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名称 条款名称 备案号 注册号

财产一切险 财产一切险 C0000243061201808170043
2财产基本险 财产基本险 C0000243061201801150036
2 财产综合险 财产综合险 C0000243061201709020120
1华安机动车牌证损失保

险
华安机动车牌证损失保险条
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4号

货物运输险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
保险》

华安财险(备案)[2009]N38号

邮包险 邮包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货运）【2015
】（主）35号 

公众责任保险

公众责任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2015
】（主）41号

公众责任保险附加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2015
】（附）151、153、154、
161、162号

产品责任险 产品责任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42号

犬类宠物饲养人责任保
险

犬类宠物饲养人责任保险条
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保险)【
2017】(主) 013号  

烈性犬除外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2016]
（附）5-8号

电动车第三者责任险
（广西）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条款（广西）

（桂）地（华安财险）（备-
责任）[2013]（主）1号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附加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桂）地（华安财险）（备-
责任）[2013]（附）3号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
[2015]（主）2号

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
险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A款） 

C0000243091201811060640
1

监护人责任险 监护人责任保险条款
C0000243091201811060642
1

电梯责任保险 电梯责任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2015]
（主）10号

法律维权险
个人法律费用保险条款（C
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保险)【
2017】(主) 026号  

个人法律费用保险（劳
务纠纷）

个人法律费用保险条款（C
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保险)【
2017】(主) 026号  

意外救助法律诉讼险
个人法律费用损失保险（A
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责任保险)【
2018】(主) 007号

华安财险雇主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条款
（2014版）

C0000243091201811090744
1

法律费用损失 法律费用损失条款
(华安财险)(备-其他)【2017
】(主) 009号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
伤害保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附加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2]
（附）4号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附加意外
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2]
（附）4号

地铁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航空意外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火车意外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综合交通意外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中民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附加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2]
（附）4号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附加意外
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2]
（附）4号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7号

 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华安财险（备案）
[2009]N114号

附加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

华安财险（备案）[2009]N90
号

预防接种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预防接种个人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6
】（主）9号

华安附加预防接种意外伤害
医疗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6
】（附）34号

综合意外电梯事故保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B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2号

华安附加电梯意外身故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附）12

个人意外险伤害保险(优
选综合意外保险 )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5
号

华安超级马力意外伤害
保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附加按职业类别调整保险金
给付比例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0号

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条
款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5]
（主）1号

华安电瓶车驾驶员意外
伤害保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附加驾驶交通工具期间限制
特约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1号

附加个人人身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汇金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汇金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交通意外重大伤残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0号

华安附加按职业类别调整保
险金给付比例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0号

君安保个人综合意外险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5
号

华安附加按职业类别调整保
险金给付比例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0号 

华安“EMBA学员”个
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5
号

华安附加按职业类别调整保
险金给付比例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0号 

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

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5号

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附加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3-20号

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华安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A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主）8号

借款人意外险（内蒙
古）

华安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B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6号 

住宿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住宿旅客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3号

华安附加住宿旅客人身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
[2009]N105号

华安特定职业人员人身
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特定职业人员意外伤害综合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主）12号 

境内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主）29号

附加旅游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79号

附加旅游突发急性病身故保
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80号

附加旅游突发急性病医疗保
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81号

附加旅游医疗补充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82号

附加旅行不便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83号

华安境外驾乘人员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主）29号

附加旅游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79号



华安境外驾乘人员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限制或扩展承保区域特
约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022号

境外旅游险（东南亚、
韩国、港澳）

出境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主）30号

附加境外紧急救援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282号

出境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宝岛游）

华安财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B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主) 052号

华安财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B款）附加境外紧急救
援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112号

华安个人综合意外伤害
保险（美臣）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华安附加按职业类别调整保
险金给付比例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0号 

华安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
保险）[2016]（主）013号

个人综合意外险保险
（小马）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附加个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B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2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
[2009]N115号

华安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
保险）[2016]（主）013号

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主）17号

一路平安航空意外险 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主）18号

华安驾校学员意外伤害
保险

驾校学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主）7号

驾校学员附加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附）4-5号

华安麻醉意外伤害保险 华安麻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
保险）[2016]（主）032号

“安车保”驾乘人员意
外险

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B款)条款

C00002432312018020700482

附加驾乘人员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B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附）2号 

附加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住院
津贴保险（B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附）3号

华安居民用电意外伤害
保险

华安居民生活用电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2号

华安附加居民生活用电人身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0
号

华安福佑人生意外伤害
保险

高端客户意外伤害保险A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主）31号

华安马拉松运动险

华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7号



华安马拉松运动险

华安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
[2009]N114号

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
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附）2号

（华安财险）（意外伤害保
险）附加超龄人员特约条款
（2017版）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015号

华安美好分期整形综合
医疗意外保障计划（附
加鼻部整形保障）

华安保险医疗意外保险（A
款）条款

C0000243231201801021037
1

华安医疗意外保险（A款）
附加险条款-附加限制手术项
目特约并发症保险条款

C0000243262201809040920
2

华安貌美如花医疗意外
保险

华安保险医疗意外保险（A
款）条款

C0000243231201801021037
1

华安医疗意外保险（A款）
附加险条款-附加限制手术项
目特约并发症保险条款

C0000243262201809040920
2

“尊享人生”人身意外
伤害综合保险

“尊享人生”人身意外伤害
综合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6]
（主）8号

个人综合意外险

华安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号 

华安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华安附加个人伤害意外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8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5
号

“美途无忧”境外旅游
险

华安财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B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主) 052号

