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第三方网络平台清单

第三方网络平台全称 第三方网络平台网址 业务合作范围

淘宝网
www.taobao.com、
www.aliexpress.com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信用保证险、其他

众安保险天猫旗舰店 zhongan.tmall.com 财产损失险、责任险、意健险、其他

乐动力 www.ledongli.cn、乐动力APP 意健险

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qunar.com、去哪儿旅行APP、去

哪儿网微信公众号、去哪儿网小程序
意健险、其他

深圳市赢众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www.xiaoying.com、小赢卡贷APP、

小赢钱包APP
信用保证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小米网、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mi.com 意健险、责任险

携程旅游网 www.ctrip.com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支付宝 www.alipay.com
财产损失险、信用保证险、意健险、责任险

、其他

聚划算 ju.taobao.com 信用保证险、责任险、其他

蘑菇街 www.mogujie.com/App 意健险、其他、财产损失险

极有家 www.jiyoujia.com 信用保证险、其他

1688 www.1688.com 信用保证险

小猪 www.xiaozhu.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creditcard.ecitic.com、中信信用卡APP

、动卡空间APP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其他

海绵保 http://e.bigins.cn 意健险

江苏孩子王实业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途虎养车网 www.tuhu.cn 意健险、信用保证险

旅游卫士 - 一站式旅行保险 www.weebao.com 意健险

中国东方航空官方网站 www.ceair.com 其他

安馒保险网 www.ambaoxian.com 意健险

51信用卡
www.u51.com、51信用卡管家APP、

51人品贷APP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信用保证险

汉口银行直销银行（APP） www.hkbchina.com、汉口银行APP 信用保证险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bestpay.com.cn、翼支付APP 信用保证险、责任险、意健险、其他

寺库网、寺库奢侈品APP www.secoo.com 信用保证险

【保险人】手机APP、【向日葵】微信公众
号

www.xiangrikui.com 意健险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www.dji.com 责任险、财产损失险

杭州今元标矩科技有限公司 www.joyowo.com 意健险、责任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www.4008855855.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安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anyi-tech.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豹云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www.iyunbao.com、I云保APP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泛宇精泰科技有限公司 www.hsohealth.com 意健险

魅族 www.meizu.com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

腾讯手机管家 m.qq.com 信用保证险

苏宁 www.suning.com、jinrong.suning.com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

微信 微信“信用卡还款”入口 财产损失险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华为运动健康APP 意健险

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ctrip.com 意健险、其他、财产损失险

http://www.bestpay.com.cn、翼支付APP
http://www.suning.com、jinrong.suning.com
http://www.u51.com、51信用卡管家APP、51人品贷APP
http://www.hkbchina.com、汉口银行APP
http://www.ctrip.com
http://www.iyunbao.com、I云保APP
http://www.anyi-tech.com
http://www.4008855855.com/
http://www.joyowo.com
http://www.dji.com
http://www.xiangrikui.com
http://www.ambaoxian.com/
http://www.ceair.com
http://www.weebao.com
http://www.tuhu.cn
http://e.bigins.cn/
http://www.ledongli.cn、乐动力APP
http://www.taobao.com、www.aliexpress.com
http://www.qunar.com、去哪儿旅行APP、去哪儿网微信公众号、去哪儿网小程序
http://www.xiaoying.com、小赢卡贷APP、小赢钱包APP
http://www.mi.com
http://www.alipay.com
http://www.ctrip.com


众诚泰保险经纪 www.qunar.com 意健险、其他

北京小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jr.mi.com、小米金融APP、小米金融微

信公众号、小米保险（公众号）、
www.miinsurtech.com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车险

黎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hemanman.com、

www.lm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新一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xyz.cn，www.lvxingx.com，

www.xyzstatic.com，
www.puretravelling.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同程旅游 www.ly.com 意健险

招商海达远东保险经纪 www.sf-express.com/cn/sc/ 意健险、责任险

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魅族手机钱包app 意健险

北京凤凰理理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fengjr.com 意健险

福建健康之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jkzl.com、健康之路APP、
www.yihu.com、“小薇健康”、“健
康之路”、“小薇保保”、“小薇优选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天医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www.yyaai.com 责任险

陕西维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baifm.cn 车险

钱宝网 钱宝APP 意健险

上海喔噻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shouqianba.com 责任险

苏宁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jinrong.suning.com、

www.suning.com、苏宁金融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huaruisales.com、华瑞保险（公

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17doubao.com、

www.tdbxjj.com、天道经纪（支付宝小
程序）

意健险、责任险、车险

年安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nabxcn、www.nabx.cn、

年安保险超市（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上海新概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imdada.cn、www.xgnins.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众友邦科技有限公司 www.bang81.com 车险

北京复方科技有限公司 www.fu-fang.com/ 意健险

国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omefinance.com.cn、公众号、
m.gomelife.com、国美保险微信公众

号，美云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APP 信用保证险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湘江 信用保证险

华米（北京）信息科技有效公司 www.huami.com 意健险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6.cainiao.com 意健险

上海星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unistar-ins.com、
www.unistarhealth.cn、

www.unistarhealthy.com、“行者保”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责任险

