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锦一卫·个人意外综合保障计划（经典版）电子保单

鉴于投保人已向保险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依照承保险种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通过本公司网页www.ejintai.com，客服电话4008-666-555，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
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请在本公司网页投诉信箱留言或拨打投诉电话4008-666-555。
投诉渠道：
电话：4008666555，官微：jtservice，官网：<http://www.ejintai.com>，电邮：jt12315@ejintai.com，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瑞四路399号锦泰保险大厦。

扫码享服务 扫码验真本保险单号码：BD0122012206001200017121 银行流水号或POS交易号：/

收费确认时间：/ 保单生成时间:2022-09-23 15:57:17

投保人信息

投保人名称

投保人性质 个人

通讯地址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被保险人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被保险人与投保

人关系
本人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被保险人年龄 23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职业类别 行业类型： 保险业 职业名称：
保险业相关行政办
公人员

职业类别： 1

投保信息

险别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元)
被保险人人数

保费合计
(元)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民航班机）

500000.00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互联
网专属）

意外身故/残疾 100000.00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轨道交通车

辆）

100000.00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轮船）
100000.00

附加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
（互联网专属）

突发急性病身
故

100000.00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互联网专属）

意外医疗 10000.00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
险（互联网专属）

意外住院津贴 1800.00

1人 42.00

代理点 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业务员 张安彧

保险总金额 (大写)人民币柒拾壹万壹仟捌佰元整 (小写)￥711800.00

总保险费 (大写)人民币肆拾贰元整 (小写)￥42.00

保险期限 2022-10-12 00:00:00至2023-10-11 23:59:59

特别约定

1、本保单被保险人职业类别限1-3类（以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职业
类别表为准），出险时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或所处工作状态对应的职业类别超出前述范围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如实告知职业的，保险人有权据此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2、本保险承担每一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险金
额人民币10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人民币1万元，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额人民币
1800元。交通工具意外伤害给付分项保额为：乘坐客运民航班机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人民币
50万元，乘坐轨道交通车辆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人民币10万元，乘坐客运轮船身故残疾保险金
额人民币10万元。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金额人民币10万元。3、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
主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
上并经保险人认可的公立医疗机构（北京市密云区、北京市平谷区、北京怀柔区、河南省开
封市、河南省新乡市、河南省安阳市、河南省商丘市、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宜宾市的所有
医疗机构除外）治疗，由此发生符合保单签发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可以报销的合理且必
要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按“（每次意外合理医疗费用-100）×100%”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金。4、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主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并经保险人认可的公立医疗机构（北京市密云区、
北京市平谷区、北京怀柔区、河南省开封市、河南省新乡市、河南省安阳市、河南省商丘市
、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宜宾市的所有医疗机构除外）住院治疗，保险人按“（每次实际住
院天数-0天）×10元”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90天，累计给付天数
最高不超过180天。5、在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限内且在保险责任生效日起30日后（续保者
不受30日的限制），被保险人突发急性病，并在发病后72小时内因此而身故的，保险人按本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通过本公司网页www.ejintai.com，客服电话4008-666-555，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
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请在本公司网页投诉信箱留言或拨打投诉电话4008-666-555。
投诉渠道：
电话：4008666555，官微：jtservice，官网：<http://www.ejintai.com>，电邮：jt12315@ejintai.com，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瑞四路399号锦泰保险大厦。

扫码享服务 扫码验真本保险单号码：BD0122012206001200017121 银行流水号或POS交易号：/

收费确认时间：/ 保单生成时间:2022-09-23 15:57:17

投保人信息

投保人名称

投保人性质 个人

通讯地址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被保险人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被保险人与投保

人关系
本人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被保险人年龄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职业类别 行业类型： 保险业 职业名称：
保险业相关行政办
公人员

