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保险机构信息

合作保险机构名称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截止时间 合作状态 业务合作范围
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2-31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安行天下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 2020-08-20 2024-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安澜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8-12 2023-08-11 合作中 其他

安瑞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22-02-07 2024-02-06 合作中 意健险

安润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19-09-22 2023-09-22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安心致远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01-25 2023-01-25 合作中 意健险

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01-16 2025-12-18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帮帮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8-19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薄荷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22-05-23 2024-05-22 合作中 意健险

宝信通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1-10-28 2024-10-27 合作中 车险

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9-12-25 2023-04-2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保之家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大树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0-12-23 2024-07-3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北京鼎立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2-02-25 2023-02-24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鼎盛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19-09-05 2025-05-04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1-01 2022-10-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富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3-11 2024-03-10 合作中 车险

北京光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4-21 2023-08-15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国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4-22 2025-04-21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国腾众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7-23 2023-07-22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恒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0-13 2024-02-22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恒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2021-08-09 2023-08-08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恒荣汇彬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06-09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宏利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6-04-30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厚积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7-12-11 2029-10-0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华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10-18 2022-10-0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北京惠诺康达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7-01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北京吉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3-02 2025-03-0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北京立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3-16 2023-03-15 合作中 车险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5-30 2024-05-29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瑞金恒邦保险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盛安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6-01 2023-05-31 合作中 暂无

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1-01-22 2024-12-09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北京小鲸向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11-26 2022-11-25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北京小鲸向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22-04-19 2022-11-25 合作中 意健险

北京新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3-23 2023-03-22 合作中 暂无

北京中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5-06 2025-05-05 合作中 意健险

博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3-01 2023-03-01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博亿达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2-05-16 2025-05-15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车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1-06-21 2025-04-25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诚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3-26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诚炜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8-27 2024-08-26 合作中 意健险

大美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03-04 2023-01-24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11-27 2025-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大一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0-28 2024-05-11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09-03 2025-07-27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东方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东风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4-29 2024-04-28 合作中 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度小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3-23 2024-04-30 合作中 意健险

多保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1-26 2024-01-26 合作中 意健险

泛华榕数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8-08-30 2034-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方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9-07-19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方胜磐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1-28 2024-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关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2-28 2024-02-28 合作中 意健险

广东轻松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01 2023-04-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广东众康永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01 2023-04-30 合作中 意健险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06-01 2023-05-31 合作中 意健险

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8-24 2025-08-23 合作中 意健险

广州问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5-26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国福家庭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10-08 2024-10-07 合作中 意健险

国联（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4-06 2026-04-05 合作中 意健险

国信同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01-28 2023-12-13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9-25 2023-09-24 合作中 意健险

海腾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22 2024-06-2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1-01 2023-03-02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好医生（四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1-11 2023-01-10 合作中 意健险,其他

合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8-19 2024-09-28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和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4-01 2027-03-3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恒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5-12 2026-05-12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湖北大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1-19 2023-01-18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5-26 2025-05-20 合作中 意健险

华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9-09-05 2023-09-05 合作中 意健险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07-11 2023-07-10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其他

汇泽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

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6-09-01 2023-09-0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集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1-30 2024-11-29 合作中 车险

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3-04 2024-03-03 合作中 意健险

健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7-21 2023-07-2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21-04-23 2023-04-23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金保信深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6-10 2023-06-09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9-27 2024-11-01 合作中 意健险

金丰（上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2-29 2023-12-29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金桔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20-01-20 2024-02-04 合作中 意健险,信用保证险,责任险

金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9-16 2023-07-31 合作中 意健险

京东数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4-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京新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19-06-20 2023-04-3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隽天保险经纪（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2021-06-01 2024-05-31 合作中 意健险

科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05 2023-07-31 合作中 意健险,其他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20-01-01 2025-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鲲鹏保险经纪（海南）有限公司 2020-01-08 2024-05-06 合作中 意健险

乐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2-19 合作中 意健险

乐荐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12-13 2028-04-24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9-01 2024-01-13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黎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08-27 2023-08-27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10-01 2024-04-28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信用保证险,责任险,其他

美华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2-06-17 2024-06-16 合作中 意健险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9-02-01 2025-06-28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07-15 2023-07-15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7-23 2026-07-22 合作中 意健险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8-16 2023-08-15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民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5-29 2024-07-01 合作中 意健险

名阳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018-08-15 2023-06-17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6-05-01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南京星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3-24 2023-03-23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年安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5-25 2026-05-25 合作中 信用保证险

全天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5-08-26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全天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2021-12-01 2023-07-31 合作中 车险

山东汇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1-01 2024-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山东星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4-02-29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善康禾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0-23 2023-10-22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上海安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8-03 2023-08-02 合作中 意健险

上海诚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8-18 2023-08-17 合作中 意健险

上海东大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0-07-14 2024-02-23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0-06-10 2024-06-09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上海妙保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9-11-15 2023-11-26 合作中 意健险

上海汽车集团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3-20 2023-03-31 合作中 意健险

上海天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2-22 2024-02-2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上海新概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6-08-18 2033-08-17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上海鑫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5-18 2024-05-17 合作中 意健险

上海亚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1-25 2023-01-24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上海懿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5-01-26 合作中 意健险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08-19 2023-08-18 合作中 意健险

深圳市南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2-17 2023-02-16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深圳市中诚安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4-30 2023-04-30 合作中 意健险

深圳中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04-14 2025-08-25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升华茂林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05-28 2028-04-27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09 2023-06-08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责任险

圣源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2020-05-14 2023-05-31 合作中 车险

