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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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信博诚保险销售服务（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
宜信博诚 保险合伙人APP 保险合伙人 2019-8-29 2023-3-15 京ICP备13017340号 意健险 肝卫士保障计划 肝卫士保障计划

惠享e生 借款人意外险2019款

宜信博诚百万全能保（个人版）

宜信博诚百万全能保（家庭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青年专属百万医疗险

全民疫保通

惠享e生 借款人意外险2019款

宜信博诚百万全能保（个人版）

宜信博诚百万全能保（家庭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青年专属百万医疗险

全民疫保通

易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易诚经纪

网站：易诚保险经纪

APP：易诚随身易

微信公众号：易诚保险经

纪、易诚随身易

易诚随身易 2021-11-2 2024-11-1 粤ICP备12071907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疫无忧

易出行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疫无忧

易出行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国联（北京）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
国联经纪

网站：保险极客

微信公众号：极客保
保险极客 2021-11-22 2022-11-10 京ICP备13050822号 意健险

众惠全民普惠保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众惠全民普惠保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北京厚积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厚积保险 厚积保险 厚积保险 2019-7-19 2022-6-30 京ICP备13027903号 意健险 互惠保·医疗互助保险 互惠保·医疗互助保险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江泰 我医保app 我医保app 2021-12-28 2022-12-27 京ICP备06063404号 意健险
泰享e生 私享版百万医疗（普惠版）

泰享e生 私享版百万医疗（三高版）

泰享e生 私享版百万医疗（普惠版）

泰享e生 私享版百万医疗（三高版）
重疾相互保险（江泰专属） 重疾相互保险（江泰专属）

上海妙保保险经纪股份有限

公司
妙保经纪

网站：上海妙保保险经纪

股份有限公司

APP: 同人经纪（支付宝小

程序）

微信公众号：妙保、妙保

健康、妙保服务

妙保 2022-1-1 2024-12-31 沪ICP备17025222号 意健险
爱肝保障计划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爱肝保障计划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汇金永信保险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汇金永信 畅快保 畅快保 2020-1-1 2022-12-29 蜀ICP备13002380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慧择 慧择保险网app及页面
慧择保险网app及

页面
2017-3-1 2023-3-10 粤ICP备11097712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携保家-百万医疗保险（标准版）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轻松保·互联网门诊险

深圳众惠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携保家-百万医疗保险（标准版）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轻松保·互联网门诊险

深圳众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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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期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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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期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新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新奥 新奥保险经纪公众号
新奥保险经纪公

众号
2017-3-14 2022-12-31 津ICP备17007222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2021款-家庭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2021款-个人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2021款-家庭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2021款-个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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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医疗保险（2017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7版）

全民疫保通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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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医疗保险（2017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7版）

全民疫保通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向日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 咔咔有单app 咔咔有单 2022-3-20 2023-3-19 粤ICP备19046842号 意健险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四川中领天盛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中领天盛 八保街 八保街 2022-3-24 2023-3-23 蜀ICP备18005669号 意健险

爱肝保障计划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爱肝保障计划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合作截止

时间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列表

当前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

当前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历史合作保险产品情况中介机构网络平

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

范围
合作中介机构全称

合作中介机

构简称

合作中介机构网络平

台全称

合作中介机构

网络平台简称
合作起始时间



科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科成 保保出单app 保保出单 2022-4-13 2023-4-12 冀ICP备19002788号
意健险

其他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升级版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互助伴侣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升级版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互助伴侣医疗保险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C版）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升级版

惠享e生 账户资金安全保险A款

眼科手术意外险

特药无忧（A）

特药无忧（B）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C版）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升级版

惠享e生 账户资金安全保险A款

眼科手术意外险

特药无忧（A）

特药无忧（B）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明亚 明亚经纪app 明亚经纪 2021-5-1 2023-4-30 京ICP备11027222号 意健险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众惠全民普惠保

众惠百万意外医疗险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尊享）

众惠相互境内神州游旅行保障计划

惠享e生中端医疗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众惠全民普惠保

众惠百万意外医疗险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尊享）

众惠相互境内神州游旅行保障计划

惠享e生中端医疗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惠享e生 长期意外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女性安康保险

惠享e生•重大疾病保险计划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航空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享e生 长期意外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惠享e生 女性安康保险

惠享e生•重大疾病保险计划

惠享e生 全民运动意外险

惠享e生-航空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小雨伞 小雨伞保险经纪 小雨伞 2020-2-1 2022-10-30 津ICP备17005385号 意健险