职业类别： 1

投保信息

险别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元)
被保险人人数

保费合计
(元)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民航班机）

500000.00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互联
网专属）

意外身故/残疾 100000.00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轨道交通车

辆）

100000.00

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

交通意外身故
/残疾（乘坐客

运轮船）
100000.00

附加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
（互联网专属）

突发急性病身
故

100000.00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互联网专属）

意外医疗 10000.00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
险（互联网专属）

意外住院津贴 1800.00

1人 42.00

代理点 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业务员 张安彧

保险总金额 (大写)人民币柒拾壹万壹仟捌佰元整 (小写)￥711800.00

总保险费 (大写)人民币肆拾贰元整 (小写)￥42.00

保险期限 2022-10-12 00:00:00至2023-10-11 23:59:59

特别约定

1、本保单被保险人职业类别限1-3类（以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职业
类别表为准），出险时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或所处工作状态对应的职业类别超出前述范围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如实告知职业的，保险人有权据此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2、本保险承担每一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险金
额人民币10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人民币1万元，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额人民币
1800元。交通工具意外伤害给付分项保额为：乘坐客运民航班机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人民币
50万元，乘坐轨道交通车辆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人民币10万元，乘坐客运轮船身故残疾保险金
额人民币10万元。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金额人民币10万元。3、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
主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
上并经保险人认可的公立医疗机构（北京市密云区、北京市平谷区、北京怀柔区、河南省开
封市、河南省新乡市、河南省安阳市、河南省商丘市、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宜宾市的所有
医疗机构除外）治疗，由此发生符合保单签发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可以报销的合理且必
要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按“（每次意外合理医疗费用-100）×100%”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金。4、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主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并经保险人认可的公立医疗机构（北京市密云区、
北京市平谷区、北京怀柔区、河南省开封市、河南省新乡市、河南省安阳市、河南省商丘市
、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宜宾市的所有医疗机构除外）住院治疗，保险人按“（每次实际住
院天数-0天）×10元”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90天，累计给付天数
最高不超过180天。5、在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限内且在保险责任生效日起30日后（续保者
不受30日的限制），被保险人突发急性病，并在发病后72小时内因此而身故的，保险人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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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突发急性病身故保
险金与人身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能累计赔付。6、因驾驶或
乘坐机动车发生单车事故或因溺水导致意外身故的，需提供公安机关的事故证明。7、被保险
人在保险责任生效前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8、本产品保障区域为中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9、本保险未尽事宜，以《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条款》《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锦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为准。本保单保险费为含税
金额，其中不含税保险费40.42元、增值税1.58元。

重要提示

1.本保险合同由投保单、保单、保险条款、特别约定和批单组成。
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
或补充手续。
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
4.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报案及服务电话：4008666555

保险人

公司名称: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府
新区中心支公司

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969号中交国际
中心1栋13层06单元

公司电话: 4008-666-555 公司网址: http ://www.ejintai.com/

公司邮编: 610000 签单日期: 2022年09月23日 （保险人签章）

经办: 张安彧 制单: 张安彧 核保: 自动核保 （本保险单手写无效）

附加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突发急性病身故保
险金与人身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不能累计赔付。6、因驾驶或
乘坐机动车发生单车事故或因溺水导致意外身故的，需提供公安机关的事故证明。7、被保险
人在保险责任生效前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8、本产品保障区域为中国境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9、本保险未尽事宜，以《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意外伤害保
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条款》《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锦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突发急性病身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为准。本保单保险费为含税
金额，其中不含税保险费40.42元、增值税1.58元。

重要提示

1.本保险合同由投保单、保单、保险条款、特别约定和批单组成。
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
或补充手续。
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
4.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报案及服务电话：4008666555

保险人

公司名称: 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府
新区中心支公司

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969号中交国际
中心1栋13层06单元

公司电话: 4008-666-555 公司网址: http ://www.ejintai.com/

公司邮编: 610000 签单日期: 2022年09月23日 （保险人签章）

经办: 张安彧 制单: 张安彧 核保: 自动核保 （本保险单手写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