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案名称

销售产品名称
华贵大麦 2022 定期寿险

华贵大麦 2022 定期寿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备案编号
华贵保险[2021]定期寿险 019号

华贵大麦甜蜜家 2022 定期 华贵大麦甜蜜家 2022 定期寿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寿险

华贵保险[2021]定期寿险 020号

安盛天平卓越守护百万住院 安盛天平个人综合住院医疗保险（2022 版 C 款）（互
医疗保险
联网专属）条款

C00007832512021120909493

平安大保镖意外保障计划

平安产险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

C00001732312021120910133；

安产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平安产险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

C00001732312021121623133；

险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322021120306513

长城司马台终身寿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长城人寿[2021]终身寿险 026号

华泰财险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C00015432312021112200993 ；

华泰财险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C00015432312021112200983 ；

华泰财险附加意外重症监护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

C00015432522021121517223 ；

款；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

C00015432522021120102033 ；

属）条款；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A 款（互联

C00015432522021120102203 ；

网专属）条款；华泰财险附加救护车车费保险（A 款）条

C00015431922021120102053；

款；华泰财险附加猝死保险（A 款）条款

C00015431922021040133311

华泰老顽童意外险

华泰财险附加意外骨折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C00015432322021121421453

惠享 e 生-众惠百万医疗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住院医疗费用保险 C 款（互联网专

C00022132512021122225753

平安自驾游

长城小金虎增额终身寿险
（互联网专

条款

属）
华泰大保镖 PLUS 意外险

属）条款
众惠惠享 e 生个人医疗保
险升级版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住院医疗费用保险 A 款（互联网专

C00022132512021122225713；

属）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扩展质子重离子医

C00022132522021122224903

疗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众惠相互普惠住院保医疗保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住院医疗费用保险 B 款（互联网专
险
属）条款

C00022132512021122225733

众惠全民疫保通意外险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A 款（互联

C00022132312021122225473；

网专属）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预防接种医疗

C000221134022021122225303；

意外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

C000221134022021122230000；

加特定疾病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众惠财产相

C00022132522021122224643

互保险社附加法定传染病扩展隔离津贴保险(互联网专
属) 条款
瑞华医保加个人医疗保险
（互联网）

瑞华医保加个人医疗保险（互联网）条款

瑞华保险【2021】医疗保险 20号

人保健康欣 e 保互联网医
疗保险

人保健康欣 e 保互联网医疗保险条款；人保健康金福至悦

人保健康[2021]医疗保险 09号； 人保健康欣 e 保互联网
人保健康[2021]疾病保险100号
医疗保险条款

互联网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人保健康金福至悦互联
网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瑞华吉瑞保重大疾病保险

瑞华吉瑞保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条款

平安小顽童少儿意外保障计 平安小顽童少儿意外保障计划（互联网专属）
划（互联

瑞华保险【2021】疾病保险 21号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网专属）
平安老顽童中年人意外险
（互联网专
属）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平安全民保意外险（互联网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险附
专属）
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平安 5-6 类职业意外保险
（互联网专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险附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险附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属）
平安意外险 1-4 类（惠享
版）（互联
网专属）
平安意外险-套餐（猝死
版）（互联
网专属）
平安短期意外险猝死版（1- 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险附
30 天）
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版）条款
（互联网专属）

C00001732312021120910153；

安盛天平卓越守护百万住院 安盛天平附加重大疾病住院津贴医疗保险(2022 版)（互
医疗保险
联网专属）条款；安盛天平附加免赔额豁免保险（2021

C00007832522021120909683 ；

C00001732522021121517943

C00007831922021042648262 ；

版）条款；安盛天平附加恶性肿瘤特需医疗费用保险

C00007832522021120909333 ；

（2022 版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安盛天平附加恶

C00007832522021120909443 ；

性肿瘤赴日治疗医疗保险（2022 版）（互联网专属）条

C00007832612021120911653 ；

款；安盛天平个人一百种重大疾病保险（2022 版）（互联

C00007832522021120909343

网专属）条款；安盛天平附加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
医疗费用保险（2022 版）（互联网专属）条款
太平洋太享综合意外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

