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P 至尊级客户增值服务手册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感谢您对我们国华的认可，在您享受我们为您提供的优质保障的同时，

还将为您送上专属新契约回访服务、专属生日祝福、客户呼入 VIP专属服务、体

检报告解读、健康档案建立、私人家庭医生咨询(图文+电话+视频)、预约挂号、

重疾门诊绿通、重疾专业陪诊、重疾诊后随访、重疾手术/住院加快、重疾住院

垫付（前置理赔）、重疾靶向药基因检测、理赔上门收集资料服务、健康体检、

质子重离子绿通、“成人洁牙/儿童涂氟”二选一等多项健康服务，我们尽心为您

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一、服务内容 

1.专属新契约回访服务 

服务内容：高端贵宾客户专属新契约回访 

服务流程：新契约保单承保后且回执录入核心系统，优先安排回访，由 VIP

贵宾客户服务团队专人处理，当日使用 VIP贵宾客户专用回访话术进行回访。预

约回访在预约时间 10 分钟内完成回访，提升服务质量和贵宾客户体验。 

服务形式：电话。 

服务有效期：新契约保单回执录入后，回访成功前。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时效：7*12 小时提供服务，每天 8:30-20:30。 

2.专属生日祝福 

服务内容：高端贵宾客户专属生日祝福 

服务流程： VIP贵宾客户专属服务人员在客户生日前一天或当日，送上真诚

的生日祝福，主动帮贵宾客户解决保单相关问题，了解记录贵宾客户其他需求并

及时跟进处理。 

服务形式：短信或电话。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3.客户呼入 VIP 专属服务 

服务内容：高端贵宾客户呼入 VIP专属服务 

服务流程：高端贵宾客户使用保单原电话拨打 95549服务热线时，会自动转

接至 VIP 贵宾客户服务团队，由专家坐席提供专属服务，快速解决贵宾客户问题。 

服务形式：电话。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时效：7*12 小时提供服务，每天 8:30-20:30。  

4.体检报告解读 

服务内容：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贵宾客户指定一名专属体检解读医生，提

供体检报告结果的解读，包括体检指标的解释，体检结果指标异常的温馨提示、

根据体检结果是否需要进一步就医指导等。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通过家庭医生图文咨询提出体检报告解读需求，由家庭

医生为贵宾客户提供服务。家庭医生均具有国家认可的有效医生职业资格证，并

具备三年及以上行医资历。 

服务形式：图文。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及家属。 

服务次数：不限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每日 8：00-22：00 为体检解读医生服务时间，体检

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接到贵宾客户在线提出问题的 15分钟内回复，24小时内解读。 

5.健康档案建立 

我司为每位贵宾客户建立微信专属健康管理账户，享受相关健康服务。 

6.私人家庭医生咨询（图文+电话+视频） 

服务内容：为贵宾客户提供日常健康咨询，包含：全部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咨

询，如疾病饮食调节、轻症咨询、OTC常用药品用药指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的慢病管理、重症专业分诊、术后康复知识咨询等。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通过“家庭医生-图文咨询/电话咨询/视频咨询”进行



咨询。 

服务形式：图文+电话+视频。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及家属。 

服务次数：不限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天提供服务。 

特别说明：家庭医生均具有国家认可的有效医生职业资格证，并具备三年及

以上行医资历。 

（1）图文咨询：全年 365天每日 8：00-22：00为家庭医生服务时间，医生

在服务时间内接到贵宾客户在线提出问题的 15 分钟内回复。22：00-08：00 为

非服务期间，医生将在次日 09：00前回复。 

（2）电话咨询：全年 365天每日 8：00-22：00为电话医生服务时间，贵宾

客户在线进行预约，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根据贵宾客户预约的时间段回拨贵宾客户

预留电话，每次电话咨询时长不超过 10分钟。 

（3）视频咨询：全年 365天每日 8：00-22：00为视频医生服务时间，贵宾

客户在线进行预约，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根据贵宾客户预约的时间段连线贵宾客户，