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aalib.com.cn、保游网APP、全联

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车险

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cib.com.cn:8080/CHN/Home/I

ndex.as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东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seth.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美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ercer.com.cn、www.mej.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卫士互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weebao.com/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http://www.cseth.com
http://www.mercer.com.cn、www.mej.cn
http://www.gomefinance.com.cn、公众号、m.gomelife.com、国美保险微信公众号，美云保微信公众号
http://www.xyz.cn，www.lvxingx.com，www.xyzstatic.com，www.puretravelling.com
http://www.aalib.com.cn、保游网APP、全联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unistar-ins.com、www.unistarhealth.cn、www.unistarhealthy.com、“行者保”微信公众号
http://www.jkzl.com、健康之路APP、www.yihu.com、“小薇健康”、“健康之路”、“小薇保保”、“小薇优选”微信公众号
http://www.fu-fang.com/
http://www.bang81.com
http://www.imdada.cn、www.xgnins.com
http://www.17doubao.com、www.tdbxjj.com、天道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huaruisales.com、华瑞保险（公众号）
http://www.baifm.cn
http://www.yyaai.com/
http://www.ly.com/
http://www.chemanman.com、www.lmbaoxian.com
https://jr.mi.com/
http://www.qunar.com


中联金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zljagroup.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腾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afbx.com、www.afubx.com、

www.tenbent.com、保险帮帮APP、腾
保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责任险、车险、财产损失险

鼎力（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dinglibaoxian.com，
www.tuxingjyb.com，
www.tuxingjyb.cn，

www.dushijinyuan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国福家庭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www.gffi.cn、www.baoleiwang.com 意健险、责任险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kunlunrisk.com，www.kli.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宁波骏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jc-broker.com、骏诚优生活公众

号、有享云商城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方胜磐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fescorock.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基力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156365.com 意健险、责任险、车险、财产损失险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xyinsure.com,www.100b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hbmeilian.com、
www.meilianyougou.com、

www.11048.cn、www.haoins.com、
美联盛航代理（支付宝小程序）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鼎立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dlbxjj.com 意健险、责任险

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51tsbx.com、国安e保（公众号）

、贝壳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中安风尚（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diditaxi.com.cn、

www.xiaojukeji.com、滴滴出行app
意健险

名阳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www.mingyanghome.com、保商超展

业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泛华世纪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深圳美臣泰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baoxian828.cn、保交汇（公众

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广东神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gd-shenhua.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aoinsurance.com、保通保险代

理（支付宝小程序）、保通宝（公众
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其他

敏梅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xzg.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泛华卡富斯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fanhuaholdings.com/ 意健险、责任险

安然（天津）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ebtins.com/insurance/product/i

ndex.shtml、www.baoko.cn、保库
（支付宝小程序）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深圳市美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lbroker.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 www.xa-onlin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hkbxdl.net/home.html、华康云

APP、华康云服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泰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taihe520.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fenqile.com 信用保证险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ly.com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财产损失险

安邦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anbangonline.com、安邦国际

（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鼎盛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ds-insure.com、漫道保险商城（公众

号）、www.dingshenginsuranc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世纪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bj-cib.com 意健险、责任险

http://www.anbangonline.com、安邦国际（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gffi.cn、www.baoleiwang.com
http://www.diditaxi.com.cn、www.xiaojukeji.com、滴滴出行app
http://www.ebtins.com/insurance/product/index.shtml、www.baoko.cn、保库（支付宝小程序）平台
http://www.kunlunrisk.com，www.kli.cn
http://www.hbmeilian.com、www.meilianyougou.com、www.11048.cn、www.haoins.com、美联盛航代理（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taihe520.cn/
http://www.hkbxdl.net/home.html、华康云APP、华康云服微信公众号
http://baoxian.com/
http://www.mingyanghome.com、保商超展业APP
http://www.baoxian828.cn、保交汇（公众号）
http://www.gd-shenhua.com/
http://www.fanhuaholdings.com/
http://www.bxzg.cn/
http://www.xa-online.com/
http://www.mlbroker.com/
http://www.baoinsurance.com、保通保险代理（支付宝小程序）、保通宝（公众号）
http://www.jc-broker.com、骏诚优生活公众号、有享云商城微信公众号
http://www.51tsbx.com、国安e保（公众号）、贝壳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xyinsure.com,www.100bbx.com/
http://www.156365.com/
http://www.fescorock.com/
http://www.afbx.com、www.afubx.com、www.tenbent.com、保险帮帮APP、腾保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dinglibaoxian.com，www.tuxingjyb.com，www.tuxingjyb.cn，www.dushijinyuanbao.com


中驰保险代理（北京）有限公司
www.zc-insurance.com、君宁保（公

众号）、www.zcbaoxian.com、中驰保
险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嘉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www.jia-xin.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山东绿叶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www.luyemedical.cn 意健险

重庆冠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gania.cn，www.gybx.net.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易享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www.17weilai.com、易享未来（公众

号）
车险

恒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engdainsurance.com、恒大保
险微信公众号、恒大保险经纪（支付宝

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博亿达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bydbxxs.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pengchengbaoxian.com、兔保
长（公众号）、鹏诚投保（支付宝小程

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湖南鑫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nxintai.com 意健险、责任险

鲲鹏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www.baoxian72.com、妙手医生APP、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责任险

汇金永信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hjyxbx.com、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深圳市国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uokang.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国联（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lgdyl.com，

www.glyl.com.cn，www.glic.com.cn
意健险、责任险

中惠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惠保天下微信公众号、惠保天下app、

www.zhonghuicn.com、
www.huibaotianxia.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hsbank.com.cn 财产损失险