大护法成人意外险

小雨伞特药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众惠保险神农2号（青春版）互助防癌险

大护法成人意外险

小雨伞特药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众惠保险神农2号（青春版）互助防癌险

众惠少儿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小雨伞新冠肺炎关爱保

众惠少儿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惠享e生 特定疾病保险C款

新一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

司
新一站保险

网站：新一站保险网

APP：:新一站保险

微信公众号：新一站保险

、新一站保险

新一站 2020-7-1 2022-6-30 苏ICP备11025489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普惠百万医疗保险

新一站普乐保专属医疗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普惠百万医疗保险

新一站普乐保专属医疗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全民疫保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安润国际保险经纪（北京）

有限公司
安润经纪 悟空保 悟空保 2021-10-9 2023-12-31 京ICP备15045044号 意健险

悟空全民e保尊享版

悟空全民e保至尊版

大护法重疾险

悟空全民e保尊享版

悟空全民e保至尊版

大护法重疾险

悟空全民保

全民疫保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e保·普惠重疾险

悟空全民e保

悟空全民保

全民疫保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e保·普惠重疾险

悟空全民e保

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保通 i云保app i云保 2022-1-1 2022-12-31 粤ICP备17147734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普惠e生 全民百万医疗险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普惠e生 全民百万医疗险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e保·普惠重疾险

I云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全民e保·至尊版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惠享e生·百万意外医疗保险

惠享e生 普惠住院医疗险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e保·普惠重疾险

I云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全民e保·至尊版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惠享e生·百万意外医疗保险

惠享e生 普惠住院医疗险

微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微易 保险师app 保险师 2021-10-10 2022-10-9  浙ICP备17029467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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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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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梧桐树 梧桐树官网 梧桐树官网 2019-10-10 2023-10-9 鄂ICP备17019444号 意健险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小叮当百万医疗（个人版）

小叮当百万医疗（家庭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小叮当百万医疗（个人版）

小叮当百万医疗（家庭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惠享e生百万医疗2022

梧桐之星综合意外险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0A款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梧桐之星计划三

梧桐之星优享版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9A款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0A款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梧桐之星计划三

梧桐之星优享版



黎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黎明 日月保盒app 保盒 2021-10-10 2022-10-10 京ICP备15041278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百万医疗（普惠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百万医疗（普惠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

公司
华夏在线 企业微信号：华夏在线 华夏在线 2020-11-9 2022-11-8 京ICP备17051347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津投经纪

移动端自营网站、京优保

微信公众号、小京保微信

公众号、保险 | 天津津投保

险经纪自营平台、津优保

APP

移动端自营网站

、京优保微信公

众号、小京保微

信公众号、保险 |

天津津投保险经

纪自营平台、津

优保APP

2019-11-9 2022-11-8 京ICP证11041704号
意健险

信用保证险

中老年意外（含癌症医疗）

渔具&箱包首年换新

中老年防癌保

众惠健康金

 住院医疗（肝病可投）

住院医疗（三高可投）

 重疾保（1年期）

众惠百万医疗2021

渔具首年零件换新

全民百万医疗2022

惠民保•医保补助

重疾双倍保

惠民保（升级版）

中老年意外（含癌症医疗）

渔具&箱包首年换新

中老年防癌保

众惠健康金

 住院医疗（肝病可投）

住院医疗（三高可投）

 重疾保（1年期）

众惠百万医疗2021

渔具首年零件换新

全民百万医疗2022

惠民保•医保补助

重疾双倍保

惠民保（升级版）

京东互保•重大疾病相互保险计划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京惠保·百万医疗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天才宝贝特定疾病险

北京京惠保

京东互保•重大疾病相互保险计划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京惠保·百万医疗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防疫绿码通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天才宝贝特定疾病险

北京京惠保

合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合翔保险经纪 合翔APP 合翔 2020-12-1 2022-11-30 鄂ICP备19020352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京东金融·津贴险（互联网专属）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京东金融·津贴险（互联网专属）
宜心保百万医疗险 宜心保百万医疗险

度小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度小满保险经

纪

度小满保险经纪（微信小

程序）

度小满保险经纪

（微信小程序）
2020-12-1 2023-12-31 黑ICP备19004170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尊享版

肝卫士保障计划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尊享版

肝卫士保障计划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满健康·众惠重疾险福利版

全民疫保通

惠无忧

度小满·重疾赠险

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嘉信保险

网站：萤火保

微信公众号：嘉信保险经

纪、萤火健康保

萤火保 2020-12-5 2022-12-5 京ICP备17039576号 意健险 萤火百万健康保 萤火百万健康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公共交通工具意外险

