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披露

所属险种 条款名称
备案编号/注册号/报备文

件编号

健康险

附加猝死条款 众安备-健康【2014】附2号

附加原位癌补偿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4】附8号

团体门诊急诊医疗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主10号

团体住院医疗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主5号

附加突发急性疾病身故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附206号

团体疾病身故与全残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主28号

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款） 众安备-健康【2015】主27号

附加学生每日住院津贴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附247号

附加学生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附245号

附加学生补充住院医疗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附242号

附加团体轻症重大疾病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附248号

附加极短期费率扩展条款 众安备-健康【2015】附292号

糖尿病并发症手术津贴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5】主43号

附加门诊误工津贴团体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6】附27号

慢病并发症保险（A款） 众安备-健康【2016】主23号

附加个人轻度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众安备-健康【2016】附28号

附加中暑医疗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6】(附)033号

介入诊疗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44号

附加个人轻度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6】(附)044号

附加未成年人轻度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7】(附)001号

个人住院津贴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7】(主)001号

个人面部皮肤化妆品过敏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7】(主)005号

龋齿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7】(主)014号

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7】(主)015号

附加急性疾病猝死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7】(附)006号

附加个人特定严重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7】(附)008号

个人住院医疗保险（支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7】(主)020号

附加免赔额豁免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01号

个人恶性肿瘤医疗保险(2017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8】(主)001号

个人综合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03号

近视眼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07号

个人恶性肿瘤赴日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09号

个人住院医疗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11号

个人恶性肿瘤疾病保险(2018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13号

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18版) C00017932512018073010882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中老年人特定
疾病保险

C0001793262201808030664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年龄扩展保险 C00017932622018080613762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指定疾病特需
医疗扩展保险

C00017932522018080714532

个人轻症疾病保险 C00017932612018080714542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C00017932612018080714552



健康险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扩展质子重离
子医疗保险

C00017932522018080816342

团体住院综合医疗保险 C00017932512018080800011

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症保险 C00017932612018092703302

个人恶性肿瘤医疗保险(2018版) C00017932512018101500112

孕妇及新生儿综合医疗保险 C00017932512018101800631

个人住院综合医疗保险 C00017932512018102200642

胎儿染色体异常医疗综合保险 C00017932512018110907471

个人重大手术住院津贴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1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支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2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轻症疾病
保险（支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0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综合医疗
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2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共享平台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3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2019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3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特定严重疾病
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2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轻度疾病
保险（共享平台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0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轻度疾病
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0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免赔额豁免保
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0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指定疾病特需
医疗扩展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0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慢性肾病疾病
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2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疾病身故与疾
病全残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3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高端医疗保险
（C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2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恶性肿瘤特定
药品费用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3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恶性肿瘤赴日
治疗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3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恶性肿瘤特定
药品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1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一百种重大疾
病保险（支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1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五十种轻
症疾病保险（支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02号



健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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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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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2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特定心脑血管
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2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特定恶性肿瘤
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2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免赔额调整保
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1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重大疾病保险
(2019版)

C00017932612019032134892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轻症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3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借款人轻度疾
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1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恶性肿瘤赴美
治疗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3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团体中症疾病
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1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女性个人特定
严重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1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女性特定疾病
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3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男性个人特定
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附)01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健康险保费分
期缴付条款(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1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津贴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综合医疗
保险（慢性病扩展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失能收入保险 (众安在线)(备-失能保险)【2019】(主)04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少儿门急诊医疗保
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综合医疗保险
(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综合医疗
保险（甲状腺结节扩展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特定肝脏疾病
保险

C0001793261201906060858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成年人危重手足
口病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61号

众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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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26号



健康险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扩展质子重离
子医疗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2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A
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4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住院津贴
团体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2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意外医疗
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食物中毒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优健医疗保险
（D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意外伤害
住院津贴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高原特定疾病
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团体医疗
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住院津贴
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2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B
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优健医疗保险
（B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慢
性病扩展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支
付宝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5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医疗保险（C
款）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5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疾病保险（B
款）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5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疾病保险（C
款）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5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疾病保险（A
款）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6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女性特定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5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团体公共保额
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附)03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生育医疗保险 (众安在线)(备-医疗保险)【2019】(主)062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白血病疾病保
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63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妊娠重大疾病保险 (众安在线)(备-疾病保险)【2019】(主)06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好医保专用版）