盛世创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31 2024-05-22 合作中 意健险

盛世大联在线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09-01 2023-02-2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盛世合众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18-08-27 2027-12-29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盛世合众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2022-04-18 2023-04-17 合作中 车险

世纪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9-05-14 2024-05-0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首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2-05-20 2024-05-19 合作中 意健险

水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28 2023-05-27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水木林（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6-14 2024-06-13 合作中 意健险

顺丰保险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2021-09-14 2023-09-13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太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2-01 2023-02-01 合作中 意健险

太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6-24 2023-06-23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19-06-10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泰康在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22-01-01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天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2-10-16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天津华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1-08 2024-11-08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7-02-07 2023-04-26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甜橙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2-07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同昌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21-09-01 2024-09-01 合作中 意健险

同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5-01 2023-04-3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途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06-01 2023-05-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2-05-17 2024-05-16 合作中 意健险

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7-02-19 2023-10-3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微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6-05-15 2026-05-15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唯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6-08 2025-06-07 合作中 车险,财产损失险

文津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7-08 2023-07-07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蜗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4-01 2023-03-31 合作中 意健险

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01 2027-04-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希望天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5-03-29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广东）有限公司 2020-02-1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

向日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7-01-15 2029-05-2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4-25 2025-04-24 合作中 意健险

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1-22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心有灵犀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3-28 2023-03-27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新一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08-01 2023-07-31 合作中 意健险

阳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5-10 2025-05-09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阳光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 2022-03-11 2025-03-14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阳光三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1-12 2023-01-12 合作中 意健险

宜信博诚保险销售服务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10 2024-05-16 合作中 意健险,其他



易才宏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3-18 2025-03-17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易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2-12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易康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1-04-21 2023-01-1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2-07 2022-12-06 合作中 意健险

银河保险经纪（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22-05-09 2025-05-08 合作中 意健险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4-09-23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2021-10-28 2023-10-27 合作中 意健险

永创达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1-06-30 2025-06-29 合作中 意健险

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9-10 2024-09-09 合作中 意健险

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5-27 2024-06-06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宇泰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19-05-30 2023-06-3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元保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2020-10-23 2022-10-22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08-11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浙江核新同花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3-23 2024-06-30 合作中 意健险

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9-04-12 2024-08-02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正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2-07 2025-05-26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其他

中安风尚（北京）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4-20 2025-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车险

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21-06-11 2023-06-16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中驰保险代理（北京）有限公司 2021-03-15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03-08 2025-03-07 合作中 意健险

中禾宜道保险经纪（湖北）有限公司 2021-07-21 2024-07-20 合作中 意健险

中汇国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8-11-01 2026-12-31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联金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2016-06-01 2023-06-10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盛融安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8-06 2025-08-05 合作中 意健险

中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7-28 2024-06-27 合作中 意健险

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1-02-02 2022-12-30 合作中 财产损失险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2-01 2025-03-27 合作中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中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10 2023-12-31 合作中 意健险

重庆金诚互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8-10-01 2022-12-31 合作中 意健险,信用保证险,责任险,其他

洲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10-08 2022-10-13 合作中 意健险,责任险

珠海盈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2-05-09 2025-05-08 合作中 意健险

最会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2-31 2024-12-30 合作中 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保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北京安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4-22 2024-04-21 未合作 意健险

北京安鑫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1-14 2022-01-13 未合作 车险

北京丰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分公司 2017-10-10 2023-10-09 未合作 车险

北京广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12-15 2023-12-15 未合作 意健险,财产损失险

北京华育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3-25 2024-03-24 未合作 意健险

北京立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2020-08-24 2023-09-01 未合作 车险

北京润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11-03 2023-11-02 未合作 车险

北京信康诚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1-03-12 2023-03-11 未合作 意健险

北京远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3-23 2023-11-02 未合作 意健险

大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6-10-21 2022-10-20 未合作 意健险

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贵阳山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4-07 2022-04-06 未合作 意健险

国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19-11-25 2022-11-25 未合作 意健险

海安发展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0-12-21 2023-12-21 未合作 意健险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16-02-01 2023-01-31 未合作 意健险

华阳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2-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吉林省仁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5-31 2023-05-20 未合作 车险

嘉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12-10 2022-12-09 未合作 意健险

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俊豪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联创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美臣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20-08-27 2022-10-19 未合作 意健险



宁波世纪康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1-21 2023-01-20 未合作 意健险

全天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观致营业部 2021-08-01 2022-07-30 未合作 车险

陕西凯森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06-09 2022-06-09 未合作 意健险

上海东瑞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车险

上海明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8-24 2022-06-21 未合作 意健险,车险

深圳荷叶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05-12 2023-05-11 未合作 意健险

世捷开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9-11-29 2022-11-29 未合作 意健险

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2020-04-26 2023-03-31 未合作 车险

四川中领天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3-26 2023-03-25 未合作 意健险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08-23 2025-08-22 未合作 意健险,车险,财产损失险,责任险

泰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腾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7-04-10 2023-08-09 未合作 意健险

天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019-02-18 2024-02-17 未合作 车险

天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4-08 2025-04-07 未合作 意健险

万众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2020-06-11 2023-06-10 未合作 意健险

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1-09 2022-01-08 未合作 车险,责任险

小帮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06-09 2023-06-08 未合作 意健险

易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0-05-21 2024-05-21 未合作 意健险

长春三利汽车修配厂 2018-11-21 2023-10-01 未合作 车险

真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2-05-09 2023-05-09 未合作 意健险

中煤联合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06-28 2023-06-27 未合作 意健险

中铁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20-03-24 2023-03-23 未合作 意健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