众惠百万医疗（惠民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公共交通工具意外险

众惠百万医疗（惠民版）

广东众康永道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
众康永道经纪 360保公众号 360保公众号 2019-12-1 2023-12-31 京ICP备17044506号 意健险

360众爱保

360防疫保

360防癌卫士（特药版）

360众爱保

360防疫保

360防癌卫士（特药版）

广东轻松保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轻松保 轻松保严选 轻松保严选 2022-2-14 2023-2-13  粤ICP备11088817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轻松保·30万重疾直赔2021新定义版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轻症版

轻松保·重疾险（福利版）

轻松出行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网络升级版

九九防癌医疗险2021

轻松无忧重疾医疗险2021

轻松普惠保

轻松保·600万医疗PLUS版

女性互保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

轻松保·重疾直赔随心享

轻松保·防癌医疗随心享

轻松保·互联网门诊险

轻松保·重疾直赔新定义版

轻松保·普惠百万医疗

轻松全家保意外险

肝愿保癌症费用医疗保险保障计划

爱肝保障计划

轻松疫无忧

轻松保·无忧意外保障计划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网络2022版

众惠相互30万重疾医疗保障

惠享e生 百万医疗险（轻松筹专属）

轻松保·无忧意外保障计划2022版

轻松保•随心享全能百万

轻松保·福寿康宁意外保障

轻松保·线上门诊金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轻松保·30万重疾直赔2021新定义版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轻症版

轻松保·重疾险（福利版）

轻松出行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网络升级版

九九防癌医疗险2021

轻松无忧重疾医疗险2021

轻松普惠保

轻松保·600万医疗PLUS版

女性互保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

轻松保·重疾直赔随心享

轻松保·防癌医疗随心享

轻松保·互联网门诊险

轻松保·重疾直赔新定义版

轻松保·普惠百万医疗

轻松全家保意外险

肝愿保癌症费用医疗保险保障计划

爱肝保障计划

轻松疫无忧

轻松保·无忧意外保障计划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网络2022版

众惠相互30万重疾医疗保障

惠享e生 百万医疗险（轻松筹专属）

轻松保·无忧意外保障计划2022版

轻松保•随心享全能百万

轻松保·福寿康宁意外保障

轻松保·线上门诊金

众保保

轻松e保-百万医疗（个人版）

轻松e保-百万医疗（家庭版）

年轻保·重疾险

年轻保·百万医疗险

轻松保·重疾直赔

轻松保·众惠重疾直赔2020版

九九防癌险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9A款

大病守护计划

轻松筹护肝无忧保险

轻松筹传染病计划

众保保2021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0

轻松保·防洪救灾险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惠享e生 600万医疗保障

轻松保·600万医疗

轻疫保

轻松保·重疾惠享版

轻松保·百万医疗惠享版

轻松无忧重疾医疗险2021

北京京惠保

轻松保·防疫绿码通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网络版

轻松保600万医疗网络版2022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网络版

众保保

轻松e保-百万医疗（个人版）

轻松e保-百万医疗（家庭版）

年轻保·重疾险

年轻保·百万医疗险

轻松保·重疾直赔

轻松保·众惠重疾直赔2020版

九九防癌险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9A款

大病守护计划

轻松筹护肝无忧保险

轻松筹传染病计划

众保保2021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0

轻松保·防洪救灾险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

惠享e生 600万医疗保障

轻松保·600万医疗

轻疫保

轻松保·重疾惠享版

轻松保·百万医疗惠享版

轻松无忧重疾医疗险2021

北京京惠保

轻松保·防疫绿码通

轻松保·600万医疗2021网络版

轻松保600万医疗网络版2022

轻松保·百万医疗随心享网络版



悦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悦保经纪 悦保保障 悦保保障 2019-2-26 2025-2-26 京ICP备19028765号 意健险

周灌保·血液灌流医疗费用保险

肾爱保·爱多多住院医疗保险

透安保·透析灌流医疗意外保险

肾安保·肾穿刺手术医疗意外保险

甲旁安·慢性肾脏病继发性甲旁亢医疗险

瘘安保·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医疗意外险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保险（基础版）

肾安保·透析并发症保障（尊爱版）

肾安保·透析并发症保障

周灌保·血液灌流医疗费用保险

肾爱保·爱多多住院医疗保险

透安保·透析灌流医疗意外保险

肾安保·肾穿刺手术医疗意外保险

甲旁安·慢性肾脏病继发性甲旁亢医疗险

瘘安保·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医疗意外险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保险（基础版）