C00017932512019070903422



健康险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艾滋病病毒阻
断失败保险

C0001793261201907180325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恶性肿瘤赴日
治疗医疗保险（支付宝专用版）

C00017932512019071803271

意外险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众安备-意外伤害【2014】附1号

附加恐怖活动条款 众安备-意外【2014】附3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 众安备-意外伤害【2014】附5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伤害【2014】附6号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9号

营运交通工具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4号

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1号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13号

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13号

附加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5号

附加自驾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12号

附加人身权利侵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14号

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23号

附加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41号

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25号

附加绑架及非法拘禁团体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305号

附加公共交通工具双倍给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09号

附加恐怖活动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10号

附加旅行劫机团体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16号

旅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26号

附加航班延误或取消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40号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49号

学生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38号

附加学生食物中毒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43号

附加学生校车安全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46号

非专用校车除外条款 众安备-意外【2015】附239号

附加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79号

学生平安综合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60号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59号

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41号

附加火灾意外身故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94号

附加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95号

附加电梯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96号

附加触电意外身故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附297号

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67号

摩托车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68号

手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5】主77号

附加签证拒签保险 众安备-意外【2016】附2号

附加旅行医疗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4号

附加旅行团体医疗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1号

附加旅行慰问探访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6号

附加旅行慰问探访团体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5号

附加托运行李延误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3号



意外险

附加托运行李延误团体保险（B款） 众安备-意外【2016】附22号

投资型航空综合保险（一年期） 保监许可【2015】996号

众赢三号投资型人身交通意外保险 保监许可【2015】996号

附加参访不便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2号

预防接种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33号

附加意外伤害费用损失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4号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C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7号

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46号

附加突发急性疾病身故保险（B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6号

附加家属住院陪护津贴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0号

附加旅行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39号

附加未成年人逾期停留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1号

附加个人责任保险（B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2号

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及丧葬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5号

附加救援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7号

医疗美容手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主)065号

附加医疗美容手术并发症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6】(附)046号

附加个人随身物品损失保险（B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附)004号

附加扩展承保职业体育活动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附)002号

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主)008号

附加借款人疾病身故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附)003号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17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主)010号

航空意外伤害保险(2017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主)011号

附加旅行意外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附)005号

附加邮轮旅行不便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附)009号

电子及数码产品火灾爆炸意外伤害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7】(主)021号

附加旅行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保险(2017版) C00017932322017090601101

个人意外伤害骨折保险（A款） C00017932312017102303891

个人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C00017932312017120605632

团体营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银行卡专用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05号

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1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慰问探访保险 C0001793232201808030658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节假日意外伤
害保险

C00017932322018080613812

个人意外伤害骨折保险（B款） C0001793231201808080000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旅行意外伤害
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1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2019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1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程延误保险
(2019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01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险极短期
费率扩展条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00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场所意外伤害
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主)03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险保费分
期缴付条款(2019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017号



意外险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程延误保险
(2019境外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027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行意外伤害
保险(2019版)

