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产品名称
延误险
航空组合险
交通工具意外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

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展业责任险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安家保保姆方案
黄河安家保月嫂方案
黄河安家保育儿嫂方案
黄河安家保居家养老方案
黄河安家保保洁（小时工）方案
黄河安家保催乳师方案
黄河安家保（医院）护工方案
齿科医疗保险
小帮阿尔法1号百万医疗

备案产品名称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程延误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1201806042048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附加航空旅程延误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1922018060420492

备注
已下线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12018053003971

已下线

注册号：C00023132112018072500461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1201807170058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1807230039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管道破裂及水渍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220180724005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盗抢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2201807240055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家用电器用电安全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2201807230038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现金及珍贵财物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2201807230013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高空坠物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1807230048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搬迁、清理费用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12201807230011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家政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18072300502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宠物责任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1807230047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18版）附加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1807230037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12018100905941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8120421172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8版）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12018071702842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12019082901071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322019111301442

已下线
已下线
已下线
已下线
已下线
已下线
已下线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齿科医疗保险条款

C00023132512019101802271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主)016号

黄河财险发（2019）358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512019122522562

黄河财险发〔2019〕43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附加恶性肿瘤院外靶向药费用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2522019122522592

黄河财险发〔2019〕43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黄河财险发〔2019〕430号
注册号：C00023132522019122522602
C000231323120210527746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11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8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003280337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重大疾病保险（B款）条款

C00023132622021020413131/(黄河财险)(备-疾病保险)【2021】(附) 068号

黄河财险发〔2021〕4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方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1201909030529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主)024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2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方责任保险附加学生校车安全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1909030531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4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2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在园无忧”保障计划

报备文件编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附加异地就医转诊交通费保险条款

“宝贝无忧”保障计划

产品注册号/ 产品备案编号
注册号：C00023131912018060520972

黄河财险发〔2020〕6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方责任保险附加邀请学者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1909030530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40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2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C00023132112021053190391/(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1】(主)012号 黄河财险发〔2021〕202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管道破裂及水渍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7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83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C0002313212202005190505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1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已下线
已下线

安居乐业家庭综合险
（个人版、家庭版）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盗抢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502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7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现金及珍贵财物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492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86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家用电器用电安全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495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3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搬迁、清理费用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490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2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家政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501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66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宠物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8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70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6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64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程延误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共同被保险人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调整承保区域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2020版）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7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83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盗抢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502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7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现金及珍贵财物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492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86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家用电器用电安全保险条款

C0002313212202005190495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3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家政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501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66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宠物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8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70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2005190496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64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C00023131922020051904912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85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补充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猝死保险条款

C0002313192202012260059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76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075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主)023号
C000231325220210122046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6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B款）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猝死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驾驶、乘坐三轮摩托车、三轮拖拉机期间除外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猝死保险条款

C0002313192202012260059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76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075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6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077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5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079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主)023号
C0002313192202012260059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76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黄河财险发〔2021〕23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主)023号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1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4类）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行天下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境内）-优选计划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C00023130922020051905112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074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C00023132322019092601122 /(主)023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028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百万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C00023132122020051905052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61号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燃气责任保险条款

黄河守护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险发〔2020〕15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管道破裂及水渍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条款

黄河超人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险发〔2020〕150号

C00023131912020052002711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主)045号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C00023132322020052700351 /(主)023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黄河财险发（2020）178号
095号
C0002313232202005270033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黄河财险发（2020）178号
092号
C00023132112020031617401 / (黄河财险)(备-普通家财险)【2020】(主)036号 黄河财险发〔2020〕5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安居乐业家庭综合险
（自由定制版）

C00023131922020051904912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85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额外费用补贴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31201909180628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主)022号黄河财险发〔2019〕318号
C00023131922019091806341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35号

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C0002313232201903124246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 193号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丧葬费保险条款

C0002313232201909180633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033号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突发急性病保险条款

C00023130922019031242401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19】(附) 198号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C0002313231201909180628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主)022号黄河财险发〔2019〕318号
C00023131922019091806361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37号

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行天下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境内）-尊享计划

小微企业”随心保“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额外费用补贴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丧葬费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23220190918063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038号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2019版）条款

C00023130612019070502541/(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0】(主)033号

黄河财险发〔2019〕24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基本险（2019版）条款

C00023130612019070502521/(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0】(主)032号

黄河财险发〔2019〕251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财产保险附加水箱、水管爆裂扩展条款

C00023130622018071203702/(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0】(附) 419号

黄河财险发〔2018〕43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财产保险附加放弃比例分摊扩展条款

C00023130622018071205012/(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0】(附) 354号

黄河财险发〔2018〕43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中断保险（2021版）条款

C00023130612021031225982/(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1】(主)019号