肾安保·透析并发症保障（尊爱版）

肾安保·透析并发症保障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互助保险（升级版）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互助保险（赠送）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保险

灌爱保·血液灌流意外津贴保险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互助保险（升级版）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互助保险（赠送）

肾爱保·爱多多肾病保险

灌爱保·血液灌流意外津贴保险

中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兴经纪 保呗保小程序 保呗保小程序 2020-9-30 2022-9-29 京ICP备16017394号
意健险

其他

爱家保500元重疾保障

爱家保600万医疗保障

爱家保400万癌症医疗保障

爱家保500元重疾保障

爱家保600万医疗保障

爱家保400万癌症医疗保障

防癌医疗（赠险）

爱家保百万账户安全险

防癌医疗（赠险）

爱家保百万账户安全险

京东数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京东数科保代 滴滴出行APP

数科保代小程序

、京东商城POP

店

2019-12-1 2022-11-30 京ICP备15058776号 意健险

住院医疗（三高可投）

重疾保（福利版）

百万出行无忧保障

京康保·臻惠医疗险

中老年意外险（含防癌医疗）

京康保·安惠重疾险

中老年防癌保

惠民保•医保补助

京康保.特惠门诊险

众惠百万医疗2022

住院医疗（三高可投）

重疾保（福利版）

百万出行无忧保障

京康保·臻惠医疗险

中老年意外险（含防癌医疗）

京康保·安惠重疾险

中老年防癌保

惠民保•医保补助

京康保.特惠门诊险

众惠百万医疗2022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尊宝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尊宝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华康 华康通 华康通 2020-2-10 2023-2-9 粤ICP备16051090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南京星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苏宁保 www.suning.cn 苏宁保险 2017-6-5 2023-6-4 苏ICP备10207551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A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苏宁专属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A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苏宁专属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大童经纪

网站：大童保险服务官网

APP：快保

微信公众号：大童保险经

纪、快保

快保 2020-11-10 2025-11-9 京ICP备12000891号 意健险

众惠百万意外医疗险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轻症版）

爱肝保障计划

众惠一路童行A款

众惠一路童行B款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个人版）

众惠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PLUS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PLUS款（家庭版）

童药师

童药神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普惠保

明目保（OK镜）

众惠百万意外医疗险

控压卫士高血压并发症保险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全能百万医疗（轻症版）

爱肝保障计划

一路童行A款

一路童行B款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个人版）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PLUS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PLUS款（家庭版)

童药师

童药神

宝无忧•少儿门诊险

惠享e生 普惠保

明目保（OK镜）

众惠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航空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升级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个人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家庭版）

众惠意外保（大护法）

众惠健力保（三高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个人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航空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升级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个人版）

众惠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1款（家庭版）

众惠意外保（大护法）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鲲鹏保险经纪（北京）有限

公司
鲲鹏经纪 网站：鲲鹏保险经纪官网 鲲鹏经纪 2021-3-1 2024-2-29 京ICP备16016272号 意健险

众惠百万医疗（惠民版）

乐城粉红丝带保

众惠百万医疗（惠民版）

乐城粉红丝带保

中安风尚（北京）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中安风尚 滴滴出行APP 滴滴出行APP 2021-3-15 2023-3-14

京ICP备17049916号-

1
意健险

众惠重疾险2021(30万保额)

滴滴防癌医疗险（含特药）

滴滴双百万医疗险

众惠重疾险2021(30万保额)

滴滴防癌医疗险（含特药）

滴滴双百万医疗险

君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君石经纪

网站：君石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官网

微信公众号：君石保险经

君石保险 2020-12-25 2022-12-24
鲁ICP备19049631号-

1
意健险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上海复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复衡保险经纪
www.chinainsbrokers.co

m
上海复衡 2021-8-10 2022-8-9

沪ICP备16012437号-

1
意健险

互助伴侣医疗保险

爱她保

互助伴侣医疗保险

爱她保

宇泰保险经纪（北京）有限

公司
宇泰 my客蜂公众号 my客蜂 2021-8-13 2022-8-12

京ICP备16001338号-

8
意健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阳光保险经纪（上海）有限

公司
阳光保险经纪 风险管家公众号 风险管家 2017-4-27 2022-8-9 沪ICP备17027159号

意健险
爱汝无忧 爱汝无忧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

惠享e生 个人综合意外险

惠享e家 家庭综合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

同昌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同昌 同昌保险公众号 同昌 2021-8-13 2022-8-12
滇ICP备11001938号-

