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仅承保境内旅行条款（含市内短途旅行）
（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7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拉磨无忧”

旅行保障计划

美亚“携游天下”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黄金计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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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1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8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2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4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携游天下”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黄金计划

美亚“乐悠游”境
外旅行保障计划
（互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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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2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4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乐悠游”境
外旅行保障计划
（互联网版）

美亚“万国游踪”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互联网版）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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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1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8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2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4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万国游踪”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互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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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万国游踪”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互联网版）

美亚“畅游四海”

旅行保障计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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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仅承保境内旅行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
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4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境外旅行承保次数限制及申报条款（互联
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4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畅游四海”

旅行保障计划
5

6

美亚“四海游”旅
行保障计划

美亚“畅游神州”

（精华版）境内
旅行保障计划（
互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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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
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4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1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8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自驾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航空乘客扩展被保险人资格条款（互联网
版）（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117051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9号
美亚产品[2022]第1号

美亚旅行航空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51700441;美亚产品[2022]第29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9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1705141;(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37号
美亚产品[2022]第1号

美亚“四海游”旅
行保障计划

美亚“畅飞四海”

航空旅行保障计
划（互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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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9

美亚“畅飞四海”

航空旅行保障计
划（互联网版）

美亚“全球通”境
外旅行保障计划
（互联网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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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 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1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018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2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4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单次旅行条款（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51700521;美亚产品[2022]第29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9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9

10

美亚“全球通”境
外旅行保障计划
（互联网版）

美亚“中国行”旅
行保障游神州（
含港澳）计划（
互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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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 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飞机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轮船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4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汽车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取消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0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单次旅行条款（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51702853;美亚产品[2022]第29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9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10

11

美亚“中国行”旅
行保障游神州（
含港澳）计划（
互联网版）

美亚“中国行”旅
行保障计划（互

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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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 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飞机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5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汽车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自驾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4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取消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10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暴力侵犯及意外伤残心理咨询费用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
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5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4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食物中毒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696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9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骨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1218324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15号
美亚产品[2022]第2号

12

11

美亚“成长无忧”

儿童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

美亚“中国行”旅
行保障计划（互

联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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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暴力侵犯及意外伤残心理咨询费用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
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5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4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食物中毒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696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9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骨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1218324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15号
美亚产品[2022]第2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个人重大疾病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1122437353;(美亚财险)(备-

疾病保险)【2021】(主) 03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特定重症疾病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2111639381;美亚产品[2022]第6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2136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160号
美亚产品[2020]第40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受保前已存在的受伤释义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入园无忧”

儿童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

美亚“福尔康”重
大疾病保障计划

美亚“出行无忧”

个人综合意外伤
害保障计划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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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81149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70号
美亚产品[2019]第35号

美亚个人民航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轨道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公共汽车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轮船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3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个人危重型传染病疾病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22021122436953;(美亚财险)(备-

疾病保险)【2021】(附) 20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传染病身故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07010520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118号
美亚产品[2020]第23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个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医疗意外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134012021122437373;(美亚财险)(备-

医疗意外险)【2021】(主) 03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住院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
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6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个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
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76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个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
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75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个人预防接种失效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75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个人预防接种失效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
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756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出行无忧”

个人综合意外伤
害保障计划

美亚“新冠疫苗小
盔甲”个人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医疗

意外保险

美亚“银发守护者
”中老年意外伤害

保险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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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
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
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民航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医院扩展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滑雪和潜水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4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银发守护者
”中老年意外伤害

保险

美亚“尊长无忧”

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

美亚“美满无忧”

高端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

18

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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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946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71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0220486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15号
美亚产品[2021]第45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 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81149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70号
美亚产品[2019]第3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监护病房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 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81147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81 号
美亚产品[2019]第35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070901152;(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30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潜水事故条款（2021 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4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3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6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32201904100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 226号
美亚产品[2019]第6号

美亚附加个人潜水减压病身故保险（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49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6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潜水意外及减压病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 

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5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3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6号

美亚附加个人潜水旅行取消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4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潜水旅行中断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5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30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潜水事故个人责任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21110803563;(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1】(附) 1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潜水事故额外交通食宿费用补偿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1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美满无忧”

高端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

美亚潜水个人意
外伤害保险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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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2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2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紧急返家交通费用补偿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3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失联搜寻救援保险（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1080358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21号
美亚产品[2021]第4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8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90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取消保险(2017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704210892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17】(附) 014号）
美亚产品[2017]第20号