每次视频咨询时长不超过 10分钟。 

7.预约挂号 

服务内容：贵宾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提出门诊预约需求，我司将根据贵宾客

户自身临床病症，综合贵宾客户关于就诊时间、地点、医院等要求，推荐适合的

医院科室，并提供指定医院、指定科室的预约挂号服务。 

服务流程：全年 365 天通过微信在线提交预约需求，客服 1 个工作日响应，

于响应贵宾客户之日后的 7-10个工作日内落实服务。 

服务形式：线下就医。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不限次。 

服务时效：于客服响应客户之日后的 7-10 个工作日内落实服务。 



预约规则： 

（1）同一个用户一天只能提交一张预约单。 

（2）同一个用户 7天内只能有两个待预约申请。 

（3）一个门诊预约需求默认连续预约处理的周期为 7天，连续预约 7天仍

未能预约需求号源，则该需求自动终止。如贵宾客户需继续该需求或改约其它医

院，需要重新提交预约单。 

取消规则： 

（1）门诊预约成功后，如贵宾客户在一个月内取消/爽约累计达两次，则三

个月内不享用该服务。 

（2）门诊预约成功后，如贵宾客户在三个月内取消/爽约累计达三次，则六

个月内不享用该服务。 

计次规则：成功为贵宾客户完成门诊预约后，系统将向贵宾客户发送预约成

功短信通知。系统一旦向贵宾客户发送预约成功短信通知，则贵宾客户消耗 1次

服务权益，我司将以该成功短信通知的系统发送时间为准实时扣次。 

注意事项： 

（1）为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我司根据贵宾客户病情情况，为其推荐及预

约适合对症的医院、科室的号源（包括但不限于普通号、专家号、特需号）。 

（2）如贵宾客户病情严重复杂或在其他医院就诊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治，提

出专家需求，我司会根据贵宾客户需求提供指定医院指定科室的专家号号源（专

家号或特需号）。口腔类专科只保证普通门诊预约。不承诺点名预约。 

（3）如特殊情况下，贵宾客户指定医院指定科室的专家由于医院时间、医

生出诊时间等问题导致无法实现预约时，我司将推荐同级别的医院科室同级别的

专家供客户选择就诊。 

（4）不提供传染类疾病、精神类疾病、产科建档、生殖中心的门诊预约服

务。 

（5）医院收取的挂号费及其他任何相关医疗费用，均由贵宾客户自行全部

承担。 

（6）我司可实现协助门诊预约的全国医院网络，将随中国大陆范围内各医

疗机构在公共平台开放政策随时进行调整，具体以医院网络列表为准。 



8.重疾门诊绿通 

服务内容：我司贵宾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

约定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后，在提出门诊

就医需求的情况下，我司在就医绿通网络范围内为我司贵宾客户提供专家号门诊

预约服务，我司贵宾客户可指定医院指定科室指定医生；同时提供当次就诊的全

程专业医护陪诊，提供代挂号、取药等服务。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可在国华悠健康平台使用“在线客服”服务或者拨打我

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我司在我司贵宾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

贵宾客户提交完整材料并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后，对于不指定医生的需求，我司

5个工作日内安排我司贵宾客户就诊，对于指定医生的需求，不计时效为我司贵

宾客户预约直至服务完成。 

注意事项： 

（1）专家号门诊包括主任和副主任级别的专家，对于不指定专家的门诊服

务，协调时以最终医院端反馈的结果为准，我司贵宾客户不可指定级别和医生姓

名。 

（2）我司贵宾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

送成功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

服务已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贵宾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

贵宾客户的取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贵宾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3）我司预约启动前，应明确告知我司贵宾客户，预约一旦启动后不得取

消。 

9.重疾专业陪诊 

“重疾专业陪诊”服务仅为重疾门诊绿通、重疾手术/住院加快各搭配一次



的配套服务，不予单独提供；不支持无亲属陪护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及无

亲属陪护的 70周岁以上的老人。 

10.重疾诊后随访 

服务内容：我司为已使用重疾门诊绿通或重疾手术/住院加快服务的我司贵

宾客户，安排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家庭医生提供关爱随访服务。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可在国华悠健康平台使用“在线客服”服务或者拨打我

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电话。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无地域限制。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3次。 

服务时效：我司在为贵宾客户安排门诊/手术/住院后的 1个月内主动进行电

话随访，连续 3个月每月提供 1次 15-20分钟的电话关爱随访服务，随访时间将

与我司贵宾客户协商。 

11.重疾手术/住院加快 

服务内容：我司贵宾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

约定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我司为已开具

绿通就医网络内的医院住院单的我司贵宾客户提供住院/手术加快服务。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可在国华悠健康平台使用“在线客服”服务或者拨打我

