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代销保险产品目录(2021年第一版)

保险产品名称 是否代销 保险公司 缴费期间 保险期间 保险产品种类 保险利益是否确定
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
（B款）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趸缴、3年、5年、10年  30年 两全保险 是

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
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随主险 随主险 意外伤害保险 是

人保花开富贵年金保险、品质

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趸缴、3年、5年 10年、15年、20年

年金险、万能型

人身保险
否

人保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
（C款）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趸缴 3年 分红保险 否

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经典多
倍版）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5年、10年、15年、20年、30

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医养无忧版）、附加康健保

两全保险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5年、10年、15年、20年

主险保终身、附加
险保至70岁

健康保险 是

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
（关爱成长版）、附加康健保

两全保险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5年、10年

主险保终身、附加

险保30年
健康保险 是

人保寿险臻享一生终身寿险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3年、5年、10年、15年、20

年、3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人保寿险关爱百万医疗保险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趸缴 1年 健康保险 是

人保寿险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
保险（新标准版）

代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趸交 1年 意外险 是

保险产品名称 是否代销 保险公司 缴费期间 保险期间 保险产品种类 保险利益是否确定

中意优福两全保险（分红型）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 5年 分红保险 否

中意悦享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缴/3年/5年/10年/15年/20

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中意年年优悦两全保险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缴/3年/5年
5年/10年/15年/20

年/至105周岁
两全保险 是

中意永续我爱终身寿险（尊享

版）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缴/3年/5年/1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中意永续臻享终身寿险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缴/3年/5年/10年/15年/20

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中意永续金生年金保险计划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缴/3年/5年/10年 终身 年金保险 是

中意年年优盛年金保险（分红
型）

代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年 10年 分红保险 否

保险产品名称 是否代销 保险公司 缴费期间 保险期间 保险产品种类 保险利益是否确定
信泰如意红C款两全保险（分
红型）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 5年 分红保险 否



信泰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 1年 意外险 是

信泰稳福来C款年金保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年、5年、10年 15年、20年 年金保险 是

信泰千万传承B款终身寿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10年、15

年、2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信泰百万守护重大疾病保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10年、15

年、20年、30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信泰附加百万守护两全保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主险 至65/70/75周岁 健康保险 是

信泰如意福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信泰如意福年金保险、信泰

如意鑫年金保险（万能型））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
主险保10、15、20
年，附加险至终身

年金险、万能型
人身保险

否

信泰冠无忧个人保险产品计划
（升级版）（信泰如意安泰意

外伤害保险、信泰附加安泰意
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 1年 健康保险 是

信泰如意尊终身寿险 代销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10年、15

年、2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保险产品名称 是否代销 保险公司 缴费期间 保险期间 保险产品种类 保险利益是否确定
中信保诚鼎信盛世两全保险
（分红型）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 5年 分红保险 否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寿
险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10年、20

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中信保诚「托富未来」终身寿
险（银保渠道版）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3年、10年、2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中信保诚「尊享惠康2019」重

大疾病保险（少儿版）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5年、10年、15年、20

年、25年、30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中信保诚「尊享惠康2019」重

大疾病保险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5年、10年、15年、20

年、25年、30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中信保诚「安诊」中美癌症医
疗保险(计划一)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 1年 健康保险 是

中信保诚「安诊」中美癌症医
疗保险(计划二)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 1年 健康保险 是

中信保诚「安诊」中美癌症医
疗保险(计划三)

代销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趸交 1年 健康保险 是

保险产品名称 是否代销 保险公司 缴费期间 保险期间 保险产品种类 保险利益是否确定
国寿鑫禧宝保险产品组合（尊

享版）
代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年、5年、10年

主险保10、15、20

年，附加险至终身

年金险、万能型

人身保险
否

国寿鑫富宝保险产品组合 代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年
主险保10年，附加

险至终身

年金险、万能型

人身保险
否

国寿鑫吉宝保险产品组合 代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年、5年、10年
主险保10、15、20
年，附加险至终身

年金险、万能型
人身保险

否

国寿乐鑫传福终身寿险 代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趸交、3年、5年、10年、15

年、20年、30年
终身

终身寿险（人寿
保险）

是



国寿福佑人生保险产品组合 代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年、10年、15年、20年 终身 健康保险 是

 

一级支行 合作保险公司 合作保险产品

公明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各保险公司签约合
作的产品（见上表）

西乡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龙华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沙井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布吉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福永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龙岗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观澜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松岗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坪山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南山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宝安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横岗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石岩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鹏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平湖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龙城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坪地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罗湖支行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步支行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福田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公庙支行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光明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盐田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燕罗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坂田支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前海分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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