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
合作第三方

网络平台简称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范围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北京灵智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灵智优诺 2016/10/20 https://www.innolife.cc/pc 京ICP备16041998号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E顺重疾、老年癌症、悦享中华、E享健康、健康

1+1，璀璨人生

北京小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丁香诊所 2016/6/14 http://www.dxclinics.com/ 浙ICP备15034012号-2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泰康在线儿童综合医疗保险、戒烟险

闻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寻医问药 2016/5/15 http://www.xywy.com/
京ICP证080257号京ICP备10047209号-

1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癌症筛查误判补偿保险

北京妙医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妙健康 2016/7/29 http://a.miao.cn/ 京ICP证160843号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悦享中华、健康1+1

广东壹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药网 2016/3/1 http://www.111.com.cn 粤ICP备12015869号-1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E顺重疾

北京新健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健保 2016/10/17 智能保险师app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e康-100元全年癌症保险、e爱家-多功能组合保险、

蒲公英定期寿险、E顺重疾、老年癌症医疗、全年综

合意外、住院保

深圳腾富単投资有限公司 微保Wesure 2017/7/30 “微保Wesure”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粤ICP备17033061号
在线展示保险产品，包括意外险、

家财险、健康险、重疾等
微医保千万医疗险

上海趣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趣医网 2016年7月 https://www.quyiyuan.com 沪ICP备14010359号 停诊险 停诊无忧保险、临时停诊损失保险

北京财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保险神器 2016年10月 http://www.baoxianshenqi.cn/ 京ICP备15059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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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老年住院宝、泰康在线综合意外险

上海汇保科技有限公司 人人保险 2016年11月 http://www.renrenbx.com/ 沪ICP备 15003700号-1 意外险 马保保意外险、十万保意外险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翼支付 2017/3/22 www.bestpay.com.cn 京ICP备13016344号 家财险 燃气安心险

泰康全民医疗险

住院保•百元即赔

50万全年综合意外险

境内旅行综合险

上班交通意外险

孝心宝老年癌症医疗险

东南亚日韩境外旅行险

全年百万航空意外险

百万家财及盗抢损失险

粉红丝带百万乳腺癌险

呼吸系统专属防癌险

儿童及成人百万重疾险

成人门急诊住院险

当前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信息

蚂蚁胜信（上海）金融信息有限公司 蚂蚁保险服务平台 2015/4/2 www.shengxin.com ICP证:浙B2-20100257 家财险、意外险、健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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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11.com.cn/
https://www.quy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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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engxin.com/


儿童及成人百万防癌险

深圳赢在未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二维码销售 2016/6/30 无 440301113217127 采购健康险产品 泰康在线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滴滴出行 2016/6/1 http://www.xiaojukeji.com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2025号 其它险
滴滴乘车延误险-1元版

滴滴乘车延误险-5元版

滴滴出行 2017/4/11 http://www.xiaojukeji.com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2025号 责任险 滴滴平台责任险

滴滴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滴滴出行 2017/4/11 http://didichuxing.com/ 津ICP备15007503号-1 责任险 滴滴平台责任险

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 2016/1/1 http://map.baidu.com/  京ICP证030173号 意健险 专车保意外险

淘宝网 2016/1/1 http://taobao.com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浙网文

[2013]0268-027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浙B2-20080224

其它险
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卖家投保版

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买家投保版）

淘宝网 2016/6/15 http://taobao.com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浙网文

[2013]0268-027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浙B2-20080224

其它险 "放心淘"网络购物保障计划

飞猪旅行 2016/6/31 https://www.alitrip.com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60773 其它险
阿里机票退票损失保险（买家投保版）

阿里机票退票损失保险（卖家投保版）

淘宝网 2017/7/1 http://taobao.com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浙网文

[2013]0268-027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浙B2-20080224

短期健康保险 小微新乐业保基础版、小微新乐业保升级版

飞猪旅行 2017/12/25 https://www.alitrip.com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60773 意外伤害保险
出行保旅行综合险亚洲经典版、出行保旅行综合险亚

洲豪华版

飞猪旅行 2016/12/1 https://www.alitrip.com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60773 其它类保险 阿里国际航延险

飞猪旅行 2016/3/1 https://www.alitrip.com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60773 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在线阿里航空意外险（国内版）、泰康在线阿里

航空意外险（国际版）

飞猪旅行 2016/1/1 https://www.alitrip.com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60773 意外伤害保险
飞猪泰康境内旅行意外险（线路版）      飞猪泰康境

内旅行意外险（酒店版）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 长龙航空 2017/3/10 www.loongair.cn 浙ICP：12006774 行李险 航空行李险