司客服热线 95549-7。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我司贵宾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我司在我司贵宾客户

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贵宾客户提交住院单等完整材料并服



务资格经审核通过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安排我司贵宾客户就诊（对于医院/医生要

求择期手术或住院、或需完成入院前检查、停药等特殊医嘱的手术或住院情况，

须以医生医嘱为准）。 

注意事项： 

（1）我司贵宾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

送成功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

服务已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贵宾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

贵宾客户的取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贵宾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2）住院加快服务除外儿科、所有甲状腺核素治疗相关科室。 

（3）手术加快不支持主刀医生的更换。 

12.重疾国内住院垫付（前置理赔） 

服务内容：贵宾客户于保单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确诊首次罹患约定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几种，且经垫付服务网络内二级及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诊断必须接受住院医疗，我司在垫付服务网络范围内为贵宾客户垫

付符合保险责任的住院费用，缓解贵宾客户应急资金需要。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 

（1）签署授权委托书：贵宾客户申请服务前需在线签署《国内住院垫付授

权委托书》，对我司获取贵宾客户既往就诊信息给予授权，同时明确个人权利义

务。 

（2）提交垫付申请：贵宾客户通过在线提交必要材料申请垫付服务（可拨

打垫付服务咨询热线：010-80697888转 2，客服咨询时间为工作日：9:00-17:00，

客服指导贵宾客户提交申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具体以服务页面展示为

准）：  

资料类型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说明 

客户信息 

1 客户身份证明 原件正反面拍照上传 

2 客户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3 
纸质保单影印件或电子保

单及保险条款 
原件拍照或电子版上传 

4 医保卡、就诊卡 原件正反面拍照 

客户就诊信 1 目标医院 就医医院 



息 2 目标科室 就医科室 

3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诊断

证明（加盖医院公章有

效）、核磁/内镜/病理等

重疾确诊相关检查报告、

近两年医保报销记录（当

地医保可提取或支付宝绑

定的当地医保即可查询） 

原件拍照上传 

4 住院前门/急诊病例 原件拍照上传 

垫付相关资

料 

1 交费通知书 原件拍照上传 

2 入院形式 入院报销类型 

3 住院证（未住院） 原件拍照上传 

4 病房信息（已住院） 

管床医生姓名、办公室

电话/护士站电话、客户

病床照片（病床卡特别

拍照） 

5 本次住院全部押金条 原件拍照上传 

6 已发生每日费用清单 原件拍照上传 

（3）垫付服务审核：在贵宾客户提交资料齐备清晰的情况下，垫付团队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垫付责任的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我司为其落实垫付；对于审

核不通过的，我司于审核当日告知贵宾客户垫付服务申请未能通过，需贵宾客户

先行自付就医后向我司申请理赔报销，同时，以邮件方式向我司报备。 

（4）住院费用垫付实施：我司最快于贵宾客户服务资格审核通过后的 1 个

工作日内完成垫付；但对于与贵宾客户另行约定垫付日期的，按约定日期实施垫

付；贵宾客户须在我司为其实施垫付前签署《垫付确认书及郑重声明》、《理赔申

请书》，并于我司为其垫付时将所有住院押金条原件配合均交由我司进行保管。 

（5）服务状态查询：服务过程中各个环节进度将通过我司服务平台更新服

务状态的方式向贵宾客户展示，贵宾客户随时随地可在线查询。 

（6）出院资料收集：待贵宾客户出院时，应及时通知我司，我司与贵宾客

户约定好出院日期及协助其办理出院手续，同时按我司理赔资料要求收取贵宾客

户的住院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住院费用全部发票原件、诊断证明、出院小结、费

用总清单、住院病历等资料，由我司代贵宾客户提交申请理赔。 

（7）垫付费用结算：我司对贵宾客户完成住院垫付且收到贵宾客户完整就

诊资料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提交贵宾客户的理赔材料，于 30 日内对贵宾客户理赔