C00001432312021120910803；

险 A 款（互联网）条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C00001432522021122437143

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互联网）条款
中国人保大护甲 2 号成人
意外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

C00000232312021122732193 ；

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工具

C00000232312021122438213 ；

乘客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

C00000232312021122438183 ；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出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A 款（互

C00000232522021122434983 ；

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

C00000232522021122029123 ；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

C00000232522021122328183 ；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A 款

C00000231922021122838493

（互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扩展承保自费医疗费用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
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急性病身故保
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平安少儿住院万元护 2020

泰康在线住院保 2020 版

平安产险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

C00001732312021121623113；

险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互联网版）条款；平安产险住院

C00001732512021122944473；

医疗费用补偿保险（A 款）（互联网版）条款

C00001732512021122333623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D 款

C00019932312021120818553 ；

（互联网专属）；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

C00019932522021120305263 ；

个人疾病住院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泰康在线财产

C00019932512021120305273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C 款（互联网
专属）
众安尊享 e 生 202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C00017932512021111900113 ；

（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C00017932522021111900153 ；

附加恶性肿瘤特定药械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C00017932522021111900133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质子
重离子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

众安尊享 e 生(优甲版)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C00017932512021121421633

（互联网-甲状腺结节扩展版）
众惠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意外伤害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

C00022132312021122225643；

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

C000221134022021122225303；

（互联网专属）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特定疾

C00022132622021122225103；

病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C00022132522021122224643；

附加法定传染病扩展隔离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 条款；

C00022131922020073103501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猝死保险（A 款）条款
众安尊享 e 生 2022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特定药械

C00017932522021111900153；

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A 款） ；众安在线

C00017932522021111900133；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

C00017932522021111900193；

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

C00017932522021112000963；

有限公司附加个人恶性肿瘤海外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C00017932522021111900243；

2022 版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

C00017932522021120101063；

人急诊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A 款）；众安在线

C00017932522021112600433；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特种进口药品费用医疗保险

C00017932522021112600443；

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

C00017932512021111900453；

限公司附加未成年人特定药械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互联

C00017932612021111900413；

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

C00017932512021112600463；

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C00017932512021111900113；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重大疾病住

C00017932512021111900433

院津贴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B 款）；众安在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在线问诊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
（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
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津贴医疗保险条款
（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个人住院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众安
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条款（互联网 2022 版 A 款）
美亚“宝贝无忧”儿童个人意外伤害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 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

保险

属）；美亚附加医院扩展条款（2021 年第一版）（互联

C00003932322021122437253；

网专属）；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

（2021 年第一版）；美亚附加扩展承保食物中毒条款

C00003931922021122436963；

（2021 年第二版）；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 年第二版）

C00003932522021122436743；

（互联网专属）；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 （2021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

年第二版）
阳光爱健康百万医疗险 2022 版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院医疗费用保险 2022 版 B

C00009332512021122327983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招商仁和青云卫 1 号少儿重疾险(互

招商仁和仁心保贝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条款

招商仁和[2022]疾病保险 001

联网专属)

号

和泰人寿超级玛丽 6 号重疾险（互联 和泰乐享无忧互联网专属重大疾病保险（2022）条款

和泰人寿[2022]疾病保险 001

网专属）

号

太平洋太享综合意外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A 款（互联网）条款

C00001432312022022417463

招商仁和青云卫 1 号少儿重疾险(互

招商仁和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互联

招商仁和[2022]疾病保险 005

联网专属)

网）条款

号

众惠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法定传染病扩展隔离津贴保险 A

C00022132522022021112063

版）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人安康医疗保险（互

C00000232512021121721273

联网专属）条款
人保预防疫苗接种意外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预防接种医疗意外

C00000232522022011376013；

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C00000232522022011376003；

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预防接种异常失效医疗保险（互联网

C000002134012022011302361；

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预防接种

C00000232522022011201671；

医疗意外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C00000231922022011201641

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预防接种医疗意外医疗保险（互联网
专属）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预防
接种异常失效身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人保药无忧•感冒用药保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在线问诊医疗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C00000232512021122434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