联通支付有限公司
epay.10010.com/wop、沃百富APP、

沃支付APP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信用保证险

上海丞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schengle.com 车险

壹行天下 www.1bus.net 意健险

北京众鸣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www.babytree.com 意健险

成都乐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咕咚APP 意健险

广州动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乐心运动APP 意健险

安徽省志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quanmama.com 意健险

杭州互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beibei.com 意健险

深圳万商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wanshangshop.com 意健险

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hengbanginsurance.com、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联创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51lcbx.com、秒保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泰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taiyuan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auto1768.com、盛大车险（公众
号）、盛世大联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广东宏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qschou.com 意健险

保多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sdbao.com、“水滴保险商城”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全天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qth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润安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runan-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捷汨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www.su-fenqi.com 意健险

爱卡汽车爱宝险成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xcar.com.cn 意健险

雷耀光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www.thunderlightningtech.com 责任险、意健险

中盛融安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www.zsra.com.cn、www.zbins.com 意健险、责任险

http://www.baoxian72.com、妙手医生APP、微信公众号
http://www.17weilai.com、易享未来（公众号）
http://www.zc-insurance.com、君宁保（公众号）、www.zcbaoxian.com、中驰保险微信公众号
http://www.hengdainsurance.com、恒大保险微信公众号、恒大保险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hjyxbx.com、公众号
http://www.pengchengbaoxian.com、兔保长（公众号）、鹏诚投保（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zsra.com.cn、www.zbins.com
http://www.thunderlightningtech.com
http://www.xcar.com.cn
http://www.runan-ib.com
http://www.qthbx.com/
http://www.sdbao.com、“水滴保险商城”微信公众号
http://www.qschou.com
http://www.auto1768.com、盛大车险（公众号）、盛世大联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taiyuanbx.com
http://www.51lcbx.com、秒保APP
http://www.hengbanginsurance.com、APP
http://www.wanshangshop.com/
http://www.babytree.com
http://www.schengle.com
http://www.hsbank.com.cn
https://epay.10010.com/wop/
http://www.glgdyl.com，www.glyl.com.cn，www.glic.com.cn
http://www.zhonghuicn.com，www.huibaotianxia.cn
http://www.gania.cn，www.gybx.net.cn


北京华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baohuaxia.com、
www.wanengins.com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银河时空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yinhebaoxian.com 意健险、责任险

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jinheisc.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方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jhjfund.com、公众号、

www.fdsur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诚安达保险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www.chinachanda.com、

shop.chinachanda.com、诚安达保险
销售（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浙江国茂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mibc.com 意健险、责任险

和诚安心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anxinbaoxiao.com、和诚安心保

（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保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ebxdl.com、保尔（支付宝小程

序）、保尔保代（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颖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yinghaibaodai.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同昌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yntcib.com、www.tcicb.com 意健险、责任险

捷付睿通股份有限公司 www.mipay.net 责任险

深圳市汇庄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点点官微 信用保证险

广东市德盈华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dowinjwj.com、
www.jwanjia.com、
www.fmwallet.com   

意健险

上海君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ztwfin.com 车险

北京行圆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qichedaquan.com 车险

鑫宝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 车险

飞友科技有限公司
www.feeyo.com、www.variflight.com

、飞常准APP
意健险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ele.me 信用保证险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www.chinaums.com 信用保证险

深圳市活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www.133.cn/gaotie.html 意健险

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10jqka.com.cn、同花顺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深圳三代人科技有限公司
“小豆苗”APP，“疫苗小豆苗”微信

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smzdm.com 意健险

嘉泽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91so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lexin-bx.com、乐信保险微信公众

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zlbroker.com 意健险、责任险

传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kuoyu888.com 意健险、责任险

鼎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dd-advisor.com、biz.dd-

advisor.com、鼎鼎在线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汇新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huixinbaoxian.com、

www.huixin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正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xiaobaibao.com、小白保险（公

众号）、www.myrc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下厨房 www.xiachufang.com 其他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www.allinpay.com 意健险

广州法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多问律师端APP 责任险

上海森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senhaobx.com、森昊保险服务

（支付宝小程序）
车险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kbao123.com 意健险

http://www.senhaobx.com、森昊保险服务（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huixinbaoxian.com、www.huixinbx.com
http://www.bebxdl.com、保尔（支付宝小程序）、保尔保代（公众号）
http://www.10jqka.com.cn、同花顺APP
http://www.lexin-bx.com、乐信保险微信公众号
http://www.dd-advisor.com、biz.dd-advisor.com、鼎鼎在线微信公众号
http://www.anxinbaoxiao.com、和诚安心保（公众号）
http://www.chinachanda.com、shop.chinachanda.com、诚安达保险销售（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xiaobaibao.com、小白保险（公众号）、www.myrcib.com
http://www.jhjfund.com、公众号、www.fdsure.com
http://www.kbao123.com/
http://www.smzdm.com/
http://www.chinaums.com/
http://www.ele.me/
http://www.feeyo.com、www.variflight.com、飞常准APP


车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chetimes.com、
www.cheche365.com、车车（公众

号）、车车车险（APP）、车保易（公
众号）、车保易（APP）

车险、意健险、责任险

泰昌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泰昌保险（微信公众号）、

www.zuzuche.com、www.itcbx.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zhongmin.cn；

www.00.com.cn；www.insurance-
china.com

车险、意健险、责任险、财产损失险

宝信通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baotongbx.com、宝信通保险销
售服务（公众号）、宝信通保险（支付

宝小程序）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shengyuanxiang.com/index.ht
ml、保易投（APP）、圣源祥保险代理