资料完成审核并反馈审核结果。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若中途退保，

该服务即时终止。 

服务范围：以公布的垫付服务网络为准。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不限次。 

服务时效：贵宾客户可随时随地在线申请服务；于贵宾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后

的 1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最快 1个工作日内落实垫付。 

13.重疾靶向药基因检测 

服务内容：贵宾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首次罹患恶性肿瘤并经二

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后，在服务网络范围内为贵宾客户提供不限癌种的靶

向药基因检测服务。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贵宾客户本人的身份证件证明、保单

影像件、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重疾诊断证明(须加盖医院有效公章)、

门急诊病历资料、病理诊断报告、血液检查报告、核磁或内镜等特殊检查报告、

近 2年医保报销记录、以及其他恶性肿瘤确诊的相关资料等，我司为贵宾客户出

具检测书面报告，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以公布的靶向药基因检测服务网络为准。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限期内 1次。 

服务时效：贵宾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内响应，对于提交完整资

料及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的，2个工作日内与贵宾客户确认信息及协调贵宾客户

与医院沟通采样；根据与贵宾客户协商时间收取样本；于收到贵宾客户全部必要

材料及样本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书面报告。 

14.理赔上门收集资料服务 

贵宾客户发生理赔申请时，分公司运营理赔专员与贵宾客户约定好时间地点，

上门收取理赔申请相关材料。 

15.健康体检 



服务内容：提供良好的体检环境、资深的医疗专家和先进的医疗设施，为我

司贵宾客户提供良好的体检和医疗健康服务。 

体检项目 
男

性 

女性 

临床意义 未

婚 

已

婚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体重指数

（BMI） 血压（BP）、脉

搏 

★ ★ ★ 
体重是否正常，有无体重不足、超重或肥

胖；有无血压脉搏异常等 

内科 心、肺听诊，腹部触诊 ★ ★ ★ 
心肺有无异常   肝脾有无肿大、腹部有

无包块等 

外科 

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

房、脊柱、四肢、外生殖

器、前列腺、肛肠指检、皮

肤等 

★ ★ ★ 

淋巴结有无肿大，甲状腺、乳房、外生殖

器、前列腺、肛肠有无异常、四肢脊柱有

无畸形等 

眼科 

视力 ★ ★ ★ 视力是否正常 

外眼 ★ ★ ★ 眼外观是否正常，有无沙眼、结膜炎等 

眼底 ★ ★ ★ 眼底有无黄斑变性和动脉硬化等 

裂隙灯 ★ ★ ★ 
检查眼角膜和晶状体有无病变（如白内

障）等。 

口腔科 口腔检查 ★ ★ ★ 了解口腔黏膜是否病变和龋齿等 

静态心电图

（ECG） 
十二导心电图 ★ ★ ★ 

用于心律失常（如早搏、传导障碍等）、

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心房、心室肥大等

诊断 

耳、鼻、喉 
外耳道、鼓膜、鼻腔、鼻中

隔、扁桃体、咽部 
★ ★ ★ 

耳、鼻、咽（如中耳炎、鼓膜穿孔、扁桃

体肿大）有无异常等 

血常规 18

项 

检查白细胞、红细胞、血小

板等 
★ ★ ★ 

可提示：小细胞性贫血，巨幼细胞贫血，

恶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

血，白血病，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

淋巴细胞减少，感染等。 

肝功能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 ★ ★ 