黄河财险发〔2021〕7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中断保险附加传染病保险（B款）条款

C00023130622021033031831/(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1】(附) 053号

黄河财险发〔2021〕113号

C00023130622021033031821/(黄河财险)(备-企财险)【2021】(附) 052号

黄河财险发〔2021〕113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2019版）条款

C00023130912019122520402/(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主)066号

黄河财险发（2019）42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众责任保险（2019版）条款

C00023130912019122520392/(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主)069号

黄河财险发（2019）428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疾病身故或全残保险条款
黄河幼儿、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超人宝贝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003280337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4号

黄河财险发〔2020〕66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8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C000231323120210527746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11
黄河财险发〔2021〕205号
号
黄河财险发〔2021〕223号
C0002313192202106017688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39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7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4号

黄河财险发〔2020〕66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8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C0002313252201906131088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19】(附) 265号 黄河财险发〔2019〕179号
C000231323120210527746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11
黄河财险发〔2021〕205号
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7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4号 黄河财险发〔2020〕66号
C00023132622021020413131/(黄河财险)(备-疾病保险)【2021】(附) 068号

黄河财险发〔2021〕4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1906131088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19】(附) 265号

黄河财险发〔2019〕17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003280338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C00023131922021032328421/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55号

黄河财险发〔2021〕105号

C00023132512021060176812/(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主) 013号

黄河财险发(2021)222号

C0002313192202106017682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42号

黄河财险发(2021)222号

C00023132622021060176832/(黄河财险)(备-疾病保险)【2021】(附) 044号

黄河财险发(2021)222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2021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附加异地就医转诊交通费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附加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医疗保险附加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险学生平安保险优选计划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重大疾病保险（B款）条款

黄河财险发(2021)222号
C00023132522021060176842/(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43号
C000231323120210527746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11
黄河财险发〔2021〕205号
号
C0002313252202003280337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4号 黄河财险发〔2020〕66号
C00023132622021020413131/(黄河财险)(备-疾病保险)【2021】(附) 068号

黄河财险发〔2021〕4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003280338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57号

黄河财险发（2020）63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1906131088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19】(附) 265号 黄河财险发〔2019〕179号
C00023132312018121913651/(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主)071
黄河财险发〔2018〕646号
号
C000231323220190731052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黄河财险发〔2019〕281号
045号
C00023132822018121913661/(黄河财险)(备-失能保险)【2019】(附) 178号 黄河财险发〔2018〕646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2020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额外费用补贴保险条款
境内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C00023130922018080814782/(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20】(附) 236号 黄河财险发〔2018〕481号
C0002313231202105277460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主)011
黄河财险发〔2021〕205号
号
黄河财险发〔2021〕223号
C00023131922021060176882/(黄河财险)(备-其他)【2021】(附) 039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重大疾病保险（B款）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全残保险条款

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补充保险条款

黄河幼儿、学生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疾病身故或全残保险条款
黄河宝贝/卓越宝贝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C00023130922019031242401 / (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19】(附) 198号

C0002313232201903124244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 197号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众责任保险（2018版）附加电梯、机器及大厦自动装置条款

阿尔法2号百万医疗

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自驾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中断保险附加赔偿标准调整保险条款

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

C00023131922019091806341 / (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35号

C0002313232201909180633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033号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C0002313252202004033105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49号 黄河财险发〔2018〕646号
C00023132312020110402112/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
黄河财险发（2020）316号
(主)035号
C00023132312019091806281/(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主)022
黄河财险发〔2019〕318号
号
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C00023131922019091806341/(黄河财险)(备-其他)【2020】(附) 035号
C00023132322019031242461/(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19】(附)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193号
C00023130922019031242401/(黄河财险)(备-责任保险)【2019】(附) 198号 黄河财险发〔2019〕90号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丧葬费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安心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版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安享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版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乙类、丙类药品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9版）条款
黄河汇泽保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生活津贴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高空坠落除外责任条款

观光景点、娱乐或运动场所人身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观光景点、娱乐或运动场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21版）条款
意外伤害保险

C00023132322019091806331/(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附)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033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险发（2019）324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主)023号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075号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主)023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5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079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075号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主)023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5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079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075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6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49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312019091105051 / (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0】
黄河财险发〔2019〕316号
(主)023号
C00023132522019092601112 / (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21号 黄河财险发（2019）334号
C00023132522021050870971/(黄河财险)(备-医疗保险)【2021】(附) 050号
C00023132322020122600582/(黄河财险)(备-普通意外保险)【2021】(附)
075号

黄河财险发（2021）193号

C00023132312021090614533

黄河财险发〔2021〕319号

黄河财险发（2020）35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