（支付宝小程序）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诚炜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zjcaboo.com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中诚华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aoboaxian.net.cn、
www.haobaoxian.com.cn、好保险

（公众号）、www.71gj.com.cn、杏仁
保险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uize.com、

www.baoyuntong.com、
www.qixin18.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广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guangtai-bd.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天圆地方（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ly.com、www.aigobo.cn、同程

旅游APP
意健险、责任险、财产损失险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mingya.com.cn、700度APP、

www.700du.cn
意健险

阳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99weiyun.com、阳光保代（支付

宝小程序）
车险

中瑞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 车险、意健险、责任险

深圳腾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feirenbao.com、

www.tempusinsuranc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盛世创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12354.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深圳市全利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szqlbx.com、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大树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bigtreebroker.com、大树保险经

纪（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车险

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aibang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青岛海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haierbx.net、全掌柜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深圳立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li-an.cn、www.lianbxgj.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bxw99.com、

www.baigebao.com、
www.baigebai.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auib.com.cn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无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kaixin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uzai.com 其他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sib.cn 意健险

帮帮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58insure.com、
www.ukb360.com、58同城APP、58到
家APP、神奇保APP、帮帮保代（支付宝

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http://www.bigtreebroker.com、大树保险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chetimes.com、www.cheche365.com、车车（公众号）、车车车险（APP）、车保易（公众号）、车保易（APP）
http://www.mingya.com.cn、700度APP、www.700du.cn
http://www.haierbx.net、全掌柜APP
http://www.zjcaboo.com
http://www.ly.com、www.aigobo.cn、同程旅游APP
http://www.99weiyun.com、阳光保代（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haoboaxian.net.cn、www.haobaoxian.com.cn、好保险（公众号）、www.71gj.com.cn、杏仁保险公众号
http://www.shengyuanxiang.com/index.html、保易投（APP）、圣源祥保险代理（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58insure.com、www.ukb360.com、58同城APP、58到家APP、神奇保APP、帮帮保代（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li-an.cn、www.lianbxgj.com
http://www.aibangbaoxian.com/
http://www.szqlbx.com、公众号
http://www.guangtai-bd.com
http://www.baotongbx.com、宝信通保险销售服务（公众号）、宝信通保险（支付宝小程序）


向日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网”微信公众号、“向日

葵保险网”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广东天泽阳光康众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www.968309.com 意健险

玖富悟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www.9fwukong.com 意健险

北京玖富美好科技有限公司
www.9fmeihao.com、

www.9fplus.com、玖富美好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泓华诊所有限公司 www.oasisapp.cn 意健险

广州市骑鹅游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版
权所有

www.igola.com 意健险、其他

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www.edaijia.cn 意健险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www.travelsky.net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手机卫士APP 责任险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51rp.com 意健险、其他

飞猪 www.fliggy.com 意健险、其他

广州力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zuzuche.com 意健险

湖南懒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www.lanmao.cn 意健险、责任险

晓程序（深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众安杏仁派公众号、杏仁派小程序、“

晓程序同盟”微信公众号
信用保证险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hizom.cn、www.baobaokj.com

、熊猫保保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美华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un29.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祁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qianjingji.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zhongzhiwp.com.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rxig.com、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rhib.csg.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广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aib.com.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浙江天睿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tianr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东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dribco.com、
www.edongrun.net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广核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cgnib.com 意健险

洲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iibc.com.cn、

www.xingrongy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37e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hgbaoxian.com、

www.hgbaoxian.cn、恒快保APP、公
众号、qy.hg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梧桐树保险网微信公众号、梧桐树保险

网APP、www.wts999.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众信易诚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zxyicheng.com、

www.zybail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uatai-serv.com 意健险、责任险

上海诚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lib.cn 意健险

北京中天嘉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mbaoxian.com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瑞金恒邦保险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www.rjhbinsur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湖南中联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zlbxjj.com 意健险、责任险

上海明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dcare.com.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诺亚荣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noahglory.com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微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vifibroker.net 意健险、责任险

泰然保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baibei100.com、APP、泰然保险

超市：www.tairan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中捷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zjbxjj.com、捷保APP 意健险

http://www.9fmeihao.com、www.9fplus.com、玖富美好APP
http://www.hgbaoxian.com、www.hgbaoxian.cn、恒快保APP、公众号、qy.hgbaoxian.com
http://www.hizom.cn、www.baobaokj.com、熊猫保保app
http://www.zjbxjj.com、捷保APP
http://www.baibei100.com、APP、泰然保险超市：www.tairanbaoxian.com
http://www.vifibroker.net/
http://www.noahglory.com/
http://www.mdcare.com.cn/
http://www.zlbxjj.com/
http://www.rjhbinsure.com/
http://www.mbaoxian.com/
http://www.clib.cn/
http://www.huatai-serv.com/
http://www.zxyicheng.com、www.zybailian.com
http://www.wts9999.cn/
http://www.37ebao.com/
http://www.iibc.com.cn、www.xingrongyao.com/
http://www.cgnib.com/
http://www.dribco.com、www.edongrun.net/
http://www.tianrx.com/
http://www.gaib.com.cn/
http://rhib.csg.cn/
http://www.rxig.com、公众号
http://www.qianjingji.cn/
http://www.un29.com
http://www.9fwukong.com/


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ksghi.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赛福哈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safehab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willis.cn 意健险、责任险

上海亚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apiash.com、
www.yataiinsur.com

意健险、责任险

卫盈联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www.wolaidai.com、我来贷APP、微信

