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安保险互联网合作渠道清单表

序号 渠道名称 网名 网站 业务平台 业务合作范围

1 泛华世纪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泛华保网 www.baoxian.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车险

2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零零网

www.00.com.cn/www.zhon
gmin.cn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责
任险、意健险

中民保险网 www.zhongmin.cn

3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慧择网 www.huize.com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责
任险、意健险

4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心保 www.kaixinbao.com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

5 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新一站 www.xyz.cn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责任险

6 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小雨伞 www.xiaoyusan.com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7 前海民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家家365、保险管家
家家365、保险管家（微信公
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8
上海诺亚荣耀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

诺亚荣耀保险网/壹
保通

insurance.noahwm.com/w
ww.1baotong.com/微信公
众号：诺亚荣耀保险经纪
/Ins-rank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责任险

9 中利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掌中保360 zzb360.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10 深圳美臣泰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美臣保险 www.baoxian828.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11 微医（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微医保呗 微医保呗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12 深圳立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立安保险管家 立安保险管家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13
深圳微丰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保险荟网 www.cnbaoxh.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责任险
深圳保盈惠通科技有限公司    

14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淘宝网、支付宝 baoxian.taobao.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15
杭州微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保险师
http://www.winbao
xian.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微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16 江苏百保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保掌柜 www.51bzg.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

17 上海亿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保险e超市 c.ejsino.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责任险

18 东软云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航班不用等微信公
众号

航班不用等微信公众号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

19
云宝宝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爱南宁 爱南宁APP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责
任
险、意健险

20

无锡智道安盈科技有限公司 “小马易保”“小
马保云”微信公众
号

“小马易保”“小马保云”微
信公众号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浙江康桥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瑞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金箍保 金箍保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小马e保、小马云保
小马e保、小马云保微信公众
号

保险中介机构

卡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小马云保 http://www.xiaomar.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21
北京佳和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佳和保 www.jhlcbao.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上海安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22
深圳市维也纳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维也纳酒店 维也纳酒店APP

第三方网络平台
家财险

上海诺亚荣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app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

24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程旅游
www.ly.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
天圆地方（北京）代理有限公司 www.ly.com 保险中介机构

25 华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e润保 www.huarunbao.com 保险中介机构 家财险

26 信达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信保通 信保通 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27 北京鼎立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华盈保 华盈保 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28 帮帮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优快保代理 优快保代理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29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梧桐树
全民保险攻略APP 梧桐树保
险网微信公众号 
https://wts999.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30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熊猫保保 熊猫保保APP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责任险

31 升华茂林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升华茂林、E淘宝 升华茂林、E陶宝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32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航空
http://www.urumqi-

air.com/
乌鲁木齐微信公众号/乌鲁木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33
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国安e保 国安e保APP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掌上生活 掌上生活APP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

35 上海招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出行易 trip.cmbchina.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

36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航空 微信公众号“天津航空”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37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华瑞保险销售
gdxibao.net/微信公众号：喜

保科技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广东喜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38
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航空 http://www.fuzhou-air.cn/
第三方网络平台

财产损失险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39 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恒快保 恒快保APP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意
健险

40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首都航空 http://www.jdair.net/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4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

阳光惠生活 阳光惠生活APP 第三方网络平台 信用保证险

42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普惠
平安普惠
APP/www.ph.com.cn

第三方网络平台 信用保证险

43 集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集成保险 www.jibaowang.com 保险中介机构 人身险、财产险

44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白鸽保/佰慧生活
www.baigebao.com/
http://www.cw-data.com/   
佰慧生活APP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厦门佰慧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45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春秋航空 www.9cair.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46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少儿之家 APP:少儿之家/
少儿之家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责任险

福建树人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47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银邦保险经纪/银小
保

www.yinbangbroker.com/银
小保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48 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天道经纪 微信公众号（蓝页在线）/网
站（天道经纪）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49 深圳市友邻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门户 来赏 www.ilaisa.com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

http://www.ilaisa.com
http://www.yinbangbroker.com/银小保微信公众号
http://www.ilaisa.com
http://www.ilaisa.com


50
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OPPO钱包、

realme钱包、一加
钱包 APP

OPPO钱包、realme钱包、一

加钱包 APP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深圳市乐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51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大童保险 大童保险 保险中介机构 车险

52 上海广汇德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易保云平台 易保云平台 保险中介机构 车险

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保险中介机构 车险

5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行掌银 农行掌银 保险中介机构 车险

55 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盛大车险 盛大车险 保险中介机构 车险

56
祥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祥鹏航空 http://www.luckyair.net/
第三方网络平台 意健险、财产损

失险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保险中介机构

57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优服管理APP 优服管理APP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优服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58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电梯智保、特设保 电梯智保（公众号）
/www.chinasequipins.com

保险中介机构 责任险

59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扬子江保险 扬子江保险微信公众号 第三方网络平台
健康险、意外险
、家财险

60 康盛（北京）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361保险网 www.361bx.com 保险中介机构
健康险、家财险
、责任险

61
广东广福宏宇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广福宏宇 www.gibbx.com
保险中介机构 健康险、家财险

、责任险江西爱翼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62
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保易投 保易投app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江苏保易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63 诚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诚e诚合 诚e诚合微信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健康险

64
向日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向日葵保险网 https://www.xiangrikui.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广州向日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65
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游网 http://www.51baoy.com/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深圳市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网络平台

66 众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众安保险 www.zhonganib,com 保险中介机构 财产损失险

67 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顺心宝 顺心宝公众号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68 民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民盛保险 app：民盛保险代理 保险中介机构 意健险

http://www.zhonganib,com
http://www.zhonganib,com
http://www.zhonganib,com
http://www.361bx.com
http://www.gibbx.com
http://www.gibbx.com
http://www.361bx.com
http://www.ilaisa.com
http://www.luckyair.net/
http://www.luckyai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