综合意外险 安心无忧综合意外（含住院医疗）

综合意外险 个人全年综合意外

交通意外险 晚归安全保障险

家财险 泰康在线家庭财产综合险

综合意外险 体检宝-综合意外险

境外旅行险 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非机动车意外险 非机动车意外伤害保险

关爱宝防癌险 顺心无忧防癌险

重疾险 e顺重大疾病（含轻症）保险

交通意外险 通勤交通工具意外险

老年防癌险 老年防癌险

https://95522.tmall.com/  浙B2-20080224-1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淘宝网 淘宝网 2015年12月

蚂蚁胜信（上海）金融信息有限公司 蚂蚁保险服务平台 2015/4/2 www.shengxin.com ICP证:浙B2-20100257 家财险、意外险、健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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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防癌险 爱健康全年防癌

重疾险 百万重疾

成人防癌险 专项防癌

住院医疗险 住院保住院医疗险

境内旅行险 境内旅行险

泰康在线员工意外险

万保易非机动车意外险

白领通勤宝

吃货无忧保障计划

银行卡盗刷损失险

上海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小蚁科技 2017/7/11 http://www.xiaoyi.com/yi.html 沪ICP备14003580号 普通代理 家庭财产防盗险

上海外滩云财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外滩云财富 2017/1/13 http://www.bundwealth.com/ 沪ICP备15035637号 技术服务 老年恶性肿瘤医疗保险

上海中智关爱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爱通 2016/9/1 www.ciicgat.com 沪ICP备09008249号 技术服务 团险

北京快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小猪短租 www.xiaozhu.com 京ICP备12035936号 普通代理 境外旅行意外险

大地乡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地乡居 www.dadixj.com  京ICP备16059483号 普通代理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北京索南天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易才 2017/3/29 www.laijk.com  京ICP备16054937号 技术服务 团险

北京壹代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e袋洗 http://www.edaixi.com/ 京ICP备15037944号 普通代理 洗护责任险

泰康住院宝

综合意外险

家庭财产综合险

东软退赛县

东软停诊险

泰康在线住院宝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 2016/6/21 www.sohu.comneusoft.com  辽ICP备05014984号 普通代理

沪ICP备14018304号-1 技术服务 运动无忧意外险

上海慧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保 2016/1/10 www.99bx.cn 沪ICP备14041975号 普通代理

爱康伟达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爱康伟达 2016/11/17 http://www.iconfitness.com.cn

技术服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中信银行 2016/12/20 http://creditcard.ecitic.com/ 京ICP证030779-1号 金融服务

https://95522.tmall.com/  浙B2-20080224-1

成都万保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万保易 2016/11/15 www.wanbaoe.com 蜀ICP备15032266号

淘宝网 淘宝网 2015年12月

http://www.xiaoyi.com/yi.html
http://www.bundw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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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住院宝

综合意外险

家庭财产综合险

老人防癌

成人意外

少儿意外

成都品众游科技有限公司 娃娃营 2016/6/2 www.wwcamp.com  蜀ICP备15013283号 普通代理 少儿意外

运动无忧意外险

吃货无忧意外险

泰康在线安心防癌

泰康在线住院宝

泰康在线综合意外险

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女性防癌险

女性乳腺防癌险

众利保航意险

胖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胖虎 2016/8/16 http://www.52panghu.com 京ICP备15016299号 普通代理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交易平台卖家履

约保证保险

泰康在线安心防癌

泰康在线住院宝

泰康在线综合意外险

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女性防癌险

泰康在线航空意外险

泰康在线通勤宝

泰康在线少儿健康保障

泰康在线高风险运动意外综合险

京ICP备16021736号 普通代理

浙江穿越川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穿越
www.discoveryadventuresmoganshan.co

m
浙ICP备15028702号 普通代理

华惠金服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华惠金服 2017/3/6 www.biyouxin.com

沪ICP备12021061号 金融服务

上海徽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众利保 2017/1/24 www.zhonglibao.net 沪ICP备16027713号 普通代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招行 2016/7/12 www.4000888000.com

京ICP备16047350号 普通代理

北京微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微保 www.chinavbao.cn  京ICP备14028351号 普通代理

北京星河财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星河财富 2017/4/27 www.91juta.com

http://www.wwcamp.com/
http://www.52pang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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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在线员工意外险

泰康在线公众责任险

泰康在线财产一切险

北京我遥我控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 2016.11.1 http://www.meituan.com/ 京ICP备10211739号 意外险 骑手意外险

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宅急送 2017.6.16 http://www.zjs.com.cn/
京ICP备0502915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1027号
货物运输保险 货运险

浙江穿越川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穿越
www.discoveryadventuresmoganshan.co

m
浙ICP备15028702号 普通代理

http://www.meituan.com/
http://www.zj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