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银保监会报备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银保监会报备名称

北京鲸鹳科技有限公司 保险极客 2019-7-16 2021-7-15 微信公众号：极客保 京ICP备15030724号 意健险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北京新氧科技有限公司 新氧 2020-1-1 2022-1-21
新氧APP

微信公众号：金保信
京ICP备13051100号 意健险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广州保呗科技有限公司 保呗官网 2020-2-20 2022-2-19 www.ibaobay.com 粤ICP备17002020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北京必互科技有限公司 壁虎互助 2019-4-10 2021-4-9 微信公众号：壁虎互助、壁虎互助VIP 京ICP备15053545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广州百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百纳 2020-6-6 2021-6-5 www.baina.com 粤ICP备17090306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杭州十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九尾多保网 2020-6-12 2022-6-11 www.jiuweidb.com 浙ICP备18054895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知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爱小保 2020-8-10 2022-8-9
www.ibxtech.com

微信公众号：爱小保
京ICP备17011093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上海数鸣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鸣科技 2019-8-16 2021-8-15 www.u9t.cn 沪ICP备19005578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荣盛荣茂数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姨妈

好孕妈
2020-3-1 2022-2-28

大姨妈APP

好孕妈APP
京ICP备20016441号 意健险

女神百万医疗

女神互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大护法 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女神三高百万医疗

有度青年百万医疗

妊无忧保险保障计划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女神互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大护法 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女神三高百万医疗

有度青年百万医疗

妊无忧保险保障计划

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微医 2019-10-1 2021-9-30 微信公众号：微医 浙ICP备14033382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分期乐 2020-10-22 2021-10-21 分期乐APP 粤ICP备14041530号 意健险 有度青年百万医疗 有度青年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借款无忧 借款人重疾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借款无忧 借款人重疾险

上海卓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夸克保 2019-11-28 2021-11-28 微信公众号：夸克保 沪ICP备11018506号 意健险
互惠保·少儿重疾医疗互助保险

互惠保·医疗互助保险

互惠保·少儿重疾医疗互助保险

互惠保·医疗互助保险
互惠保·意外互助保险 互惠保·意外互助保险

成都妈妈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超级妈力 2018-9-15 2022-9-14 微信公众号：超级妈力 蜀ICP备17038181号 意健险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接种无忧·疫苗意外伤害保险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接种无忧·疫苗意外伤害保险

众惠宝无忧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宝无忧团体少儿医疗保险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体验版）

宝无忧少儿预防接种意外伤害保险

儿童重大疾病保险计划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普惠版）

众惠宝无忧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宝无忧团体少儿医疗保险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体验版）

宝无忧少儿预防接种意外伤害保险

儿童重大疾病保险计划

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普惠版）

北京天融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互联 2020-4-1 2023-3-31 www.e-tianrong.com 京ICP备15041261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深圳点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点煷e互助 2019-9-1 2021-8-31 www.ehuzhu.com 粤ICP备14047573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特定疾病保险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特定疾病保险

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 美柚 2021-8-1 2022-7-31 https://www.meiyou.com/ 闽ICP备13020990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北京健易保科技有限公司 健易保公众号 2021-6-7 2022-6-6 www.yibaojiankang.com 京ICP备17034347号-1 意健险 术无忧手术医疗意外保险 术无忧手术医疗意外保险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卡友地带APP 2020-12-2 2021-12-1 www.kayoudidai.com 皖B2-20100095-11 意健险 出车保个人意外险 出车保个人意外险

 三诺健康 甜蜜互助 2021-8-6 2024-8-5 https://www.tianmihuzhu.com/ 湘ICP备2021000391号 意健险 全民疫保通 全民疫保通

海南复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复星健康 2021-8-1 2022-7-31 http://www.fosunhealthgroup.com/ 沪ICP备19027207号-1 意健险 小星肝保障计划 小星肝保障计划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睿保 2017-4-10 2018-4-9 http://www.rybal.com 辽ICP备05014984号

意健险

北京通宝图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通宝图 2017-9-30 2018-9-30 http://www.tongbaotu.com 京ICP备14003088号

意健险

广州启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播种网 2018-1-1 2018-12-31 http://www.bozhong.com 粤ICP备14079844号

意健险

湖南惠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惠商在线 2018-04-12 2019-04-11 http://www.hszx.shop 湘ICP备17015558号

意健险

明锐思成（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好孕帮 2018-4-16 2019-4-15 http://www.haoyunbang.cn 京ICP备15035067号 意健险

上海意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时网 2017-5-25 2019-5-24 http://www.instony.com 沪ICP备10217721号
意健险

优和维尔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
优和维尔国际医疗 2018-7-6 2019-7-5 http://www.youheweier.cn 京ICP备15051531号 意健险

深圳市投三六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投360 2017-5-5 2020-5-4 www.tou360.com 暂无

意健险

生命起点（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生命起点 2018-5-5 2020-5-5 http://www.bjsmqd.com 京ICP备18027654号 意健险

福建健康之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健康之路 2019-7-8 2020-7-7 https://www.yihu.com/ 闽ICP备15027273号

意健险

广州拉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索生物 2019-9-20 2020-9-19 基因宝APP 京ICP备18040471号 意健险

广州中康联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中康资讯 2019-9-20 2020-9-19 www.sinohealth.cn 粤ICP备17031174号 意健险

北京果粒科技有限公司 果粒科技 2019-9-29 2020-9-28 微信公众号：果粒科技 京ICP备19003489号 意健险

广州云医惠药医药有限公司 健客网 2019-9-30 2020-12-31 健客网上药店APP 粤ICP备18123270号 意健险

邻客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邻客 2020-2-1 2021-2-1 http://www.linkedtp.com/ 津ICP备18000138号 意健险

杭州联科美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丁香园 2019-2-15 2020-8-15 微信公众号：丁香园 浙B2-20070219 意健险

深圳市平凡英雄公益基金会 平凡英雄公益基金会 2020-3-1 2021-3-1 http://szohf.org/ 暂无 意健险

沈阳格拉玛科技有限公司 壁虎保 2019-4-10 2021-4-9 微信公众号：壁虎诺言帮、壁虎保 辽ICP备13015647号 意健险

乐信逆行者公益保险

乐信守护者公益保险

乐信逆行者公益保险

乐信守护者公益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丁香仁医·众惠相互保险计划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丁香仁医·众惠相互保险计划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 婴幼儿意外险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 婴幼儿意外险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 婴幼儿意外险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 婴幼儿意外险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银保监会报备名称
业务合作范围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截止时间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列表

当前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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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列表

历史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

历史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当前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历史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http://www.ibaobay.com/
http://www.baina.com/
http://www.jiuweidb.com/
http://www.u9t.cn/
http://www.ehuzhu.com/
https://www.meiyou.com/
http://www.yibaojiankang.com/
http://www.kayoudidai.com/
https://www.tianmihuzhu.com/
http://www.fosunhealthgroup.com/
http://www.tongbaotu.com/
http://www.hszx.shop/
http://www.tou360.com/
https://www.yihu.com/
http://www.sinohealth.cn/
http://www.linkedtp.com/
http://szoh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