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披露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医保·重疾险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A款)条款 C00019932612018062900002

微出行·全年百万航意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航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7]375 号 

微出行·千万航意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短期航空意外伤害保险（A 款）条款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7]375 号 

微出行·高赔付航延险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程延误综合保险条款 （易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44 号 

微出行·全年航延险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程延误保险条款（微保专用版） C00020532112018011120522 

微车保·车险、微车保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 H201510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中保协条款【2006】1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06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41 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 号 

clause/medical/2.pdf
clause/travel/3.pdf
clause/travel/4.pdf
clause/travel/5.pdf
clause/travel/6.pdf
clause/vehicle/7.pdf
clause/vehicle/8.pdf
clause/vehicle/9.pdf
clause/vehicle/10.pdf
clause/vehicle/11.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保·护眼险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护眼保险条款 C00001032612018020103201 

微出行·全年千万航意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航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7]375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基础版 

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06 号 

平安法定节假日驾乘人员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13 号 

平安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意外）【2014】主 67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 

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06 号 

平安法定节假日驾乘人员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13 号 

平安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意外）【2014】主 67 号 

平安个人法律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平安财险）（备—其他）【2018】（主）023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特惠版 

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006 号 

平安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财险（备-意外）【2014】主 67 号 

clause/14.pdf
clause/travel/21.pdf
clause/vehicle/15.pdf
clause/vehicle/16.pdf
clause/vehicle/17.pdf
clause/vehicle/15.pdf
clause/vehicle/16.pdf
clause/vehicle/17.pdf
clause/vehicle/18.pdf
clause/vehicle/15.pdf
clause/vehicle/17.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医保个人账户医疗险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 e 保有约住院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8]88 号 

护身福·意外险 国华微保意外伤害保险 国华寿发[2017]309 号 

护身福·生活无忧意外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 版）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58 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非工伤事故限制特约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1]（附）41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基础版 

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41 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B 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 87 号 

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56 号 

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 号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5]附 83 号 

clause/vehicle/36.pdf
clause/vehicle/37.pdf
clause/vehicle/38.pdf
clause/vehicle/39.pdf
clause/vehicle/40.pdf
clause/amulet/33.pdf
clause/amulet/34.pdf
clause/amulet/35.pdf
clause/vehicle/53.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 

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41 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B 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 87 号 

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56 号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5]附 83 号 

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 号 

法律费用保险条款（A 款） （人保财险）（备-责任保险）【2016】（主）048 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特惠版 

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41 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B 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 87 号 

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56 号 

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 号 

全民保·普惠住院医疗险/
全民保·普惠住院医疗险
（福利版）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住院医疗保险（2018）条款 平保养发〔2018〕145 号 

clause/vehicle/41.pdf
clause/vehicle/37.pdf
clause/vehicle/38.pdf
clause/vehicle/40.pdf
clause/vehicle/39.pdf
clause/vehicle/36.pdf
clause/vehicle/37.pdf
clause/vehicle/38.pdf
clause/vehicle/39.pdf
clause/vehicle/41.pdf
clause/medical/43.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全民保·普惠住院医疗险
(福利版)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补充住院团体医疗保险条款 平保养发（2018）191 号 

护身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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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2013 版）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58 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猝死保险条款（B款） C0000143232201808160026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全残补助金保险（2013 版）

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3]（附）493 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额分项调整保险

（2013 版）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3]（附）494 号 

微出行·全年千万航意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短期航空（B 款）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8]117 号 

微车保·车险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条款 H2017102/A10H2017102JF12/A11H2017102JF12 

千万终身意外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终身意外伤害保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8]174号

clause/medical/44.pdf
clause/amulet/45.pdf
clause/amulet/53.pdf
clause/amulet/47.pdf
clause/amulet/48.pdf
clause/amulet/49.pdf
clause/vehicle/52.pdf
clause/medical/54.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千万终身意外险（返还型）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附加两全保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8]174 号 

千万终身意外险（返还型）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终身意外伤害保险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18]174 号 

微医保·百万医疗险医疗险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扩展被保险人年龄保险条款 C00019932522018052903941 

微医保·百万医疗险医疗险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 C00019932522018092601661 