1
意健险 百家保·众惠防癌医疗险 百家保·众惠防癌医疗险

百家保新版百万医疗险

百家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百家保新版百万医疗险

百家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北京恒荣汇彬保险代理股份

有限公司
恒荣汇彬 www.hrhbbx.com 保代帮

APP/小恒保

恒荣汇彬 2021-9-3 2022-9-2
京ICP备15055194号-

1
意健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金桔保险经纪（北京）有限

公司
金桔经纪 金桔保公众号 金桔保公众号 2022-1-1 2024-12-31

京ICP备13000197号-

2 
意健险 金桔互联网门诊险 金桔互联网门诊险

安心致远保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安心致远 安心致远公众号 安心致远 2022-1-6 2023-1-5

京ICP备17044749号-

1
意健险 安心致远百万医疗2022惠享版 安心致远百万医疗2022惠享版

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恒光保险代理 恒快保公众号 恒快保 2022-1-19 2023-1-18
蜀ICP备15024378号-

3
意健险

惠享e生 个人百万医疗2021PLUS

惠享e生 个人防癌医疗

惠享e生 个人百万医疗2021PLUS

惠享e生 个人防癌医疗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华泰经纪

网站：华泰保险经纪网站

微信公众号：华泰保险经

纪、华泰保险经纪服务管

华泰保险 2022-2-14 2023-2-13
京ICP备14020548号-

3
意健险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广东）

有限公司
享安经纪 网站：享安经纪 享安经纪 2022-3-1 2024-2-29

粤ICP备2020108489

号
意健险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惠无忧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众安在线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官网

众安在线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官网
2022-3-2 2023-3-1 粤ICP备18090138号 意健险

随心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

随心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丰融保险经纪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丰融保险经纪网 2022-1-15 2023-1-14

京ICP备11004160号-

4
意健险 惠享e生 普惠保 惠享e生 普惠保 惠无忧 惠无忧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银邦经纪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银邦经纪 2022-6-1 2023-5-31
粤ICP备11084652号-

1
意健险 深圳众惠保 深圳众惠保 北京京惠保 北京京惠保

泛华榕数保险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泛华 保网app、保网微商城 保网 2022-1-1 2022-12-31

粤ICP备2020079061

号-1
意健险

众华1号中端医疗保险

华惠保百万医疗2022

众华1号中端医疗保险

华惠保百万医疗2022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唯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唯诚经纪 唯E保微信公众号 唯E保、又一单 2022-4-1 2025-3-31
鄂ICP备17023963号-

2
意健险 运单意外险 运单意外险

车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车车保险 车保易公众号 车车保险 2022-3-10 2025-3-8
粤ICP备17163866号-

1
意健险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盛唐中融保险经纪（深圳）

有限公司
盛唐中融 鲸云保 鲸云保 2022-3-28 2024-3-28 粤ICP备16024619号 意健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标准）

惠享e生 重疾医疗爸妈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全民疫保通（经典版）

百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百瑞经纪

网站：百瑞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官网

微信公众号：百瑞保险经

百瑞保险 2022-4-15 2024-4-14 浙ICP备18034404号 意健险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爱牙保障计划（普惠版）

元保保险经纪（北京）有限

公司

元保保险经纪

（北京）有限

公司

元保 元保 2022-5-18 2023-12-31
京ICP备2020036643

号
意健险

元保关爱·百万医疗险2022

元保关爱·普惠保2022

元保守护·综合意外险2022

元保关爱·重疾险2022

元保关爱·百万医疗险2022

元保关爱·普惠保2022

元保守护·综合意外险2022

元保关爱·重疾险2022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微民保代 腾讯微保 腾讯微保 2022-8-3 2023-8-2 粤ICP备17129896号 意健险 深圳众惠保 深圳众惠保

网信保销  2017-3-1 2018-2-28 京ICP备16014701号

意健险

海客保险经纪
www.haikr.com.

cn
2017-3-1 2018-2-28 津ICP备20004779号 意健险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截止

时间

北京网信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融合意外保障计划

融合相互支持计划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融合意外保障计划

融合相互支持计划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湖北海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借款人意外险B款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列表

历史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

历史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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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机构网络平