美亚附加旅行缩短保险(2017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704210893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17】(附) 023号
美亚产品[2017]第20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17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704210874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17】(附) 028号
美亚产品[2017]第20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7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704210879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17】(附) 016号
美亚产品[2017]第20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民航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轨道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公共汽车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轮船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3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受保前已存在的受伤释义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潜水个人意
外伤害保险

美亚“乐享百万人
生”个人意外伤害

保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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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81149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070号
美亚产品[2019]第35号

美亚附加个人私家车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9460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75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3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猝死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744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8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失能收入损失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822021122946063;(美亚财险)(备-

失能保险)【2021】(附) 172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事故定义限制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3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疾病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1202104265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主) 017号
美亚产品[2021]第22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3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乐享百万人
生”个人意外伤害

保险

美亚“顶梁柱津贴
”收入保障险

美亚萌宝少儿百
万医疗险

23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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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8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6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美亚特定重症疾病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2111639381;美亚产品[2022]第6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5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5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慢性肾衰竭疾病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22021121316333;(美亚财险)(备-

疾病保险)【2021】(附) 15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移植手术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特定重症疾病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2111639381;美亚产品[2022]第6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5号

美亚附加个人重症疾病异地治疗交通住宿费用补偿保险（2021年第二
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5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一生康美”

综合医疗险

美亚萌宝少儿百
万医疗险

2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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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6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6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特定地点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8021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0号
美亚产品[2021]第33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一版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0830125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07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9号

美亚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29461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31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团体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05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0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团体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0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7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团体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0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0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团体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00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8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团体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71;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一生康美”

综合医疗险

美亚小神兽少儿
门急诊医疗保障

计划

美亚“动起来”健
身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美亚团体百万医
疗保险

28
美亚传染病意外

险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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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危重型传染病疾病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22021122436953;(美亚财险)(备-

疾病保险)【2021】(附) 20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传染病身故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07010520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 118号
美亚产品[2020]第23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3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境外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8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慢性肾衰竭疾病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22021121316333;(美亚财险)(备-

疾病保险)【2021】(附) 15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移植手术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重症疾病异地治疗交通住宿费用补偿保险（2021年第二
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5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6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5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6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特定重症疾病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2111639381;美亚产品[2022]第6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5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28

29

美亚传染病意外
险

美亚尚悦综合医
疗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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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3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8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特定职业类别人员高处作业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特种作业限制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9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每日住院津贴团体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33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和顺保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32

30

31

美亚“一生康美”

百万医疗保障计
划

美亚和顺保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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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附加特种作业限制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特定职业类别人员高处作业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9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每日住院津贴团体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33号

美亚附加猝死团体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419467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21号

美亚附加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9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意外丧葬费用团体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94608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68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交通工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121832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12号
美亚产品[2022]第3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特定职业类别人员高处作业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特种作业限制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2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001;美亚产品[2022]第22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2号

美亚梧桐树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33

美亚和顺保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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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附加意外每日住院津贴团体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33号

美亚附加交通工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121832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12号
美亚产品[2022]第3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食物中毒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696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9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医院扩展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食物中毒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6963; (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9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医院扩展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梧桐树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美亚“宝贝无忧”

儿童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2022版)

33

34

美亚“宝贝无忧”

儿童个人意外伤
害保险（2022官

微版）

美亚萌宝2号少
儿医疗保险计划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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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3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保障共用保险金额条款（
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8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互联网医院及门急诊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特定疾病及手术特需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3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3163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6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美亚特定重症疾病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612022111639381;美亚产品[2022]第6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5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4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个人暴力侵犯及意外伤残心理咨询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
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1832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18号
美亚产品[2022]第2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面部整形手术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183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17号
美亚产品[2022]第2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恶性肿瘤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5170032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四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05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2年第四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08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萌宝2号少
儿医疗保险计划

36

美亚“丽人无忧”

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

美亚尚颐恶性肿
瘤医疗保障计划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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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11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个人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1121316393; (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主) 029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53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
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9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12701461;(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2号
美亚产品[2022]第8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个人恶性肿瘤境外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3162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6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4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美亚附加耐用医疗设备及西式理疗费用扩展条款（2022年第二版）（
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25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附加医院扩展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301;美亚产品[2022]第28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扩展承保特定高风险活动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72905561;美亚产品[2022]第4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47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动享无忧”

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

40

美亚尚颐恶性肿
瘤医疗保障计划

美亚尚享中端医
疗保障计划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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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个人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
）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
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3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猝死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744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8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个人门急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021814843;美亚产品[2022]第1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住院及特殊门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12022102408473;美亚产品[2022]第5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57号

