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保险业务信息披露 

 

披露机构全称: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披露机构简称: 泰康养老 

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网站名称：泰康养老网上商城、泰康养老企业员工

弹性福利平台 

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网站地址：http://bbc.taikang.com、

www.tanxingfuli.com 

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APP 名称：暂无 

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微信公众号名称：泰康养老 

客户服务及消费者投诉电话：400-66-95522 

机构信息披露网站地址：http://www.taikang.com/tkyl 

 

 

当前已设立二级分公司信息 
 

二级分公司名称 办公地址 电话号码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

融广场 B 座 901 室 
021-80105588-5000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

东路甲 72 号园艺新家园 103#商楼一楼 
0471-3366344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西三

办公楼 3 层 307 室 
010-85159100 

http://bbc.taikang.com/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分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3299 号长

春宏汇国际广场 1008 室  
0431-88550468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西路 1 号锦江国

际大厦 20 楼 
028-8558119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2 号天津环球金融

中心 62 层 01、16 单元 
022-23296626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423号长安大厦五

楼 
0551-62830949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5982 号舜

山园 A 座（第一大道）22 楼 
0531-81757028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南中环街 529 号 C 座 21 层 0351-4942908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号城建

大厦 20 楼 BCDEFGH 
020-38796521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分公司 

广西南宁市中柬路 9 号利海亚洲国际五号

楼 22 层 
0771-5773981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分公司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2 号恒昌大

厦 17 楼 
0991-5843156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323号泰康

人寿大厦六、七层 
025-84470870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分公司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326 号江

报传媒大厦 12 楼 
0791-82210233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分公司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 50 号军创国际商务

楼 24 层 
0311-89659039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未来路 69 号未来大厦 13 楼

1308 房 
0371-6561976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161号野风现代中心

北楼 602.603 
0571-8580817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

代科技大厦东座 15 楼 
0755-2587925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分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B 座

23 楼 
027-5075858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266号

弘林国际大厦 7 楼 
0731-85297863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分公司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25 号酒钢大厦 1

号楼 21 层 
0931-4895570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分公司 

福州市八一七中路 98 号宇洋中央金地 3

层 
0591-88013206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分公司 

贵阳市北京路 9 号贵州医科大学京玖大厦

11 楼 C 座  
1877614730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分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 355 号高登大厦 7 楼 024-22818536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28 号国际开发金融

大厦 16 层 
023-6373026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39 号开成

大厦 B 座 8 楼 
029-85560070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208号三

层 
0451-85992561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 131号金石广场写字

楼 9 楼团险部 
0871-63116319 

 

当前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详情 
 

实际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批复文号 

泰康老年孝心保障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3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少儿关爱保障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3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畅游交通工具意外保

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世纪宝贝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 C 款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2]第 151 号  

泰康女性安康重疾保障计

划 
泰康新生活 A 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2]第 151 号 

泰康少儿乐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老有福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新生活意外骨折综合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珍爱宝贝保障计划 

泰康世纪泰康住院团体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4]第 129 号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残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第 99 号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附加学生疾病住院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平台上的女性安康为 泰康新生活 A 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2]第 151 号 

高额航空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高额交通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长安行交通意外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长安亲情三口之家意外保

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3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长安温馨五口之家意外保

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3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泰康通联学生平安意外保

险 A 款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泰康通联学生平安意外保

险 B 款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

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5]21 号-1 

泰康“e 路同行”航空意外

伤害保险计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e 路同行”交通工具

意外伤害保险计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5]21 号-1 



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

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5]118 号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

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 
泰康养发[2015]116 号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

型健康保险 B 款（万能型）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B

款（万能型） 
泰康养发[2015]116 号 

畅途-泰康一路畅途保险计

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悠游新一站保险计划/7 天

出行万能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畅行新一站保险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4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A 款

（升级型）/国内游超级升

级计划 10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第 99 号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B 款

（大众型）/国内游超级升

级计划 5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第 99 号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C 款

（经济型）/国内游超级升

级计划 2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第 99 号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去哪儿航空意外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去哪儿火车意外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少儿乐”综合意外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安康万里行旅客航空意外

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老有福”意外骨折保

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新生活意外骨折综合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飞鹤 A 泰康航意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飞鹤 B 泰康航意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一路畅行 F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 e 新生活航空意外保

险 A 款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 e 新生活航空意外保

险 B 款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 e 新生活综合交通工

具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 e 新生活家庭用电保

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2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158 号-53 

山西交通意外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单程航空意外伤害保

险计划 

泰康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湖南乘意险（当次 2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湖南乘意险（当次 3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湖南乘意险（当次 5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陕西乘客意外险（方案一）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陕西乘客意外险（方案二）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陕西乘客意外险（赠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

病保险 A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A 款 泰康养发[2015]第 001 号-1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

病保险 B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B 款 泰康养发[2015]第 001 号-2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

病保险 C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C 款 泰康养发[2015]第 001 号-3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

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养发[2015]21 号-1 

泰康差旅无忧保障出行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上海易鑫科技航意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养发[2011]第 158 号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养发[2013]99 号-13 

 



当前合作保险中介机构网络平台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中民保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中民保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zhongmin.cn/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粤 ICP 备 08114724 号-2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

