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产品名称 包装计划名 报送文件编号 产品条款文字编码
1 泰康e爱家定期寿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5号 泰康人寿[2009]定期寿险136号

2 泰康e爱家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5号 泰康人寿[2009]疾病保险137号

3 泰康爱相随定期寿险 泰康爱相随定期寿险 泰康发[2009]167号 泰康人寿[2009]定期寿险146号

4 泰康e顺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顺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发[2010]092号 泰康人寿[2010]疾病保险015号

5 泰康e顺女性疾病保险 泰康e顺女性疾病保险 泰康发[2010]155号 泰康人寿[2010]疾病保险039号

6 世纪泰康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世纪泰康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泰康发[2011]178号 泰康人寿[2011]医疗保险033号

7 泰康乐享新生活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乐享新生活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发[2012]012号 泰康人寿[2012]养老年金保险001号

8 泰康e理财D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泰康e理财D款投资连结保险 泰康发[2012]152号 泰康人寿[2012]年金保险021号

9 泰康e爱家养老无忧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e爱家养老无忧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发[2012]209号 泰康人寿[2012]年金保险026号

10 泰康附加e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e顺综合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059号 泰康人寿[2013]医疗保险011号

11 泰康附加e顺旅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e顺旅行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059号 泰康人寿[2013]医疗保险012号

12 泰康e爱家住院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069号 泰康人寿[2013]医疗保险019号

13 泰康e康终身防癌疾病保险 泰康e康终身防癌疾病保险 泰康发[2013]197号 泰康人寿[2013]疾病保险034号

14 泰康蒲公英定期寿险 泰康蒲公英定期寿险 泰康发[2013]317号 泰康人寿[2013]定期寿险045号

15 泰康蒲公英定期寿险 泰康蒲公英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317号 泰康人寿[2013]定期寿险045号

16 泰康e康B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生健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318号 泰康人寿[2013]疾病保险047号

17 泰康e顺（2014）交通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e顺交通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473号 泰康人寿[2013]意外伤害保险073号

18 泰康e顺（2014）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e顺旅行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473号 泰康人寿[2013]意外伤害保险071号

19 泰康e顺（2014）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e顺综合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473号 泰康人寿[2013]意外伤害保险072号

20 泰康悦享中华B款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悦享中华B款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发[2014]152号_2 泰康人寿[2014]医疗保险047号

21 泰康e顺高速铁路意外伤害保险 铁定保 泰康发[2014]253号 泰康人寿[2014]意外伤害保险049号

22 泰康尊享世家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尊享世家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发[2015]115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14号

23 泰康附加e顺交通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e顺交通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119号 泰康人寿[2015]医疗保险018号

24 泰康微互助短期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泰康一年期安心防癌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22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01号

25 泰康e康C款两全保险 泰康健康1+1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人寿报[2017]58号 泰康人寿[2017]两全保险017号

26 泰康附加e康C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1+1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267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45号

27 泰康e顺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顺健康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608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56号

28 泰康e顺轻症疾病保险 泰康e顺健康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608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57号

29 泰康e顺白血病疾病保险 向日葵泰康少儿白血病 泰康发[2015]608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58号

30 泰康e顺白血病疾病保险 泰康e顺健康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608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58号

31 泰康乐安康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乐安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655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82号

32 泰康附加乐相伴豁免保险贶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乐安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656号 泰康人寿[2015]疾病保险083号

33 泰康e顺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璀璨人生年金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325号 泰康人寿[2016]年金保险039号

34 泰康附加e顺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璀璨人生年金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57号 泰康人寿[2016]年金保险002号

35 泰康附加e顺投保人豁免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璀璨人生年金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57号 泰康人寿[2016]疾病保险003号

36 泰康e康D款两全保险 泰康e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324号_1 泰康人寿[2016]两全保险035号

37 泰康附加e康D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324号_2 泰康人寿[2016]疾病保险036号