C0000243231201705250319
2

华安财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B款）附加境外紧急救
援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112号

C0000243232201705250330
2

华安财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B款）附加旅行不便保
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113号

C0000243232201705250331
2

华安家庭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7号

家庭财产保险附加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家财）[2014]
（附）51-78号

万贯家财家庭财产保险
“万贯家财”家庭财产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家财）[2015]
（主）23号

租车行李遗失险  

快乐旅行财产保险附加个人
行李及随身物品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
2017】(附) 021号

快乐旅行财产保险B款
华安财险（备-家财）[2015]
（主）12号

华安“爱家有约”家财
无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7号

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盗抢险
华安财险（备-家财）[2011]
（附）6号

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管道破裂
及水渍保险

华安财险（备-家财）[2011]
（附）7号

安居乐家财险
“满堂福”家庭财产保险(B
款)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
2016】(主) 033号

华安满堂福家庭财产保
险（A/B款）

“满堂福”家庭财产保险条
款

华安财产（备-家财）【2013
】（主）11号 



华安租房宝家庭财产保
险（天猫）

华安租房宝家庭财产保险
华安财产（备-家财）【2013
】（主）11号 

华安管道破裂及水渍保
险（天猫）

华安管道破裂及水渍保险
华安财产（备-家财）【2013
】（主）11号 

酒店取消险（国内预
付）

酒店取消保险（B款）条款
C0000243211201710111476
2

华安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条款 C00002432112018060621172

华安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工
行专属版）条款

C00002432112018052201081

华安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民
生银行专版）条款

C00002432112018073103231

华安酒店取消保险(国内
现付)

酒店取消保险（B款）条款
C0000243211201710111476
2

华安酒店取消保险(国际
预付)

酒店取消保险（B款）条款
C0000243211201710111476
2

飞机票退票险 华安飞机票退票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
2016】(主) 027号  

手机碎屏险
移动设备显示屏意外损坏保
险（A款）条款

C00002432112018071109001

碎屏险
移动设备显示屏意外损坏保
险条款

C00002431912017060902372

飞机延误险
华安航空延误损失综合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家财险)【
2016】(主) 011号

商场商铺室内装修工程
一切险

商场商铺室内装修工程一切
险保单及条款

C0000243081201711270294
1

“食客安心”餐饮业综
合保险

 餐饮业综合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其他）[2013]
（主）5号

华安居民燃气综合保险 居民燃气综合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其他)【2017
】(主) 007号

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
险

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5]
（主）1号

华安重大疾病综合保险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B款)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4]
（主）27号

个人重大疾病身故与住
院综合保障保险

个人重大疾病身故与住院综
合保障保险

(华安财险)(备-疾病保险)【
2017】(主) 043号

华安“关爱相随”住院
医疗保障计划

高额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 (备-医疗保险)【
2016】(主) 018号

华安吃货无忧保险（急
性肠胃炎健康保险）

华安急性肠胃炎健康保险条
款

C0000243251201809040914
2

华安附加食物中毒身故条款
(华安财险)(备-其他)【2017
】(附) 050号

女性关爱特定疾病保险

华安女性关爱特定疾病保险
条款（A款）

（华安财险）（备-疾病保
险）【2017】（主）018号

附加女性关爱特定疾病手术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疾病保
险）【2017】（附）012号

附加女性关爱特定疾病整容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疾病保
险）【2017】（附）013号

种植牙医疗保险 华安种植牙医疗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医疗保险)【
2017】(主) 006号 



华安安心宝贝综合保险

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5号

学生幼儿平安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附加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4
】（附）13-20号

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4
】（主）13号

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条
款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5
】（主）1号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B款)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4]
（主）27号 

个人重大疾病身故与住院综
合保障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疾病保险)【
2017】(主) 043号

华安安健一生综合意外
伤害保险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B款)

华安财产(备-意外)[2013]
(主)2号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B款）

华安财险（备-健康）[2014]
（主）27号 

 华安附加地震意外身故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5号

华安附加电梯意外身故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5]
（附）12 

华安附加夫妻同时意外身故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7号 

华安附加火灾意外身故保险
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89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5
号

华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医疗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6
号

菁英计划（学生用电安
全及吃货无忧）

一路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
险）[2016]（主）013号

华安居民生活用电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12号

华安附加居民生活用电人身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案)[2009]N110
号

华安急性肠胃炎健康保险条
款

C0000243251201809040914
2

华安附加食物中毒身故条款
(华安财险)(备-其他)【2017
】(附) 050号

（华安财险）（意外伤害保
险）附加超龄人员特约条款
（2017版）

(华安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
【2017】(附) 015号

顺意人生-个人重大疾
病保险（2018版）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2018版)

C00002432612018071309061

少儿白血病疾病保险

华安保险少儿白血病疾病保
险条款

C00002432612018071309331

华安保险少儿白血病疾病保
险附加扩展疾病特约保险条
款

C00002432622018071309341

华安酒店取消保险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取消保险（C款）条款

C0000243211201812050068
1

华安“住院保”成人版
（2018版）

华安附加疾病住院医疗费用
保险（B款）条款

C0000243252201805231693
2



签证拒签费用损失补偿
保险

签证拒签费用损失补偿保险
条款

C00002431912018062810911

顺意e生·百万医疗保险 个人医疗保险（A款）条款 C00002432512018071309071

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华安财险(备-意外)【2013】
(主) 19号

展览会责任保险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展览会责任保险条款

C00002430912018080714482

母婴平安综合保障 计划
母婴意外伤害保险（C款）条款 C00002432312018090409172

附加母婴疾病保险（C款）条款 C00002432622018090409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