
http://www.huaruisales.com/
http://www.zhongmin.cn/
http://jr.jd.com/
http://www.mingya.com.cn/
http://www.kaixinbao.com/
http://www.xyz.cn/
https://www.wkbins.com/


海豚保险经纪（深圳）有限公司 海豚保险 www.htbaobao.com（公众号销售）粤ICP备16013842号 健康险 e顺重疾

明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明亚官网 http://www.mingya.com.cn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1869号 意健险

航空意外险（国内版）

航空意外险（国际版）

中安风尚（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安风尚 http://www.xiaojukeji.com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2025号 其它险
保代乘车延误险-1元版

保代乘车延误险-5元版

圣源祥老年防癌险

向日葵泰康住院宝

向日葵泰康全意保

向日葵泰康综合意外险

向日葵泰康综合意外险（4-6类职业）

向日葵泰康尊享意外险

向日葵泰安宝

向日葵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泰康乐安康终身重疾险

向日葵泰康少儿白血病保险

向日葵泰康臻爱宝贝重疾保险

个人账户安全险

 银行卡账户安全险

老年防癌险

《住院宝》

《少儿重疾》

《尊享意外险》

《老人防癌》

《百万重疾》

华一经纪国内货物运输险B

 苏ICP备10207551号 经纪业务

上海华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华一 www.51baoxianmao.com   沪ICP备17017589号 经纪业务

苏宁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苏宁 https://jinrong.suning.com/

北京网信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网信 http://www.ins2ins.com/  京ICP备16014701号 经纪业务

平台网站及APP在建中 经纪业务 汇保险住院宝

广州向日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 https://www.xiangrikui.com/

 ICP备案：粤11077524号-1 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粤B2-

20100387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1376号

经纪业务

河北康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汇保险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冀B2-

20125015，冀ICP备：05016962

号-1 中国保监会互联网保险业务备

案
代理业务

圣源祥住院宝

圣源祥-泰康在线非机动车意外

险

天津阳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安逸风险管理

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圣源祥 www.shengyuanxiang.com

www.xyz.cn

苏ICP备11025489号

经纪业务 安逸综合意外险-泰康计划

http://www.htbaobao.com�����ں
http://www.mingya.com.cn/
http://www.xiaojukeji.com/
http://www.51baoxianmao.com/
https://jinrong.suning.com/
http://www.ins2ins.com/
https://www.xiangrikui.com/
http://www.shengyuanxiang.com/


华一经纪国内货物运输险C

泰康住院宝

综合意外险

家庭财产综合险

泰康住院宝

综合意外险

泰康尊享意外险

老人防癌

少儿重疾

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携程保代 http://www.ctrip.com/ 沪B2-20050130 意外险
泰康在线用车场景保障方案、

携程长途汽车退票险

途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途牛旅游 http://www.tuniu.com/ 269626000000800 意外险 途牛航意险

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携程保代 http://www.ctrip.com/ 沪B2-20050130 意外险 航意、铁意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江泰 http://www.chinatourins.com/京ICP备06063404号-2 意外险

江泰泰康宝出境游（团体）方

案、江泰泰康宝东南亚游（团

体）方案、江泰泰康宝赴台游

泛华世纪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泛华 http://www.baoxian.com/ 粤B2-20060032 意外险、家财险
泰康E顺旅行意外险、守家旺家

庭财产保险

万贝国际保险经纪（天津）有限公司 小雨伞 http://www.xiaoyusan.com/ 粤ICP备14083896号-4 健康险，意外险 尊享意外险，住院宝

天圆地方（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同程 https://www.ly.com/ 苏ICP备09033604号 意外险 旅游意外伤害

弘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师 http://www.winbaoxian.com/浙ICP备15006271号 健康险，意外险，财产险
住院宝，尊享意外险，综合意

外险，财产保险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微保 “微保”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粤ICP备17129896号 医疗险 医疗险

冀ICP备16016696号 经纪业务

宜信博诚保险销售服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宜信博诚 http://www.chekuangxian.com/京ICP备16040475号 经纪业务

河北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汇中 www.hizom.cn

上海华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华一 www.51baoxianmao.com   沪ICP备17017589号 经纪业务

http://www.ctrip.com/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tuniu.com/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baoxian.com/
http://www.xiaoyusan.com/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s%3A%2F%2Fwww.ly.com%2F&skey=%40crypt_caee4b9d_ca181422bd5441eb71874df45a4a8b6e&deviceid=e352769173448905&pass_ticket=3QMkrpTLYOVA6n0u%252FOmygSuV7v85ixJt91VRGRqzHa5sv9EbiEaXZ5KQ8k9Az6wq&opcode=2&scene=1&username=@ac393e92bcd752cbd28b4e68378b582f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www.winbaoxian.com%2F&skey=%40crypt_caee4b9d_ca181422bd5441eb71874df45a4a8b6e&deviceid=e352769173448905&pass_ticket=3QMkrpTLYOVA6n0u%252FOmygSuV7v85ixJt91VRGRqzHa5sv9EbiEaXZ5KQ8k9Az6wq&opcode=2&scene=1&username=@ac393e92bcd752cbd28b4e68378b582f
http://www.chekuangxian.com/
http://www.hiz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