台备案信息

业务合作

范围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

称

中介机构网络

平台网站地址

http://www.haikr.com.cn/
http://www.haikr.com.cn/


御保
http://www.chin

auib.com
2017-4-1 2018-3-31 京ICP备15051113号

意健险

五星在线积木网
http://www.5x-

online.com
2017-5-1 2018-4-30 京ICP备15055841号

意健险

瑞丰保险经纪
http://www.rfibk

.com
2018-1-20 2019-1-19 京ICP备18002921号

意健险

保派网
http://www.bao

pal.com.cn
2017-2-16 2019-2-15 沪ICP备15039948号 意健险

北京国采
http://wwwcppi

b.com.cn
2018-2-28 2019-2-27 京ICP备10027141号 意健险

大证保险网
http://www.dzbx

jj.com
2017-6-1 2019-5-31 晋ICP备16002123号 意健险

中植保险
http://www.zho

ngzhiwp.com
2018-7-1 2019-6-30 京ICP备17049787号

意健险

美臣保险
www.baoxian82

8.com
2019-4-17 2020-4-16 粤ICP备13082705号

意健险

金诚国际 2017-5-1 2020-4-30 京ICP备16037115号 意健险

上海懿久
http://www.xcar.

com.cn/
2019-5-15 2020-5-14 浙ICP备17024351号

意健险

金钱窝
http://www.jinqi

anwo.com
2017-3-20 2020-6-14 京ICP备14046328号 意健险

长安保销
http://www.cabx

xs.com
2019-8-21 2020-8-20 粤ICP备17004015号

意健险

神奇保
微信公众号：神

奇保
1900-1-2 2020-8-31 陕ICP备17017513号 信用保证险

金世纪 www.jsjbx.com 2019-9-23 2020-9-22 粤ICP备18065299号 意健险

爱丁保险
www.aidingbaox

ian.com
2019-11-1 2020-10-31 粤ICP备17002227号

意健险

华阳保险
www.51hybx.co

m
2019-4-19 2020-11-12 苏ICP备16010043号

意健险

汇盟保代
www.ehuimeng.

com
2018-11-13 2020-11-12 粤ICP备15013585号 意健险

华阳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B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B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深圳汇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帮帮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乐业宝 乐业宝

深圳金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众惠少儿意外险

惠尊宝 个人医疗保险2019 C版

惠尊宝 家庭医疗保险2019 C版

众惠少儿意外险

上海懿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百万医疗保险（爱卡专属）

惠享e家 百万医疗保险（爱卡专属）

惠享e生 百万医疗保险（爱卡专属）

惠享e家 百万医疗保险（爱卡专属）

北京问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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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B款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惠享e生 恶性肿瘤保险B款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宝宝来了·胚胎移植医疗保险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中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个人医疗保险旗舰款

惠享e家·家庭医疗保险旗舰款

惠享e生·个人医疗保险旗舰款

惠享e家·家庭医疗保险旗舰款

深圳美臣泰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B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2019B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

上海新概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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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采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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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证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借款人意外险B款

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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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在线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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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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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金箍保•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家 家庭医疗保险

金箍保•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http://www.rfibk.com/
http://www.rfibk.com/
http://wwwcppib.com.cn/
http://wwwcppib.com.cn/
http://www.xcar.com.cn/
http://www.xcar.com.cn/
http://www.ukb360.com/
http://www.ukb360.com/
http://www.aidingbaoxian.com/
http://www.aidingbaoxian.com/
http://www.51hybx.com/
http://www.51hybx.com/
http://www.ehuimeng.com/
http://www.ehuimeng.com/


天道保险经纪
http://www.tdbx

jj.com/
2018-11-15 2020-11-14 京ICP备16037790号 意健险

大童网

http://www.91d

atong.com

快保APP

2017-7-1 2020-11-19 津ICP备18004254号

意健险

乾道保险
微信公众号：乾

道保险
2018-11-29 2020-11-28 冀ICP备18039209号

意健险

金联安保险经纪
www.lcyunfu.co

m
2019-1-16 2021-1-15 京ICP备15027859号 意健险

华创明德
微信公众号：企

连保
2019-5-1 2020-4-30  京ICP备15048474号 个人版

东方大地
www.51tsbx.co

m
2019-4-15 2021-4-14 鄂ICP备16015336号 意健险

泛华保险销售平台
www.baoxian.co

m
2019-9-1 2020-8-31

粤ICP备2020079061

号
意健险

国美保险

https://www.
gomefinance
.com.cn/src/
html/insuran
ce.html

2019-11-15 2021-11-14 津ICP备15008982号 意健险 美美惠享e生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美美惠享e生保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国信同源保险经纪
www.guoxinton

gyuan.com
2019-11-22 2021-11-21 沪ICP备18029882号 意健险

升华茂林
www.maolin
baoxian.com

2019-4-17 2021-4-16 蜀ICP备18025771号 意健险

易才保险
www.yicaibaoxia

n.com
2019-7-25 2021-7-24 津ICP备16005555号 意健险

华成保险
http://www.hc-

insurance.com/
2019-10-31 2021-10-30 苏ICP备12063971号 意健险华成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国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国信同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升华茂林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易才宏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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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创明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9款 惠享e生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9款