38 泰康e康豁免保险贶疾病保险 泰康e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324号_3 泰康人寿[2016]疾病保险037号

39 泰康e理财E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泰康e理财E款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泰康人寿报[2017]49号 泰康人寿[2017]年金保险010号

40 泰康e康住院贶用医疗保险 泰康e康住院贶用医疗保险 泰康发[2015]639号 泰康人寿[2015]医疗保险066号

41 泰康尊享岁月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泰康尊享岁月保险计划 泰康发[2016]274号 泰康人寿[2016]养老年金保险0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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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泰康附加积极成长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尊享岁月保险计划 泰康发[2016]321号 泰康人寿[2016]年金保险033号
43 泰康尊享世家终身寿险 泰康尊享世家终身寿险 泰康发[2015]115号_1 泰康人寿[2015]终身寿险013号

44 泰康尊享世家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尊享世家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发[2016]236号_2 泰康人寿[2016]意外伤害保险019号

45 泰康悦享中华A款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悦享中华A款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发[2014]152号_1 泰康人寿[2014]医疗保险046号

46 泰康悦享环球（尊享版）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悦享环球（尊享版）高端医疗保险 泰康发[2016]236号_1 泰康人寿[2016]医疗保险018号

47 泰康附加中国境外旅行救援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e顺旅行意外伤害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0]159号 泰康人寿[2010]意外伤害保险041号

48 泰康蒲公英住院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蒲公英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361号 泰康人寿[2013]医疗保险052号

49 泰康健康优享住院贶用医疗保险 泰康e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6]207号 泰康人寿[2016]医疗保险014号

50 泰康阳光旅程少儿两全保险（分红型） 泰康阳光旅程教育金 泰康发[2009]162号 泰康人寿[2009]两全保险118号

51 泰康附加大学教育金两全保险（分红型） 泰康阳光旅程教育金 泰康发[2009]162号 泰康人寿[2009]两全保险122号

52 泰康附加高中教育金两全保险（分红型） 泰康阳光旅程教育金 泰康发[2009]162号 泰康人寿[2009]两全保险123号

53 泰康附加初中教育金两全保险（分红型） 泰康阳光旅程教育金 泰康发[2009]162号 泰康人寿[2009]两全保险124号

54 泰康附加e爱家豁免保险贶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5号 泰康人寿[2009]疾病保险138号

55 泰康e爱家两全保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5号 泰康人寿[2009]两全保险133号

56 泰康附加e爱家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e爱家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5号 泰康人寿[2009]意外伤害保险134号

57 泰康附加e理财提前给付型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富贵e生保障计划 泰康发[2009]167号 泰康人寿[2009]疾病保险158号

58 泰康附加少儿白血病疾病保险 泰康阳光旅程教育金 泰康发[2009]167号 泰康人寿[2009]疾病保险152号

59 泰康e理财投资连结保险 泰康e理财A款投资连结保险 泰康发[2011]052号 泰康人寿[2011]终身寿险010号

60 泰康盈泰A款年金保险 泰康盈泰A款年金保险 泰康发[2013]305号 泰康人寿[2013]年金保险039号

61 泰康附加蒲公英防癌提前给付疾病保险 泰康蒲公英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3]317号 泰康人寿[2013]疾病保险046号

62 泰康e理财B款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富贵e生保障计划 泰康发[2015]476号 泰康人寿[2015]终身寿险060号

63 泰康e理财B款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 泰康e理财B款投资连结保险 泰康发[2015]266号 泰康人寿[2015]终身寿险041号

64 泰康e理财C款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 泰康e理财D款投资连结保险 泰康发[2015]266号 泰康人寿[2015]终身寿险042号

65 泰康万里无忧B款两全保险 泰康万里无忧B款两全保险 泰康发[2014]340号 泰康人寿[2014]两全保险056号

66 泰康e康妇婴疾病保险 泰康e康妇婴疾病保险 泰康发[2011]198号 泰康人寿[2011]疾病保险03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