是肝细胞受损最敏感的指标，升高可提示

肝胆系统疾病：如急性传染性肝炎、中毒

性肝炎、药物中毒性肝炎等 

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 ★ ★ 

碱性磷酸酶(ALP) ★ ★ ★ 

血脂 

1.总胆固醇(TC) ★ ★ ★ 
脂肪肝，胆管炎，胆囊炎，药物中毒性肝

炎，酒精性肝炎和黄疸等 

2.甘油三脂（TG） ★ ★ ★ 
血脂升高是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

塞、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度危险因素 

3.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 ★ 
对血管有保护作用。血中含量低则易患血

管硬化 

4.低密度脂蛋白(LDL) ★ ★ ★ 
LDL 升高时冠心病、心肌梗塞、脑血管疾

病和动脉硬化的高度危险因素 

5.动脉粥样硬化指数(1-4 必

选） 
★ ★ ★ 

动脉粥样硬化指数升高，发生冠心病的危

险性也升高 



肾功能 
尿素氮（BUN）、肌酐

（Cr）、尿酸（UA） 
★ ★ ★ 

可提示有无肾功能损害：如慢性肾炎，肾

盂肾炎，肾结核，肾肿瘤，尿毒症等。 

血糖 空腹血糖 ★ ★ ★ 
从血糖水平了解是否有低血糖、糖尿病.了

解血糖控制情况等 

尿常规 12

项 

颜色、比重、酸碱度、尿

糖、隐血、尿胆素、尿胆

原、胆红素、尿蛋白、亚硝

酸盐、尿沉渣检查 

★ ★ ★ 

可提示有无泌尿系统疾患：如急、慢性肾

炎，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肾病综

合征，狼疮性肾炎，血红蛋白尿，肾梗

塞、肾小管重金属盐及药物导致急性肾小

管坏死，肾或膀胱肿瘤以及有无尿糖等 

DR 不出片 胸部正位检查 ★ ★ ★ 
有无肺炎、肺气肿、肺结核、肺癌及心

脏、主动脉、纵膈、横膈疾病等 

高清彩色多

普勒 B 超 

肝胆脾胰肾 ★ ★ ★ 
各脏器有无形态学改变及占位性病变（肿

瘤、结石、炎症等）。 

甲状腺 ★ ★ ★ 检查甲状腺是否有结节、囊肿或肿瘤等 

前列腺 ★     检查前列腺是否有增生或肿瘤。 

乳房（双侧）   ★ ★ 检查乳腺是否有肿块或乳腺癌。 

子宫及附件   ★   检查子宫及附件是否有肿瘤或卵巢囊肿。 

阴超（已婚项目）     ★ 检查子宫及附件是否有肿瘤或卵巢囊肿。 

胃功能 

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

蛋白酶原Ⅱ（PGⅡ）、PG

Ⅰ/ PGⅡ比值 

★ ★ ★ 

检测胃粘膜功能是否正常，是否受损。判

断患胃病（如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糜烂性胃炎及胃癌）的风险。 

妇科（已婚

项目） 

常规检查 
    ★ 

女性生殖器有无异常病变，有无宫颈及阴

道感染 白带常规 

宫颈刮片     ★ 宫颈癌筛查 

增强版

C6+(男) 

抗 EB 病毒抗体 VCA-IgA 定

量，SCC(鳞状细胞癌抗

原)，CA19-9，CA-153，

PSA，CEA，AFP 

★     
一次同时检测六项肿瘤标志物，升高可提

示肝癌、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 

增强版

C6+(女) 

抗 EB 病毒抗体 VCA-IgA 定

量，人附睾分泌蛋白

（HE4），CA19-9，CA-

153，CA125，CEA，AFP 

  ★ ★ 

一次同时检测六项肿瘤标志物，升高可提

示肝癌、肺癌、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

等 

营养早餐   ★ ★ ★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可在国华悠健康平台使用“在线客服”服务或者拨打我

司客服热线 95549-7进行体检服务预约，提供个人信息（姓名、证件号码及联系

方式）。我司通知贵宾客户相关安排情况，贵宾客户如期就诊（就诊时务必带好

有效证件），服务完成。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有效期：服务周年内。 

服务范围：以公布的体检服务网络为准。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或家属。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 1次。 