泛华世纪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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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众惠意外保（大护法）

健力保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宝无忧 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惠享e生 航空意外险

宝无忧少儿医疗费用相互保险计划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轻症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升级款（个人版）

众惠意外保（大护法）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20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2019款（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个人版）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

全能百万医疗（普惠版）

宝无忧 家庭医生互助计划

惠享e生 航空意外险

宝无忧少儿医疗费用相互保险计划

全能百万医疗保险（轻症版）

乾道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家庭医疗保险2019版

金联安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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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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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人意外险2019款

天航科技高铁意外伤害保险

天航科技航空意外伤害保险

天航科技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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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人意外险2019款

天航科技高铁意外伤害保险

天航科技航空意外伤害保险

天航科技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http://www.tdbxjj.com/
http://www.tdbxjj.com/
http://www.lcyunfu.com/
http://www.lcyunfu.com/
http://www.baoxian.com/
http://www.baoxian.com/
http://www.guoxintongyuan.com/
http://www.guoxintongyuan.com/
http://www.maolinbaoxian.com/
http://www.maolinbaoxian.com/
http://www.yicaibaoxian.com/
http://www.yicaibaoxian.com/


叮咚保 www.jslabx.com 2019-3-1 2021-2-28 苏ICP备18007647号 意健险

方胜磐石保险经纪
www.fescorock.c

om
2019-4-8 2021-4-7 京ICP备16033883号 意健险

华瑞保险
微信公众号：华

瑞保险
2020-3-1 2022-3-2 沪ICP备14016924号 意健险

永保贵客

www.ybao.com.

cn

微信公众号：永

保贵客

永保贵客APP

2020-3-6 2022-3-5 冀ICP备17018905号 意健险

小贝保险

微信公众号：小

贝保险

小贝保险APP

2020-4-24 2022-4-23 粤ICP备17109428号 意健险

车旺惠保APP

http://admin.
hsbxjj.com/#

/
2021-2-14 2022-2-13 津ICP备19000858号 意健险

分期乐 分期乐APP 2020-12-25 2021-12-24
蜀ICP备2020031775

号

意健险

其他

荟宠宝
微信公众号：荟

宠宝
2021-1-11 2022-1-10 陕ICP备13000203号 其他

百家保
微信公众号：百

家保
2021-1-10 2022-1-10 粤ICP备13035223号 意健险

安华保险经纪

www.anhuabx.c

om

微信公众号：安

华经纪

2021-3-2 2022-3-1 京ICP备20018468号 意健险

广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GT

（公众号）

www.guangt
ai-bd.com

2020-11-17 2021-11-16
豫ICP备12009889号-

1
意健险

海豚保险服务公众号
http://www.h
aitunbx.com/

2020-2-1 2020-9-28
粤ICP备16053822号-

1
意健险

京新国际
www.jingxinbao

xian.com
2021-5-10 2022-5-9 京ICP备17074518号 意健险

和德经纪 www.hedejj.com 2019-12-9 2022-2-20 京ICP备13023906号 意健险

神通保
微信公众号：神

通保
2020-1-2 2022-1-17 京ICP备17009537号 意健险

乐荐保
www.lejianbao.c

om
2020-3-1 2022-2-28 蜀ICP备18008285号 意健险

开心保 开心保APP 2020-3-27 2022-3-26 辽ICP备12007009号 意健险

中民网
https://www.zho

ngmin.cn
2017-4-13 2022-4-12 粤ICP备08114724号 意健险

麦芬保险
www.maifenbao

xian.com
2020-5-1 2021-4-30 京ICP备17055612号 意健险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惠享e生 特定疾病保险A款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特定疾病保险A款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麦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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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兴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乐荐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无忧

小幸运意外险

惠无忧

小幸运意外险

海豚保险经纪（深圳）有限公司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1年期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3年期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1年期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3年期

京新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G7惠享.百万医疗险 G7惠享.百万医疗险

和德（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氧护保·百万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氧护保·百万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正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百家保·600万医疗险

百家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百家保·600万医疗险

百家保百万交通意外险

北京安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享e生·百万医疗

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惠享e生·百万医疗

广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爱肝保障计划 爱肝保障计划

天津华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车旺保 车旺保

腾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乐花借钱·借款到账失败保险

乐花借钱·借款到账延误保险

乐花借钱·借款到账失败保险

乐花借钱·借款到账延误保险

陕西凯森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宠保宠物医疗保障计划 惠宠保宠物医疗保障计划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真爱百万医疗A