C00017932312019071702661

信用保证险

在线试用商品履约保证保险 众安字【2014】036号

网络支付安全保证保险条款 众安备-保证【2014】主3号

个人消费贷款信用保险 众安备-信用【2014】主4号

借款合同信用保险 众安备-信用【2014】主14号

企业贷款保证保险 众安备-保证【2014】主19号

个人借款合同信用保险 众安备-信用【2014】主18号

个人借款保证保险 众安备-保证【2014】主20号

质押借款保证保险 众安备-保证【2014】主21号

消费者保障服务协议履约保证保险（B款） 众安备-保证【2014】主24号

网络交易平台卖家履约保证保险（B款） 众安备-保证【2014】主25号

质押借款保证保险（B款） 众安备-保证【2015】主16号

产品质量保证保险 众安备-保证【2015】主30号

企业应收账款信用保险（B款） 众安备-信用【2015】主73号

二手房交易合同履约保证保险 众安字【2016】253号

正品交易履约保证保险 (众安在线)(备-保证保险)【2016】(主)040号

出境游履约保证保险 (众安在线)(备-保证保险)【2016】(主)061号

个人借款保证保险（贷款机构版） (众安在线)(备-保证保险)【2017】(主)016号

个人借款合同信用保险（贷款机构版） (众安在线)(备-信用保险)【2017】(主)017号

高速公路ETC应收账款信用保险 C00017931312017092711472

通讯运营商企业应收账款信用保险（三年期） (众安在线)(审-信用)【2018】(主)2号

企业融资租赁应收账款信用保险（三年期） (众安在线)(审-信用)【2018】(主)1号

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三年期） (众安)(审-保证)【2018】(主)1号

家庭/企业财产
险

网络支付账户资金损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4】主8号

数码产品意外损坏保险（B款） 众安备-家庭财产【2014】主23号

信用卡盗用保险 众安备-家庭财产【2014】主26号

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4】主34号

产品延长保修费用保险 众安备-家庭财产【2015】主3号

附加酒店取消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6号

附加个人财产及随身物品损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15号

财产基本险 众安备-企财【2015】主17号

财产险附加险 众安备-企财【2015】附17-193号

财产一切险 众安备-企财【2015】主18号

财产综合险 众安备-企财【2015】主19号

附加个人现金丢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196号

附加旅行家庭财产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00号

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03号

附加旅行证件盗抢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04号

附加托运行李延误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07号

附加旅行个人现金丢失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13号

附加旅行家庭财产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15号

附加个人随身物品损失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18号

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21号

附加旅行证件盗抢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23号



家庭/企业财产
险

附加托运行李延误团体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25号

附加地震责任保险条款 众安备-家财【2015】附238号

附加个人随身物品损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35号

附加个人责任保险条款 众安备-家财【2015】附236号

附加室内盗抢保险条款 众安备-家财【2015】附237号

家居财产一切险条款 众安备-家财【2015】主29号

个人证件补办及个人账户挂失费用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主50号

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主46号

家庭财产保险附加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298-303号

个人网购信息安全财产损失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主65号

附加宠物责任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339号

附加个人综合责任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338号

附加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337号

附加家政服务人员忠诚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5】附336号

签证拒签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6】主21号

非机动车盗抢保险 众安备-家财【2016】主22号

众赢一号投资型家庭财产地震保险 保监许可【2015】996号

众赢二号投资型个人网络支付账户安全保险 保监许可【2015】996号

个人信息安全财产损失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34号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损失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50号

数据恢复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52号

消费保障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62号

无人机损失险（个人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6】(主)053号

无人机损失险（企业版） (众安在线)(备-企财险)【2016】(主)054号

网络购物交易保障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7】(主)004号

个人行李及随身物品财产损失及延误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9】(主)004号

宠物医疗保险(2018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9】(主)00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个人行李
损失保险(2018版)

C0001793212201808030661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境外旅行个人
租车损失保险

C00017932122018080306621

通讯网络安全财产损失保险 C0001793211201809190000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境外旅行个人
租车损失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9】(附)02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非机动车车辆
损失维修费用保险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19】(附)025号

责任险

电子产品意外损坏保修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4】主15号

医师个人职业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4】主28号

跨境物流货物丢失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4】主29号

账户安全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4】主35号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A款） 众安备-责任【2014】主38号

信息技术职业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1号

航班延误保险（B款） 众安备-责任【2015】主12号

附加医疗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附16号

物流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20号

物流责任保险附加盗窃、抢劫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附194号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B款） 众安备-责任【2015】主31号



责任险

公众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61号

公众责任保险附加险 众安备-责任【2015】附281-291号

校（园）方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40号

雇主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47号

雇主责任保险附加险 众安备-责任【2015】附306-335号

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66号

医疗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74号

医疗责任保险附加险 众安备-责任【2015】附340-342号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5】主75号

