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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合作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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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终止

日期
北京百川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百川保险 网站 www.besttrav.com 京ICP备12028749号 旅行险 10/1/2017 1/6/2021

中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策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网站

www.besttrav.com
www.besttrav.cn 津ICP备18004404号 旅行险 1/7/2021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 网站 http://www.tjjt360.com 津ICP备17001571号-1 旅行险 5/31/2016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
司 网站

hiyouyou.tmall.com
www.ehanglian.com 京ICP备18037059号-1 旅行险 3/30/2018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白鸽宝 网站 www.baigebao.com 闽ICP备15001111号-2 旅行险 10/22/2020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白鸽保险
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APP 旅行险 10/22/2020

泛海在线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 泛海在线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6/30/2020

宇泰经纪 网站
www.safeinsurebroker.co
m 京ICP备16001338号 旅行险 1/20/2020

618保险平台 网站 https://yutai365.com/ 京ICP备16001338号-4 旅行险 1/20/2020

700度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1/20/2020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 700度 APP 意健险 1/1/2016

大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旅游保险服务平台 网站
https://www.cntripins.c
om 津ICP备18004254号 意健险 3/15/2021

昆仑保保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1/24/2018

昆仑保险网 网站 www.kli.cn 京ICP备12031609号-2 旅行险 1/24/2018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快保 APP 意健险 1/6/2021

心仪宝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7/10/2019

国寿保险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网站 www.xybao.com.cn 京ICP备19012656号-1 旅行险 7/10/2019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支付宝 APP 意健险 9/20/2020

微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师 APP 意健险 11/30/2019

易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易诚随身易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12/21/2020

诚炜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海小保 APP 旅行险 11/20/2020

心有灵犀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 灵犀喂小保 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12/10/2020

宇泰保险经纪（北京）有
限公司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http://www.besttrav.com/
http://www.besttrav.com/
http://www.besttrav.com/
http://www.tjjt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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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 网站
https://www.tongchengbx
.com 京ICP备20024575号 旅行险 6/1/2017

无忧保商城
微信公众号/微
信小程序 旅行险 6/1/2017

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鑫山之窗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9/6/2017

方胜磐石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准保商城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2/26/2021

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永达理南燕服务平台 网站 everpro.ssish.com 沪ICP备15026380号-1 旅行险 2/4/2019 5/26/2020

盛世创富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盛世创富保险网 网站 https://www.12354.com/ 粤ICP备19045423号 旅行险 12/20/2019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推广引流
）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 旅行险 4/24/2020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推广引流
）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 旅行险 12/25/2019

保网 网站 www.baoxian.com 粤ICP备2020079061号 旅行险 9/28/2015

保网微商城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9/28/2015

美臣泰平 网站 www.baoxian828.com 粤ICP备13082705号-1 旅行险 6/10/2019

保交汇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6/10/2019

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旅云保 网站 www.lyybao.cn 粤ICP备17002227号-5 旅行险 1/21/2019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银邦保险经纪 网站 www.yinbangbroker.com 粤ICP备11084652号 旅行险 2/1/2019

慧择网 网站 http://www.hzins.com 粤ICP备11097712号 旅行险 10/9/2015

齐欣云服 网站 https://www.qixin18.com 粤ICP备11097712号 旅行险 10/9/2015

携保网 网站 www.xiebao18.com 粤ICP备11097712号-36 旅行险 10/9/2015

携保保险
APP/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旅行险 10/9/2015

慧择网
APP/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旅行险 10/9/2015

小雨伞保险 网站 www.xiaoyusan.com 旅行险 4/16/2018

小雨伞保险
APP/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旅行险 4/16/2018

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i云保 APP 意健险 9/2/2019

卫士互联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 磨房网（推广引流） 网站 www.doyouhike.net 旅行险 7/10/2019 4/30/2021

中民保险网 网站 www.zhongmin.cn 粤ICP备08114724号-2 旅行险 12/28/2015

零零网 网站 www.00.com.cn 粤ICP备08114724号-14 旅行险 12/28/2015

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

同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泛华世纪保险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深圳美臣泰平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https://www.12354.com/
http://www.baoxian.com/
http://www.baoxian828.com/
http://www.hzins.com/
https://www.qixin18.com/
http://www.xiaoyusan.com/


中民保险网
APP/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旅行险 12/28/2015

零零网
APP/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旅行险 12/28/2015

中诚安信 网站 www.cib-web.com 粤ICP备12069902号-1 旅行险 5/15/2018

中诚安信CIB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5/15/2018

华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润保 网站 www.huarunbao.com 粤ICP备12061721号-3 旅行险 11/2/2016

安邦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安邦国际保险网 网站 www.anbangonline.com 粤ICP备16092759号-1 旅行险 11/15/2016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招商优智保

网站/微信公众
号 www.cmhoulder.com.cn 沪ICP备18023513号 旅行险 2/18/2020

立安保险经纪 网站 www.li-an.cn 粤ICP备15117049号 旅行险 3/5/2019

立安保险管家
网站/微信公众
号 www.lianbxgj.com 粤ICP备15117049号 旅行险 3/5/2019

大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大特保 网站 www.datebao.com 京ICP备16006065号-2 旅行险 8/5/2016

善康禾诺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大树保 网站 www.dasurebao.com.cn 冀ICP备17016143号 旅行险 11/2/2017

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携程网（推广引流）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
程序

www.ctrip.com
沪ICP备08023580号-3 旅行险 1/1/2016

银盾保险经纪 网站 www.ydinsurance.cn 沪ICP备18000565号-1 旅行险 8/16/2018

银盾保险在线 网站 www.zuihuibi.cn 沪ICP备18000565号-2 旅行险 8/16/2018

上海美世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美世美e佳 网站 www.mej.cn 沪ICP备15004915号-5 旅行险 11/10/2018

上海东大保险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 大熊保店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4/10/2018

卫士互联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 旅游卫士 网站 http://www.weebao.com 沪ICP备11010414号-2 旅行险 9/30/2015 4/30/2021

君康保险经纪（上海）有
限公司 君康保险经纪 网站 www.jkbroker.cn 沪ICP备16016520号-1 旅行险 12/28/2018

安行天下保险经纪（上海
）有限公司 星火保 微信公众号 旅行险 10/10/2020

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新一站保险网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
程序

www.xyz.cn 苏ICP备11025489号 
旅行险 9/24/2015

汇中保险经纪官网 网站 www.hizom.cn 沪ICP备17057421号-1 旅行险 11/28/2017

熊猫保保 APP 旅行险 11/28/2017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诚安信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深圳立安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上海银盾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http://www.ctrip.com/
http://www.weebao.com/


安游保 网站 http://aybao.hizom.cn/ 沪ICP备17057421号-1 旅行险 11/28/2017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开心保网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
程序

www.kaixinbao.com 辽ICP备12007009号-1
旅行险 9/23/2015

上海亚太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安馒网 网站 www.ambaoxian.com 沪ICP备11029375号-4 旅行险 8/10/2019

梧桐树保险经纪 网站 www.wts999.com 鄂ICP备17019444号-2 意健险 7/15/2021

梧桐树 APP/微信公众号 意健险 7/15/2021

凤栖云服
网站/APP/微信
公众号 www.fxyf99.com 鄂ICP备17019444号-16 意健险 7/15/2021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http://www.wts999.com/
http://www.fxyf9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