全民疫保通

真爱百万医疗A

全民疫保通

永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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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版

小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普惠e生·全民医疗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叮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防癌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A版

惠享e生 个人防癌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A版

方胜磐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家庭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个人版）

惠享e生▪全能百万医疗（家庭版）

http://www.fescorock.com/
http://www.fescorock.com/
https://www.huaruisales.com/
https://www.huaruisales.com/
http://admin.hsbxjj.com/
http://admin.hsbxjj.com/
http://admin.hsbxjj.com/
http://www.guangtai-bd.com/
http://www.guangtai-bd.com/
http://www.haitunbx.com/
http://www.haitunbx.com/
http://www.hedejj.com/
http://www.lejianbao.com/
http://www.lejianbao.com/
https://www.zhongmin.cn/
https://www.zhongmin.cn/
http://www.maifenbaoxian.com/
http://www.maifenbaoxian.com/


同花顺 同花顺APP 2020-10-23 2021-10-22 浙ICP备18041774号 意健险
顺惠保·重大疾病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顺惠保·重大疾病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华明云保
http://www.hua

minginsurance.c
2021-5-11 2022-5-10 津ICP备18005280号 意健险

前海经纪
微信公众号：前

海惠
2020-6-15 2022-6-14 粤ICP备18097375号 意健险

盛世创富保险网 www.12354.com 2020-7-1 2022-6-30 粤ICP备19045423号 意健险

骆驼规划

微信公众号：骆

驼规划、骆驼说

保、骆驼选保、

骆驼荐保、骆驼

2021-3-9 2022-3-8 赣ICP备17002302号 意健险

智慧树

微信公众号：保

栈

新氧APP

2019-9-26 2022-2-20 粤ICP备17127322号

意健险

盛世合众
盛世合众保险公

众号
2019-7-9 2022-5-13 京ICP备16041057号 意健险

善康禾诺
网站：善康禾诺

保险经纪有限公
2020-7-27 2022-7-26 冀ICP备17016143号 意健险

大象保险 大象保险APP 2020-7-30 2022-7-29 京ICP备05025256号 意健险

保之家保险
www.hongdaba

oxian.com
2020-9-15 2022-9-14 京ICP备16066882号 意健险

海豚保险网
www.haitunbx.c

om
2020-2-1 2022-9-28 粤ICP备16053822号 意健险

上海明大保险经纪
www.mdcare.co

m.cn
2019-11-20 2022-11-19 沪ICP备15000308号 意健险

美联盛航
微信公众号：美

联盛航
2020-10-19 2022-10-18 冀ICP备12011494号 意健险

保易投 保易投app 2022-1-20 2023-1-19
冀IPC备17014551号-

1
意健险

乐橙保代
乐橙保险代理公

众号
2022-1-20 2023-1-19

京ICP备2021028281

号-1
意健险

民盛
民盛保险代理网

格保
2022-1-20 2023-1-19

皖ICP备14012517号-

1
意健险

甜橙保险代理
甜橙保险代理微

信公众号
2022-1-25 2023-1-24 陕ICP备19022785号 意健险

保阁 保阁APP 2019-9-11 2023-9-10 沪ICP备16014933号 意健险

www.zhonglianxin.com.c

n
中联信保险 2020-7-9 2022-7-8 京ICP备19038404号 意健险

深圳红彤诚新
荷叶保严选公众

号
2021-6-4 2023-6-3 粤ICP备18099444号 意健险

北京中联信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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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无忧 惠无忧

上海安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世纪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保之家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海豚保险经纪（深圳）有限公司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 海豚保驾校学员综合保险计划

民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无忧 惠无忧

上海明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2021经典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防癌医疗保险2021经典版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无忧 惠无忧

乐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惠无忧 惠无忧

前海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爱肝保障计划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爱肝保障计划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智惠保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惠享e生 个人医疗保险2019B版

善康禾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全民e保百万医疗至尊版 全民e保百万医疗至尊版

盛世创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润安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大护法·疾病医疗定额给付保险

惠享e生 众惠百万医疗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肾病）

惠享e生 慢病百万医疗险（肝病）

金保信深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享e生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氧护保·百万医疗险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惠享e生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2019版

氧护保·百万医疗险

牙齿清洁保障计划

盛世合众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核新同花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华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华明百万医疗险 华明百万医疗险

深圳市红彤诚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爱肝保障计划

肝卫士保障计划

爱肝保障计划

肝卫士保障计划

http://www.1235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