公众号及H5页面
其他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保全通微信公众号 责任险

广东壹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www.111.com.cn 意健险

深圳市买买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maimaiti.cn/wallet/website/ind

ex.html
意健险

爱动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www.ptbchina.com 意健险

华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uarun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中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51joying.com/Web/Account/Pa

geIndex.aspx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隽天保险经纪（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www.fanhaiol.com 意健险、责任险

寰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ulti-ocean.com、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泛海在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fanhaiol.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深圳市曾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saodd.com 意健险

上海保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baobao18.com 车险

北京车与车科技有限公司 www.cheche365.com 车险

深圳鼎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ubi001.com 车险

深圳微丰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cnbaoxh.com 车险

霍尔果斯全能保科技有限公司 APP 车险

南京一滴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milibx.com 车险

众推广 open.zhongan.com 意健险、责任险

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www.alihealth.cn 意健险

北京金生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huofar.com 意健险

上海根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k.ivc66.com 意健险

乐约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乐约健康微信公众账号 意健险

深圳众联商务有限公司 点点APP 信用保证险

北京闪银奇异科技有限公司 www.wecash.net 信用保证险

厦门趣店科技有限公司 www.qudian.com 信用保证险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mp.qq.com 财产损失险

深圳市丰收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fengshou-ins.com 意健险、责任险

唯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weichengbx.com、诚宝(支付宝

小程序)、唯众保（公众号）
车险

新华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qiye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寰宇保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pacificprime.cn 意健险

永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ybao.com.cn、APP、公众号、永

保车险（支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浙江环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s-ib.com、www.zgbxjj.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大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kbao123.com、

www.91datong.com、快保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融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融科君
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原子贷APP、www.yuanzidai.com 信用保证险

上海赢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yingketech.com 车险

上海唯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1234ye.com 车险

江苏润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润保科技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 车险

杭州乐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lefit.com 意健险

http://www.weichengbx.com、诚宝(支付宝小程序)、唯众保（公众号）
http://www.multi-ocean.com、公众号
http://www.kbao123.com、www.91datong.com、快保APP
http://www.lefit.com/
http://www.hs-ib.com、www.zgbxjj.com
http://www.ybao.com.cn、APP、公众号、永保车险（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qiyebx.com/
http://www.fengshou-ins.com
http://www.51joying.com/Web/Account/PageIndex.aspx
http://www.ptbchina.com/
http://www.maimaiti.cn/wallet/website/index.html
http://www.apiash.com、www.yataiinsur.com/
http://www.willis.cn/
http://www.safehabo.com/
http://www.ksghi.com/


深圳市一收呗网络有限公司 www.zonbank.cn 意健险

定律安侯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anhou.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zhonganib.com，众安在线经纪
微信公众号、众安在线经纪（支付宝小

程序）
意健险、责任险、车险、财产损失险

百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joysonin.com、“百瑞保险经纪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签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visa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秦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PP 信用保证险

上海菲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行者骑行APP、行者公众号、

www.365niannian.com
意健险

盛世合众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ssinsure.cn、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太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btaihangjj.com 意健险、责任险

宇泰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www.safeinsurebroker.com 意健险、责任险

成都创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zbxjj.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海腾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公众号、www.ht-insuranc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深圳中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zrbx.com 意健险

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www.ifastps.com.cn 意健险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爱奇艺APP 意健险

享医（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360worldcare.com、360国际医
疗网微信公众号、360国际医疗网个人会
员微信公众号、360国际医疗网医生会员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三夫户外运动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三夫团建微信公众账号 意健险

北京掌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www.weshare.com.cn 信用保证险

沃支付 沃钱包APP 信用保证险

广东合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exiangbx.com、公众号：领宝财

富通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安润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www.anrunguoji.com、金箍棒保险

（公众号）、安润保险经纪（支付宝小
程序）

车险

佳兆业建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kaisajk.com、佳兆业建科保险经

纪（公众号）
意健险、责任险

华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华明保险（公众号） 车险

富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富尔保险（公众号）、www.fuer-

china.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升华茂林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maolinbaoxian.com、E淘保微信

公众号、升华茂林微信公众号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阳光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
www.itechsunshine.com、

www.riskeys.com、
www.airiskeys.com

责任险、意健险

爱财科技有限公司 www.aiyoumi.com 信用保证险

重庆天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www.tianzunins.com 责任险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www.carrefour.com.cn、家乐福中国微

信服务号
信用保证险

上海仁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ww.renketech.com 车险

上海懿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都保吧APP、www.yijiutong.cn、久保

（APP）、久保（支付宝小程序）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公众号 车险

厦门建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baoxian.henzcnd.com、建发保险服务

（公众号）、www.insurcnd.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华创明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mindinsur.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http://www.zhonganib.com，众安在线经纪微信公众号、众安在线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itechsunshine.com、www.riskeys.com、www.airiskeys.com
http://www.maolinbaoxian.com、E淘保微信公众号、升华茂林微信公众号
http://www.mindinsur.com/
http://www.carrefour.com.cn、家乐福中国微信服务号
http://www.tianzunins.com/
http://www.kaisajk.com、佳兆业建科保险经纪（公众号）
http://www.anrunguoji.com、金箍棒保险（公众号）、安润保险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hexiangbx.com、公众号：领宝财富通
http://www.zrbx.com
https://cps.365niannian.com/channel/xingzhe
http://www.joysonin.com、“百瑞保险经纪”微信公众号
http://www.anhou.com/