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5-10-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8-09-30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老年孝心保障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少儿关爱保障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畅游交通工具意外保障计

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世纪宝贝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 C 款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女性安康重疾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 A 款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少儿乐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老有福保障计划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骨折综合医疗保险 

珍爱宝贝保障计划 

泰康世纪泰康住院团体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残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学生疾病住院医疗保险 

平台上的女性安康为 泰康新生活 A 款重大疾病保险 



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新一站保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新一站保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xyz.cn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苏 ICP 备 11025489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1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0-31 

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悠游新一站保险计划/7 天出行万能

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畅行新一站保险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A 款（升级型）

/国内游超级升级计划 10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B 款（大众型）

/国内游超级升级计划 5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新一站境内旅游保险 C 款（经济型）

/国内游超级升级计划 2 天档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新生活境内旅行救援医疗保险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慧择保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慧择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hzins.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粤 ICP 备 11097712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3-12-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7-09-16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少儿乐”综合意外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少儿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安康万里行旅客航空意外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老有福”意外骨折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骨折综合医疗保险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长安 e 家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长安 e 家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s://www.caej.com.cn/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京 ICP 备 13011922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0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09-30 

长安 e 家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高额航空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高额交通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长安行交通意外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长安亲情三口之家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长安温馨五口之家意外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天津阳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上海安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风险管家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安逸科技、风险管家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anyi-tech.com，www.riskeys.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沪 ICP 备 15045728 号-1、沪 ICP 备 15045728 号

-2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0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09-30 

 

天津阳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A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A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B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B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C 款 泰康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 C 款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 

南京趣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畅途网-长途汽车票网上订票_长途汽车时刻表_汽车票

查询预订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畅途网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trip8080.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苏 ICP 备 11079920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1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0-31 

 

畅途网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畅途-泰康一路畅途保险计划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深圳市飞鹤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飞鹤航空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飞鹤航空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feihe168.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粤 ICP 备 11013909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3-03-16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9-02-16 

 

飞鹤航空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飞鹤 A 泰康航意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飞鹤 B 泰康航意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一路畅行 F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苏宁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苏宁易购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苏宁易购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suning.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苏 ICP 备 10207551 号-4、苏 B1-20130131、苏

B2-20130376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12-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1-30 

 

苏宁易购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 e 新生活航空意外保险 A 款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 e 新生活航空意外保险 B 款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 e 新生活综合交通工具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 e 新生活家庭用电保险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北京趣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津渡远游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众诚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去哪儿网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去哪儿网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qunar.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京 ICP 备 05021087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6-0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2-31 

 

去哪儿网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去哪儿航空意外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去哪儿火车意外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圆地方（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同程旅游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同程网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ly.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苏 ICP 备 09033604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11-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0-31 

 

同程旅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e 路同行”航空意外伤害保

险计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e 路同行”交通工具意外伤

害保险计划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山西亿鑫诚科技有限公司、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狸猫保险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狸猫保险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limao123.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晋 ICP 备 14004196 号-1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07-17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09-30 

 

狸猫保险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山西交通意外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联保险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海南航空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海南航空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http://www.hnair.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琼 ICP 备 05001792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5-10-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09-30 

 

海南航空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单程航空意外伤害保险计划 
泰康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湖南捷时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大巴网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大巴网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daba168.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湘 ICP 备 15011551 号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5-05-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7-05-30 

 

湖南捷时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湖南乘意险（当次 2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湖南乘意险（当次 3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湖南乘意险（当次 5 元）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西安交通信息投资营运有限公司、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西安公路客运网上售票系统 

第三方网络平台简称：西安公路客运网上售票系统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xaglkp.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陕 ICP 备 11002809 号-1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5-03-18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7-03-17 

 

西安公路客运网上售票系统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陕西乘客意外险（方案一）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陕西乘客意外险（方案二）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陕西乘客意外险（赠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医疗保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上海恒昊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古大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今日通天下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今日通天下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jinri.net.cn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沪 ICP 备 10217728 号-6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4-11-20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6-11-19 

  

今日通天下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差旅无忧保障出行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上海易鑫科技航意险 
泰康意外烧伤医疗保险 

泰康新生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allinpay.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通联支付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allinpay.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沪 ICP 备 09026459 号-19 

业务合作范围：意外伤害保险 ,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6-2-25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8-2-24 

  

通联支付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通联学生平安意外保险 A 款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泰康通联学生平安意外保险 B 款 
泰康新生活意外伤害保险 

泰康附加新生活意外津贴医疗保险 

 

 

北京容智汇博科技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好险啊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好险啊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haoxiana.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京 ICP 备 13001459 号-1 

业务合作范围：重大疾病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6-2-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9-1-31 

  

好险啊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北京鲸鹳科技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全称：BX 极客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简称：保险极客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网站地址：www.insgeek.com 

中介机构网络平台备案信息：京 ICP 备 15030724 号-1 

业务合作范围：重大疾病保险、税收优惠健康型保险 

业务合作起始日期：2016-06-01 

业务合作终止日期：2018-05-31 

  

保险极客合作保险产品情况 

 

合作保险产品实际销售名称 合作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报备名称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A 款（万能型）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B 款（万能型） 泰康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B 款（万能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