门（急）诊医疗险（福利版）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急）诊费用医疗保险（B 款） C00019932512018091415872 

护身福·生活无忧意外险/护身

福·意外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太保财险)(备-医疗保险)【2016】(附) 032 号 

护身福·意外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C 款（2016 版）

条款 

（太保财险）（备一医疗保险）【2016】（附）038 号 

微医保·中老年癌症医疗险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癌症医疗保险 C00019932512018092904011

微医保‧多次赔付重疾险 泰康无忧多重给付 A 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人寿报【2018】440 号

全民保·社保补充癌症险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癌症医疗保险（2018版） C00001232512018121710601

clause/medical/55.pdf
clause/medical/54.pdf
clause/medical/56.pdf
clause/amulet/59.pdf
clause/amulet/60.pdf
clause/medical/58.pdf
clause/medical/57.pdf
clause/medical/62.pdf
clause/medical/63.pdf
clause/medical/64.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出行·全年高赔付航延险 易安航空旅程延误保险条款（微保专用版） C00020532112018082813361

碎屏险 微信钱包基础版 安达手机屏幕意外损坏保险（微保版） C00004332112018101240161

碎屏险 微信钱包升级版 安达手机屏幕意外损坏保险（微保版） C00004332112018101240161

碎屏险 微信支付基础版 平安数码产品损坏保险条款 C00001732112018053004161

碎屏险 微信支付升级版 平安数码产品损坏保险条款 C00001732112018053004161

微医保·少儿长期重疾险 人保寿险无敌宝宝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发[2018]623号

微医保·少儿长期重疾险 人保寿险附加无敌宝宝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 人保寿险发[2018]623号

全民保·普惠住院医疗险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款） 泰康在线发〔2018〕274号

商户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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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2013版）条款 （太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58号

商户保·意外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16版）条款 （太保财险）（备一医疗保险）【2016】（附）038号

微医保·百万医疗险
（2019版）

C00019932512018122600461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海外医疗保险条款 C00019932522018122600471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院医疗费用保险（A款）条款

clause/medical/65.pdf
clause/medical/66.pdf
clause/medical/66.pdf
clause/medical/67.pdf
clause/medical/67.pdf
clause/medical/68.pdf
clause/medical/69.pdf
clause/medical/70.pdf
clause/medical/71.pdf
clause/medical/72.pdf
clause/medical_1/73.pdf
clause/medical_1/74.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指定疾病扩展特需医疗保险（B款）
条款 C00019932522018122600481 

银行卡安全险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条款（A款） (易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 065号 

微医保·中老年癌症医疗险
          （升级版）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癌症医疗保险（B款）条款 C00019932512019011603131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基本险条款（微保专用版） C00020530612018112010811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中断保险条款 易安财险(备-企财险)[2017](主) 051号 

店铺保·火灾补偿金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赔偿方式特约条款 C00020530622018112010781 

店铺火灾险、店铺保-火
灾补偿金

店铺火灾险、店铺保-火
灾补偿金

微医保·百万医疗险
    （2019版） 

微出行·境内旅行险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旅行意外医药补偿保险条款

C00002332312017041100221
（史带财险）（备-医疗保险）【2017】（附）646号 

微出行·境外旅行险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旅行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旅行医药补偿保险条款；
附加旅行自驾意外补偿保险条款；
附加医疗运送和送返保险条款

C00002332312017041100221；
C00002332322017051016872；
(史带财险)(备-医疗保险)【2017】(附)651号；
C00002332322017051017162；
(史带财险)(备-医疗保险)【2017】(附)650号

clause/medical_1/75.pdf
clause/travel/76.pdf
clause/travel/77.pdf
clause/travel/78.pdf
clause/travel/79.pdf
clause/bankCard/80.pdf
clause/travel/49.pdf
clause/travel/50.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

中国大地保险附加通用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C000010325220190722008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基础版）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

中国大地保险附加通用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C000010325220190722008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节假日及双休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54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其他)【2017】(主) 028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