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小雨伞保险APP、小雨伞保险微信公众

号、www.xiaoyus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真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generaliagency.cn、微信公众

号：“真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真意
风险管家”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怡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怡和JLT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国信蓝海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greatlakeins.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未来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www.fangxinjiefxj.com 信用保证险

上海好卓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优健康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小嘉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www.babytree.com、宝宝树孕育APP 意健险、车险

深圳普惠快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www.pohoocredit.com、公众号 信用保证险

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oneplus.cn 财产损失险

百度百聘 zhaopin.baidu.com 责任险

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www.ctrip.com 意健险

华成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hc-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xib.com.cn 意健险

鑫能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gfis.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浙江国茂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mibc.com 意健险、责任险

中民瀚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c-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aon-cofco.com.cn 意健险

兴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xminsuber.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甜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estpay.com.cn、翼支付APP、
甜橙保险（公众号）、

https://h5.bestpay.com.cn/subapps/i
nsurance-h5/index.html#/homes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车险

武汉久乐科技有限公司 久乐微信公众号、App 意健险

北京光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没事儿365（公众号）、光华经纪（支付

宝小程序）
车险

国信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xu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优保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优保联（公众号） 车险

里贤（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国安社区湖北（微信订阅号） 车险

沃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www.woyunsoft.com 车险

上海师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shiyugroup.com、车百问APP 车险、意健险

杭州贝融科技有限公司 www.beidai.com 信用保证险

腾讯视频 tencentmovie.com、腾讯视频APP 财产损失险、意健险

米其林乘用车轮胎 米其林乘用车轮胎微信公众号 责任险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cmpay.com 信用保证险

氪空间（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氪空间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世捷开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shijiekaiyu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上海灿谷投资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灿谷金服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邯郸市民卡有限公司 邯郸市民卡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市咚咚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家在深圳APP 意健险

凡普金科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www.anymai.com.cn 信用保证险

四川天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55ty.com.cn、天源保险经纪（支

付宝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天津华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车旺大卡APP 车险

深圳蔚蓝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蓝保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深蓝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蓝保频道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简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简七理财公众号 意健险

霍尔果斯简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简保君公众号 意健险

http://www.55ty.com.cn、天源保险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generaliagency.cn、微信公众号：“真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真意风险管家”
http://www.shiyugroup.com、车百问APP
http://www.gxuib.com
http://www.bestpay.com.cn、翼支付APP、甜橙保险（公众号）、https://h5.bestpay.com.cn/subapps/insurance-h5/index.html#/homes
http://www.xminsuber.com/
http://www.aon-cofco.com.cn/
http://www.hc-ib.com/
http://www.gmibc.com/
http://www.gfis.cn/
http://www.hxib.com.cn/
http://www.hc-baoxian.com/
http://www.greatlakeins.com/
http://www.xiaoyusan.com/


上海肯歌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保瓶儿公众号 意健险

广州萌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妈咪研究院公众号 意健险

杭州凡声科技有限公司 我爱多保鱼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财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保妞说险公众号 意健险

青岛一键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保不保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行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力哥理财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市财鸟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菜鸟理财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彩金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猫财经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心向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竹子说保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医160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冠储企业管理中心 陆家嘴小财女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奶爸保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奶爸保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一磊贸易有限公司 聚焦美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广州市倍儿行科技有限公司 倍儿行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U健康APP 意健险

上海旖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medfintech.com 信用保证险

连尚（新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iFi万能钥匙（极速版）APP 责任险

常州市如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如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微信订

阅号）
车险

常州州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ZHOUHUI-Business（微信订阅号） 车险

北京海伦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上品（微信服务号） 车险

淮安之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安之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微信订阅

号）
车险

淮安博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淮安博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微信

订阅号）
车险

上海佐夫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薪福利（微信服务号）、

www.leyobao.cc
车险

淮安锦鑫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锦鑫信息技术咨询（微信订阅号） 车险

淮安联宇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联宇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微信

订阅号）
车险

马鞍山前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前港金服（微信服务号）、前港观察

（公众号）
车险

江西同心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同心网络（微信服务号） 车险

天津威才科技有限公司 威才威客平台（微信服务号） 车险

湖北亿咖通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汽车APP 车险

美臣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美臣宝（公众号） 车险

信达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cindamarketing.com、复生APP 意健险

安信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ansins.cn 意健险

墨迹天气 www.moji.com 信用保证险

谛听网络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www.ultimavip.cn 信用保证险

云保共享经济科技（云梦）有限公司 云保共享平台（微信服务号） 车险

西藏优会联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优会联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微信订

阅号）
车险

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www.loyaltychina.com、“亿美汇金”

微信公众号
车险、意健险

深圳市博睿星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博睿星辰（公众号）、
www.brstars.com

车险

北京瑞宝新财科技有限公司 瑞宝新财科技（公众号） 车险

徐州恒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恒融信息（微信公众号） 车险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通华财富聚宝台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暖哇科技有限公司 暖哇科技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http://www.loyaltychina.com、“亿美汇金”微信公众号
http://www.ansins.cn


国安金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国安金超（微信服务号） 车险

天津瑞泰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瑞泰融合订阅号 车险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www.xiaojukeji.com、滴滴出行app 意健险

苏州更美互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wanmeizhensuo.com、

www.gengmeiinteractive.com、
www.gmeiapp.com

意健险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aej.com.cn、长安一家微信公众
号

意健险

易康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ekangji.com、家加保险微信公众
号、www.37duc.com、37度C健康保险