美亚附加普通门诊医疗保险（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102408403;美亚产品[2022]第5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57号

美亚附加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扩展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102408453;美亚产品[2022]第5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57号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年第六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102408433;美亚产品[2022]第5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57号

美亚附加成年人住院陪宿费用扩展条款（2022年第二版）（互联网专
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02408423;美亚产品[2022]第5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57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三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11296587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11296586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43

美亚“环球畅行”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 

美亚“动享无忧”

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

40

美亚“尚雅”个人
高端医疗保障计

划
42

41

美亚小小神兽少
儿门急诊医疗保

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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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及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
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11296585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83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82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2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211296581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22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211296580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9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8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7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6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5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4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2022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2211296573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2022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211296571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70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69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22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211296568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旅行境外新冠确诊每日隔离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22年第一
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5671;美亚产品[2022]第71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1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43

44

美亚“环球畅行”

境外旅行保障计
划 

美亚和顺保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C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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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特种作业限制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20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特定职业类别人员高处作业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被保险人资格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03111811;美亚产品[2022]第60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0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6381;美亚产品[2022]第72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2号

美亚附加被保险人职业类别处理规则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6391;美亚产品[2022]第72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2号

美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1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7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意外医药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22年第三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2051700001;美亚产品[2022]第22

号
美亚产品[2022]第22号

美亚附加意外每日住院津贴团体收入保障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7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5号
美亚产品[2021]第33号

美亚附加短期保险费条款 （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12966371;美亚产品[2022]第72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2号

美亚附加每一意外事故总赔偿限额条款（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被保险人资格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03111811;美亚产品[2022]第60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0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特定国家或地区责任免除条款（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4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2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民航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轨道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公共汽车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44

45

美亚和顺保互联
网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C款）

美亚“全能守护

者”个人综合意

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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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个人轮船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3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个人乘坐私家车意外伤害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111741751;美亚产品[2022]66号 美亚产品[2022]66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五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3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9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监护病房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94611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73号
美亚产品[2021]第60号

美亚附加个人猝死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243744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18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9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严重烧伤保险（2022 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121593361;美亚产品[2022]第7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严重伤残保险（2022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121593351;美亚产品[2022]第7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5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每日康复津贴保险（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21593341;美亚产品[2022]第75

号
美亚产品[2022]第75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个人公共汽车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5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民航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轨道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8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6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个人轮船交通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39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3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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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被保险人资格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03111811;美亚产品[2022]第60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0号

美亚个人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11217194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 02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5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 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附加仅承保境内意外事故条款（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6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8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险（2021年第四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8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18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2021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243672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 207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70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19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个人骨折意外伤害保险（2021年第一版）（互联网专属）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243697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208号
美亚产品[2021]第58号

美亚附加不承保特定医院条款（2021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07290895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 094号
美亚产品[2021]第34号

美亚附加被保险人资格条款（2022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2103111811;美亚产品[2022]第60

号
美亚产品[2022]第60号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052907382;(美亚财险)(备-

其他)【2019】(附)017号
美亚产品[2019]第9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旅行限制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
）（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1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3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传染病责任免除条款（互联网版）（2021

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23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54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内常住定义说明条款 （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2031830613;美亚产品[2022]第17

号
美亚产品[2022]第17号

美亚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2年第二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12022012701441;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产品[2022]第6号

美亚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322021121719123;(美亚财险)(备-

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145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27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50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境外旅行医药补偿医疗保险（互联网版）（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2522021121718983;(美亚财险)(备-

医疗保险)【2021】(附)152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美亚附加旅行运送和送返保险（2021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1121719103;(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141号
美亚产品[2021]第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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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名称 备案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备案编号/产品注册号 备案文件编号

美亚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0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2021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21030422602;(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1】(附)027号
美亚产品[2021]第13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钱财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45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6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每日住院津贴收入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证件遗失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4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延误保险 (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5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行李延误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1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91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变更保险（2020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2012030036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1】(附)013号
美亚产品[2020]第41号

美亚附加旅行慰问探访费用补偿保险 (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58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2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0922019121102601;(美亚财险)(备-

责任保险)【2020】(附)005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 (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1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18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未成年人送返费用补偿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2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4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保险（2019年第一版） 短期人身险产品
C00003931922019121102631;(美亚财险)(备-

其他)【2020】(附)01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美亚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2019年第一版) 财险产品（非车非农）
C00003932122019121102641;(美亚财险)(备-

普通家财险)【2020】(附)093号
美亚产品[2019]第31号

48

美亚境外旅行意
外伤害保险（互

联网版）

Page 31 of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