中国大地保险附加通用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C000010325220190722008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节假日及双休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54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福利版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特惠版）

clause/vehicle/89.pdf
clause/vehicle/90.pdf
clause/vehicle/85.pdf
clause/vehicle/103.pdf
clause/vehicle/87.pdf
clause/vehicle/103.pdf
clause/vehicle/86.pdf
clause/vehicle/103.pdf
clause/vehicle/86.pdf
clause/vehicle/89.pdf
clause/vehicle/87.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基础版）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10元版）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

中国大地保险附加通用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C0000103252201907220083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节假日及双休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54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平安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超值版)-3元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平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 006号、
           C00001732312018030200071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至尊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B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88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救护车费用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医疗保险）[2016]（附）041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41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B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87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56号

微车保·百万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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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至尊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5]附83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费用保险条款（A款） （人保财险)（备-责任保险）【2016】（主）048号

人保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超值版)-3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41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号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短期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平保养发〔2019〕76号-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个人意外伤害综合医疗保险（2019版）条款 平保养发〔2019〕76号-2

护身福•中老年意外险

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银保监许可【2018】945号

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银保监许可【2018】929号

保骉车险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泰e保补充癌症医疗保险条款 泰康养发[2019]50号全民保•社保补充癌症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癌症医疗保险条款（A款） C00000232512019021532141全民保•个人癌症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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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癌症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 C00019932512019040901742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 C00019932512019040239482

泰康人寿报[2019]155号

药神保•抗癌特药保障计划

微医保•门诊医疗险

微医保•长期医疗险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乐保定期医疗保险条款

C00019932522019043002571

微医保•百万医疗险(2019版)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扩展被保险人年龄保险（A款） C00019932522019042800981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指定疾病扩展特需医疗保险（C款） C00019932522019042800991

(华泰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 014号

少儿意外险

华泰财险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C00015432522019051003102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B款）

C00015431922019051003082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B款）

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骨折和脱臼保险条款 C00015432322019051003072

华泰财险预防接种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C00015432312019051003112

C00015432522019051003122华泰财险附加预防接种意外医疗费用保险条款（B款）

C00015431922019051003162华泰财险附加预防接种失效津贴保险条款

C00015430912019051003092华泰财险监护人责任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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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华泰财险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泰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8】(主) 018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华泰（备案）[2009]N19号

华泰财险（备-家财）[2015](主) 24号

全家保•家庭意外综合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条款

华泰(备案)[2009]N76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福利升级版)

附加家庭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41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5]附83号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泰康人寿报[2019]108号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泰康微健保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微医保•终身重疾险

国华寿发[2019]309号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华优选定期医疗保险条款微医保•长期医疗险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地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福利版）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9号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地畅行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节日版）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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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法定节假日驾乘意外伤害保险 C0000173231201810100894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41号

(人保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8号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福利升级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约定或调整责任期间保险条款

C00001031912018030100351

微车保•汽车延保保险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条款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电信诈骗保险条款 C0000103192201903133124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延长保修保险条款 人保财险（备-其他）[2015]主7号）

(易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 044号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程延误综合保险条款

招商信诺发[2017]144号招商信诺悦享康健两全保险条款

悦享康健返还型
定期重疾险产品组合 招商信诺发[2017]144号招商信诺附加悦享康健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招商信诺发[2016]89号招商信诺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B款条款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驾乘意外险•节假日)

商户保•资金防盗骗险

(易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 063号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航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微出行•全年航空综合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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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摩托车、拖拉机综合商业保险条款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

微车保•车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单程提车商业保险条款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法定节
假日限额翻倍险条款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损失保险（IACJQL0001）
条款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 银保监许可〔2018〕795号；银保监许可〔2018〕902号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附833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超龄人员保险条款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福利版)；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节日版)；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基础版)；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精英版)；
微车保•驾乘意外险 (特惠版)；

微车保•百万驾乘无忧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交通出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A款）；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B款）条款

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56号；
C00000232312018092902961；
人保财险（备-健康）[2015]附88号

微车保•驾乘无忧A款
微车保•驾乘无忧B款 中国大地保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医疗保险条款 C000010325220190722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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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入平安驾驶员意外伤害保险A型条款
（2014版）；
个人公共交通意外伤害保险A型条款（2014版）；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B款）；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法律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微车保•驾乘无忧
（超级精英版）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主36号；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主34号；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附8号；
C00001232322018080306571；
C00001232112017090500262