平台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国银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uoyinbx.com 意健险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yinbangbroker.com、邦小保微

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星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xinglisure.com、星利保险微信公众号

、星利保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aojinbaoxian.com 车险

西安融汇云创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融汇云创（公众号） 车险

河南安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宇通钱包（APP） 车险

北京金生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jrmf360.com、魔方金话筒（微信

公众号）
车险

广州瑞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众号：商品客栈 车险

宁波复立保险科技有限公司 复立云（微信公众号） 车险

厦门人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人立咨询（微信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青柠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松财税（微信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青云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q-yd.com、陆卡卡(微信公众号) 车险

中浩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浩华（公众号） 车险

竹千代（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竹千代（微信公众号） 车险

浙江汇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csh.hg365.com 车险

华阳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51hy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博达建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odajianyu.com、亿苗宝（小程

序）；保爱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中通阳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钱庄APP、www.ygbxjj.com、阳光保

险商城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mta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易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车友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tjjt360.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融和e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浙江核新同花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同花顺APP、“同花顺保险”微信公众
号

意健险

康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onvoy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厦门世纪康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因数健康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康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iconrey.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亚泰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yataibaoxian.com.cn、亚泰保险

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太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ntp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www.12306.cn、12306APP 信用保证险

北京众微分科技有限公司 www.zhongwf.com 信用保证险

天津海天创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天创业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优安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www.uancf.com、优安车服（公众号） 车险

杭州同声相应科技有限公司 www.tonsentech.com 车险

http://www.q-yd.com、陆卡卡(微信公众号)
http://www.uancf.com、优安车服（公众号）
http://www.jrmf360.com、魔方金话筒（微信公众号）
http://www.caej.com.cn、长安一家微信公众号
http://www.yinbangbroker.com、邦小保微信公众号
http://www.yataibaoxian.com.cn、亚泰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公众号）
http://www.cntpib.com
http://www.iconrey.com
http://www.tjjt360.com/
http://www.mtaib.com
http://www.bodajianyu.com、亿苗宝（小程序）；保爱宝（微信公众号）
http://www.baojinbaoxian.com
http://xinglisure.com/
http://www.guoyinbx.com
http://www.ekangji.com、家加保险微信公众号、www.37duc.com、37度C健康保险平台微信公众号
http://www.wanmeizhensuo.com、www.gengmeiinteractive.com、www.gmeiapp.com
http://www.xiaojukeji.com、滴滴出行app


中保科技服务孝感有限公司
www.zhongbaotech.cn、中保科技服务

微信公众号
车险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webank.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浙江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51ganjie.cn 意健险

浙江君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云集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深圳市小赢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小赢理财APP、www.xiaoying.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悠活省吧（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姨妈APP 意健险

爱海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www.xingren.com 责任险

北京天元陆兵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www.auicyh.com 责任险

浙江联玛客科技有限公司 www.zhongan.com 责任险

南京微欧科技有限公司 www.zhongan.com 财产损失险

上海闪电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zhongan.com 财产损失险

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壹钱包app 信用保证险

全景保险经纪（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www.pibb.com.cn 意健险

易才宏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企惠保微信公众号、企惠保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金保信深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hinace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陕西昊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hib.com.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大美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dameizhou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浙江点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dianwoda.com 信用保证险

宿州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申科技（微信服务号） 车险

赛伯坦（宁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赛伯坦汽车服务（公众号） 车险

天津轩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轩阳信息科技（公众号） 车险

江西省爱车乐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iclebao.com，www.iclebao.cn，

www.iclebao.net
车险

西安逸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逸享云科技（公众号） 车险

江西省吉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米信息技术（公众号） 车险

安徽能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能孚聚保（公众号） 车险

湖北宜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瑞智观察(公众号） 车险

上海奥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奥诃信息（微信公众号） 车险

嘉兴嘉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iatengtech.com 车险

江苏同满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同满信息（公众号） 车险

上海攻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玖车间（微信公众号）、
www.chebaiwen.com

车险

江西昌浔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昌浔集团（微信公众号）、

www.changxunkj.com
车险

深圳市青聚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峰财税（微信公众号）、

www.tsingju.com
车险

深圳玖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玖行财税（微信公众号）、

www.jiuxinghl.com
车险

天猫 www.tmall.com、天猫手机APP 其他、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美好九州科技有限公司 www.tychou.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必互科技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壁虎互助、壁虎互助VIP、

壁虎诺言帮、壁虎保、壁虎诺言筹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众安(深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众安糖友微信小程序、众安马上医微信

小程序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宜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最福利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天津元骏科技有限公司 金科创富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北京积沙成塔科技有限公司
www.xiaobangguihua.com、小帮规划
微信公众号、www.xiaobangtouzi.com

意健险

http://www.tmall.com、天猫手机APP
http://www.pibb.com.cn
http://www.zhongan.com/
http://www.auicyh.com
http://www.xingren.com
http://www.51ganjie.cn
http://www.webank.com


恒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yib.cn、

www.xiaobangbaoxian.com、微信公
众号：小帮保险、小帮保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安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ianguo.com、保阁（自营app）

、保花保险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金桔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金桔保险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深圳金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jsjbx.com、公众号：乐福保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车险

诺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诺承保APP、www.ncbxdl.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大证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www.dzbxjj.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深圳市华亨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亨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众

号）
车险

陕西盛世迦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迦美科技服务（微信号） 车险

上海驾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jiaucar.com 车险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众邦银行APP 意健险

