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险种全称 险种简称 种类 

团险 

H016 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日额团体医疗保险 附加意外住院日额 附加险 

H019 平安补充门诊急诊（2018）团体医疗保险 补充门诊急诊 2018 主险 

H020 平安补充住院（2018）团体医疗保险 补充住院 2018 主险 

H021 平安体检费用（2018）团体医疗保险 体检团体费用 2018 主险 

H022 平安住院津贴（2018）团体医疗保险 团体住院津贴 2018 主险 

H023 平安附加意外伤害（2018）团体医疗保险 附加意外团体医疗 2018 附加险 

H024 平安住院（2018）团体医疗保险 住院团体医疗 主险 

H025 平安附加门诊急诊（2018）团体医疗保险 附加门诊急诊团体医疗 附加险 

H062 平安附加女性安康（2018）团体疾病保险 附加女性安康团体疾病 2018 附加险 

H063 平安附加（2018）团体疾病保险 附加团体疾病 2018 附加险 

H064 平安（2018）团体疾病保险 团体疾病 2018 主险 

H081 平安团体护理保险 平安团体护理保险 主险 

H305 平安（2014）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团体意外（2014） 主险 

H307 平安短期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短期团意外 主险 

H308 平安交通（2018）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交通团体意外 2018 主险 

H362 平安全球（2018）团体医疗保险 全球团体医疗 2018 主险 

H364 平安高新技术企业全球（2018）团体医疗保险 高新技术全球团体医疗 2018 主险 

 

 代码 险种全称 险种简称 种类 

个险 

H540 平安舒享人生（A）医疗保险 舒享人生 A 主险 

H541 平安舒享人生（B）医疗保险 舒享人生 B 主险 

H707 平安住院（基础版）医疗保险 住院医疗（基础版） 主险 

H711 平安住院（升级版）医疗保险 住院医疗（升级版） 主险 

H714 平安 e 生保（2017）医疗保险 e 生保 2017 主险 

H715 平安安康住院费用（A，2017）医疗保险 安康医疗 A 主险 

H716 平安安康住院费用（B，2017）医疗保险 安康医疗 B 主险 

H722 平安个人住院医疗保险（2017 版） 个人住院 2017 主险 

H723 平安 e 生保（门诊版）医疗保险 e 生保加强版 主险 

H724 平安抗癌卫士（2018）医疗保险 抗癌卫士 2018 主险 

H725 平安 i 康保老年医疗保险 i 康保老年医疗 主险 

H727 平安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上海医保医疗 主险 

H730 平安尊欣人生（2018）医疗保险 尊欣 2018 主险 

H731 平安尊优人生全球（升级版）医疗保险 尊优升级版 主险 

H732 平安门急诊（HMO 版一代，2018）医疗保险 门急诊医疗（HMO 版一代） 主险 

H735 平安新尊享二代（2018）医疗保险 新尊享 2018 主险 

H736 平安 e 生保（保证续保版）医疗保险 e 生保保证续保 主险 

H737 平安安康（特需版）医疗保险 安康（特需版） 主险 

H738 平安住院（普惠版）医疗保险 模块化住院 19 主险 

H739 平安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重疾医疗 主险 

H742 平安癌症补充医疗保险 抗癌 lite 主险 

H744 平安 i 康保老年（标准版）医疗保险 
i 康保老年医疗（标准版/升

级版） 
主险 



H746 平安特定恶性肿瘤药品费用医疗保险 特药保险 主险 

H756 平安抗癌卫士（升级版）医疗保险 抗癌卫士升级版 主险 

H757 平安海外特定疾病（2018）医疗保险 海外特定疾病 2018 主险 

H758 平安控糖保（2018）医疗保险 控糖保 2018 主险 

H759 平安附加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 附加质子重离子医疗 附加险 

H760 平安附加海外特定治疗（亚洲版）医疗保险 亚洲包 附加险 

H761 平安一年期重大疾病保险 一年期重疾 主险 

H762 平安个人（2017）重大疾病保险 个人重疾 2017 主险 

H763 平安 i 康保重大疾病保险 i 康保重疾 主险 

H764 平安超额保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重疾超额保 主险 

H766 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医保重疾 主险 

H807 平安个人综合（2018）意外伤害保险 个人综合意外 2018 主险 

H808 平安 i 康保意外伤害保险 i 康保意外 主险 

H809 平安 i 康保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i 康保交通意外 主险 

H810 平安一年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一年期意外 主险 

H858 平安门急诊（普惠版）医疗保险 门急诊（普惠版）医疗保险 主险 

H853 平安上海医保账户意外医疗保险 上医保意外医疗 主险 

H854 平安上海医保账户医疗保险 上医保医疗 主险 

H748 平安抗癌卫士个人医疗保险 抗癌卫士 2020 主险 

H749 平安 e 生保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e 生保 2020 主险 

H773 平安附加特定疾病保险 附加特定疾病津贴 附加险 

H857 平安 e 生保（保证续保 2020）医疗保险 e 生保（保证续保 2020） 主险 

H863 平安 i 康保个人医疗保险 i 康保医疗 主险 

H767 平安 i 康保重大疾病保险 i 康保重疾 主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