全民保•社保补充癌症险 中华财险癌症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 C00001232512019090608992

孝亲保•高保额寿险；
孝亲保•高保额寿险（返还版）

国华真爱定期寿险条款；
国华真爱两全保险条款

国华寿发[2019]474号；
国华寿发[2019]474号

微车保•驾乘无忧A款；
微车保•驾乘无忧B款；
微车保•驾乘无忧C款；
微车保•驾乘无忧D款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行无忧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住院津贴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节假日及双休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救护车费用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面部整容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51号；
（大地财险）（备-健康）[2015]（主）5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54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62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5]（附）58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号

微医保•终身重疾险 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A款）；
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B款）

人保寿险发[2019] 471号-1；
人保寿险发[2019] 471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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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年龄扩展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扩展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费分期支付特约保险条款

护身福•少儿意外险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0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5号；
大地（备案）[2009]N19号；
C00001032522019072200801；
C0000103192201909230871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预防接种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扩展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骨折及关节脱位津贴保险条款；
附加预防接种失效津贴保险条款；
附加年龄扩展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费分期支付特约保险条款

护身福•少儿意外险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0号；
（大地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23号；
C00001032522019072200801；
C00001032522019072200781；
大地（备案）[2009]N19号；
C00001032322019072603532；
C00001031922019072603612；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5号；
C0000103192201909230871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预防接种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扩展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骨折及关节脱位津贴保险条款；
附加预防接种失效津贴保险条款；
监护人责任保险（2012版）条款；
附加年龄扩展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费分期支付特约保险条款

护身福•少儿意外险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0号；
（大地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23号；
C00001032522019072200801；
C00001032522019072200781；
大地（备案）[2009]N19号；
C00001032322019072603532；
C00001031922019072603612；
（大地财险）（备-责任）[2012]主15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5号；
C00001031922019092308711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附加扩展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骨折及关节脱位津贴保险条款；
监护人责任保险（2012版）条款；
附加年龄扩展特约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费分期支付特约保险条款

护身福•少儿意外险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4]（主）20号；
C00001032522019072200801；
C00001032522019072200781；
大地（备案）[2009]N19号；
C00001032322019072603532；
（大地财险）（备-责任）[2012]主15号；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5号；
C00001031922019092308711

clause/other/66.pdf
clause/other/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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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国华真爱定期寿险条款孝亲保•孝顺金寿险 国华寿发[2019]537号

微车保•中华驾乘意外险

国华真爱定期寿险条款孝亲保•高保额寿险 国华寿发[2019]537号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轻症疾病保险条款微医保•重疾险 C0001993262201901240512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癌症医疗保险条款（B款）微医保•中老年癌症医疗险 C00000232512019110800482

易安个人航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9版)；微出行•全年百万航意险；
微出行•单次千万航意险；
微出行•全年千万航意险

C00020532312019110404851；

国华附加真爱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孝亲保•高保额寿险 国华寿发[2019]516号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入平安驾驶员意外伤害保险A型条款
（2014版）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主36号

个人公共交通意外伤害保险A型条款（2014版）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主34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B款） 中华联合(备-意外)[2013]附8号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C00001232322018080306571

易安附加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额分项调整保险条款 C00020532322019080602152

clause/other/70.pdf
clause/other/70.pdf
clause/other/71.pdf
clause/other/72.pdf
clause/other/73.pdf
clause/other/74.pdf
clause/other/75.pdf
clause/other/76.pdf
clause/other/77.pdf
clause/other/78.pdf
clause/other/79.pdf


销售产品名称 备案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号/注册号 

安盛天平执业医护人员特定疾病保险条款医护保•新冠肺炎特别版 C00007832612020012822502

微医保•免费新冠肺炎保障金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定传染病危重症疾病保险
（公益项目）A款微医保•免费新冠肺炎保障金 C00019932612020020300071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定传染病危重症疾病保险
（公益项目）B款 C00019932612020020300081

clause/other/80.pdf
clause/other/81.pdf
clause/other/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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