产品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6】主2号

扩展医疗咨询服务责任条款 众安备-责任【2016】附29号

电子产品延长保修责任保险 众安备-责任【2016】主30号

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36号

职业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48号

电子商务平台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60号

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55号

操作人员扩展保障条款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附)043号

无人机意外损坏保修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57号

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6】(主)066号

宠物责任保险 C00017930912017122102511

旅行社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主)00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境外旅行个人
租车责任保险(2018版)

C0001793092201808030660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责任险极短期
费率扩展条款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附)00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主)04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第三者财产损
失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附)019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境外旅行个人
租车责任保险(2019版)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附)02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个人责任
团体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附)030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个人责任
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附)02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交易平台责任
保险（B款）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主)058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交易安全应用
软件责任保险

(众安在线)(备-责任保险)【2019】(主)049号

货运险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15号

国内货运险附加盗窃、抢劫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附195号

物流企业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33号

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1号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2号

海洋运输冷藏货物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3号

航空运输货物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4号

陆上运输货物保险（火车、汽车） 众安备-货运【2015】主55号

陆上运输冷藏货物保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6号



货运险

邮包险 众安备-货运【2015】主57号

货运险附加险 众安备-货运【2015】附250-278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A）款（一切险）1982 众安备-货运【2016】主13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A）款（一切险）2009 众安备-货运【2016】主12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B）款（水渍险）1982 众安备-货运【2016】主17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B）款（水渍险）2009 众安备-货运【2016】主16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C）款（平安险）1982 众安备-货运【2016】主7号

协会海洋货运保险条款（C）款（平安险）2009 众安备-货运【2016】主6号
协会航空运输保险（一切险）（邮递运输除外）
1982

众安备-货运【2016】主8号
协会航空运输保险（一切险）（邮递运输除外）
2009

众安备-货运【2016】主15号

协会冷藏食品条款（A）（冷藏肉除外）1982 众安备-货运【2016】主14号

邮包险条款（一切险） 众安备-货运【2016】主9号

邮包险条款–快递运输（一切险） 众安备-货运【2016】主10号

货物运输保险附加险 众安备-货运【2016】附4-18号

国内货运险附加盗窃、抢劫保险（B款） 众安备-货运【2016】附3号

机动车辆保险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
银保监复【2019】306 号
银保监许可【2018】929号

其他

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3】主1号

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买家投保版） 众安备-其他【2013】主5号

附加旅程延误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197号

附加旅行变更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198号

附加旅行慰问探访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01号

附加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08号

附加旅程延误团体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11号

附加旅行变更团体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12号

附加旅行慰问探访团体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17号

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团体医疗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19号

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团体医疗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222号

航班延误保险（C款） 众安备-其他【2015】主64号

个人法律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主44号

“老河沟”保护熊猫费用损失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主45号

航空机票取消及改签保险（B款） 众安备-其他【2015】主48号

中转联程航班延误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主49号

票务取消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主58号

附加航班延误或取消保险（B款） 众安备-其他【2015】附304号

附加退货关税损失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343号

旅行取消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主76号

附加航班取消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5】附344号

儿童走失找寻费用补偿保险（A款） 众安备-其他【2016】主4号

附加扩展境内及国际航班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6】附1号

信息安全综合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6】主18号

网络购物退货运费损失保险（B款） 众安备-其他【2016】主11号

法律费用补偿保险 众安备-其他【2016】主29号

活动取消与变更保险（B款） 众安备-其他【2016】主32号

酒店取消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6】(主)035号

司法拍卖交易保障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6】(主)042号

网约车延误补偿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7】(主)024号



其他

旅行取消保险（B款）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6】(主)063号

医生临时停诊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7】(主)009号

签证拒签保险(2018版)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9】(主)002号

网购商品退货价值贬损保险（卖方版）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9】(主)006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旅行变更保险
(2018版)

C0001793192201808030659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费分期缴付
条款

C00017931922018080816512

网购商品配送延误保险 C00017931912018080800021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保障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9】(主)024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特约指定第三
方服务条款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9】(附)011号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试管婴儿手术妊娠
失败保险

C00017931912019060509202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网络购物换货
运费损失保险

(众安在线)(备-其他)【2019】(附)02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