北京快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xiaozhu.com、小猪APP、“小猪
订阅号”微信公众号、“小猪民宿公寓

客栈预订”小程序
意健险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运动健康APP 意健险

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 全民花GO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天津远见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www.kbao123.com 意健险

上海夏至保险咨询有限公司
www.xiazhii.com、夏至保险微信公众

号、夏至保险咨询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斑马会员 www.globalscanner.com 其他

蜜芽 www.mia.com 其他

北京马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mafengwo.cn、马蜂窝（APP） 意健险

深圳市高通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高通汇公众号 财产损失险

上海东大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www.dibchina.com、东大经纪（支付

宝小程序）
车险

北京腾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chong.qq.com 财产损失险

关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关爱保险经纪微信公众号、医邦APP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广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fbxjj.cn 意健险

北京信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xinde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杭州信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钱伴APP、快贷APP 信用保证险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www.ppdai.com 信用保证险

广东智慧新消防公众号 广东智慧新消防公众号 财产损失险

上海耕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耕余健康”微信公众号、

www.gengyujk.com
意健险

杭州骏羽科技有限公司 众e帮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乐荐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91heb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富德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www.fundsales.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合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hehuibaoxi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捷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ww.ins-agency.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福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福能宝微信公众号、www.fnbxjj.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心有灵犀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sczh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复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hinainsbrokers.com 意健险

天津市鸿宇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www.tjhydianzi.com 车险

今日头条APP www.toutiao.com 信用保证险

火山小视频APP www.huoshan.com 信用保证险

VIVO钱包APP www.vivo.com.cn 信用保证险

http://www.dibchina.com、东大经纪（支付宝小程序）
http://www.jsjbx.com、公众号：乐福保
http://www.ianguo.com、保阁（自营app）、保花保险微信公众号
http://www.chinainsbrokers.com
http://www.sczhbx.com
http://www.fundsales.cn
http://www.xindebaoxian.com


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求是同创微脉（app)、“微脉本地健康
”微信公众号、“微脉健康支付”微信

公众号
意健险

力天卓越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保网微商城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博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bwi-ib.com 意健险

诚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rccib.com 意健险

北京博瑞和铭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bxbox.cn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中天嘉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嘉E保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国信同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guoxintongyuan.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文津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wjgjib.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腾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腾晟保险（公众号）、www.tsbxdl.com 车险、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立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www.like18.com 车险

抖音短视频APP www.douyin.com 信用保证险

快手APP www.kuaishou.com 信用保证险

众安小贷APP www.zhonganxiaodai.com 信用保证险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www.qutoutiao.net 信用保证险

芜湖县墨山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墨山互联网平台（公众号）、

www.moshanweb.cn
车险

襄阳宜速科技有限公司 宜速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号） 车险

天津市华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盛达汽车（公众号） 车险

芜湖峻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峻通（公众号） 车险

安徽省云天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天明科技（公众号） 车险

南京软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云信息技术（订阅号） 车险

天长市一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免信息科技（订阅号） 车险

徐州云从电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云从电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众

号）
车险

徐州优正聚旺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优正聚旺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号） 车险

徐州兴创梦科科技有限公司 兴创梦科（公众号） 车险

江苏天保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保云（公众号） 车险

如东优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ww.chongv.cn 车险

彩虹无线（北京）新技术有限公司 彩虹汽车科技（公众号） 车险

上海莫提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ww.86daili.com 车险

浙江淘卡网络有限公司 www.taoka.cn 车险

上海直复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www.fuwin.cc，复薪企服（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尚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粤充网通（公众号） 车险

淄博佰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zbbaiya.com，佰雅信息（公众

号）
车险

汇积天下科技服务（厦门）有限公司 搜特好（公众号） 车险

小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叮铛保（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华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华盈保（公众号） 车险

深圳市七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七店QiDian（公众号） 车险

武汉博派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快一宝（公众号） 车险

骑易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骑易达服务号（公众号） 车险

龙骑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龙骑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公众号） 车险

上海财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axfin.cn 车险

郑州保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baoerbd.cn 车险

上海临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lin-glad.cn、临捷财税（公众号） 车险

上海鑫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鑫翊信息科技（公众号） 车险

北京网路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banma-inc.com 车险

北京星空合众科技有限公司 www.baozipu.com 车险

http://www.lin-glad.cn、临捷财税（公众号）
http://www.axfin.cn
http://www.guoxintongyuan.com


深圳市合众融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jdyuncha.com 车险

内蒙古义安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www.yianinsurance.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恒荣汇彬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hrhbbx.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中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reganib.com 意健险

河北中际心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心元保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上海华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51baoxianmao.com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山东车好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chdbx.com 车险

烽火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www.fhtcar.com 车险

鼎宏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www.dhis.com.cn 车险

深圳市贝恩生殖医生集团有限公司 “贝恩集团”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富美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栖美安”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上海申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591coo.com 车险

上海习意贸易有限公司 www.xilehui360.com 车险

上海信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小职姐（APP） 车险

上海意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instony.com 车险

上海我为展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我为展狂（公众号） 车险

新锐营（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www.xinruiying.com 车险

宁波中基优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汽车城（公众号） 车险

上海蒜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suanya.net 意健险

上海顺途科技有限公司 www.t163.biz 意健险

北京微聚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www.wejoydata.com 信用保证险

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www.zhuanzhuan.com 信用保证险

西藏字节跳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抖音app、今日头条app、西瓜小视频

app、火山小视频app等字节跳动媒体平
台

意健险

http://www.51baoxianm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