注意事项： 

（1）体检时请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如身份证、护照等），以便建立个人档案。 

（2）体检当天如涉及到血液检验项目、幽门螺旋菌（HP）哈气检测、腹部

B超（肝胆胰脾肾）早晨须空腹，如涉及空腹项目，乙方将会赠送早餐(入职体检

除外)。 

（3）体检前三天注意不要饮食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体检前一天晚上 8

点之后不再进餐（可饮水），保证睡眠；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以保证体检

结果的准确性。 

（4）参加 X 线检查，请勿穿着带有金银首饰或配件的衣物，孕妇及半年内

准备怀孕的受检者请勿做 X线检查、幽门螺旋菌（HP）哈气检测、双能 X 线骨密

度检查。 

（5）B超检查下腹部的子宫及附件、膀胱、前列腺等脏器时，必须在膀胱充

盈状态下进行，应在检前 2 小时饮水 1000 毫升左右，不解小便，保持憋尿；已

婚女性（有性生活史）做阴道超声检查时不需憋尿。 

（6）女性受检者体检当天尽量避免穿着连裤袜；已婚女性检查妇科前需先

排空尿液，经期勿留尿及勿做妇科检查，可预约时间另查。 

（7）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无性生活史）及孕妇请勿做妇科检查及阴道超

声检查。 

（8）有眼压、眼底、裂隙灯检查项目请勿戴隐形眼镜，如戴隐形眼镜请自

备眼药水和隐形眼镜镜盒。 

（9）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在不影响空腹抽血的情况

下，体检前可以先服用某些必服药物，在完成空腹检查项目后可以再服用其余药

物。 

（10）如有“健康问卷”，请认真填写，以便及时准确的发现受检者的健康

问题。 

（11）体检中心有储物柜，如需可联系护士存放随身物品（贵重物品请自行

保管） 



（12）若受检者违反上述注意事项而导致体检结果不准确、不完整、不充分

的，我司不承担相应责任。 

16.质子重离子绿通 

服务内容：我司贵宾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因疾病原因首次罹患

约定的重疾中的一种或几种后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我司为已开具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医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4365 号）住院单的

贵宾客户提供住院/手术加快服务，直至协助贵宾客户办理完住院手续。 

重疾范围：以我司规定的 100种重疾范围为准（详见附件）。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贵宾客户本人身份证正反面、上海质子

重离子医院出具的有效住院单、门急诊病历、病理诊断报告、血液检查报告、核

磁或内镜等特殊检查报告、近 2年医保报销记录等;医保卡、就诊卡等必要资料。

我司通知贵宾客户就医相关安排情况，贵宾客户如期就诊，服务完成。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有效期：我司贵宾客户自服务周年内激活服务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贵宾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在贵宾客户提出预约申请

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贵宾客户提交住院单等完整材料并服务资格经审核

通过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安排贵宾客户住院（对于医院/医生要求定期手术或住

院、或需完成入院前检查、停药等特殊医嘱的手术或住院情况，须以医生医嘱为

准、同时病情需符合质子重离子的治疗指征及治疗范围）。 

注意事项： 

（1）我司贵宾客户如在我司未向其发送预约启动短信通知之前（以我司发

送成功短信通知的时间为准）取消预约服务并及时通知我司的，我司不计算该次

服务已使用；对于我司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我司贵宾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

贵宾客户的取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贵宾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2）住院加快服务除外儿科、所有甲状腺核素治疗相关科室。 

（3）手术加快不支持主刀医生的更换。 



17.“成人洁牙/儿童涂氟”二选一 

服务内容： 

（1）成人洁牙：向我司贵宾客户提供洁牙服务，包含挂号建档、口腔健康

检查、超声波洁治、牙齿抛光、个性化齿科日常护理指导等。 

（2）儿童涂氟：向我司贵宾客户提供涂氟服务，包含挂号建档、口腔健康

检查、全口涂氟护理、窝沟封闭 2颗，个性化齿科日常护理指导等，仅限 1至 16

周岁的儿童。  

服务流程：贵宾客户可在国华悠健康平台使用“在线客服”服务或者拨打我

司客服热线 95549-7进行预约服务，提交申请并提供使用人个人信息（姓名、证

件号码及联系方式）。我司通知贵宾客户相关安排情况，贵宾客户如期就诊（就

诊时务必带好有效证件），服务完成。 

服务形式：线下。 

服务有效期：服务周年内。 

服务范围：（服务网络实时更新） 

涂氟 http://www.qdental.cn/map.html?PDPD_ID=ZX000010 

洁牙 http://www.qdental.cn/map.html?PDPD_ID=360JYK01 

服务对象：贵宾客户本人或家属。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成人洁牙/儿童涂氟”服务二选一，限 1 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贵宾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在贵宾客户提出预约申请

后的 1 个工作日响应（国定节假日除外），在我司贵宾客户提交完整材料并服务

资格经审核通过后的 1个工作日内安排（国定节假日除外）。（即诊所会在接收到

预约信息后的 24小时内联系贵宾客户确认最终就诊时间） 

注意事项：提交预约需求后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就诊时务必带好有效证件，

最终就诊时间以诊所联系为准。 

二、附则 

1.服务手册中“客户”，均是指购买我公司保单的投保人； 

2.服务手册中“家庭医生”，均具有国家认可的有效医生职业资格证，并具



备三年及以上行医资历；相关健康专家所提供的咨询意见、诊疗结果仅供参考，

不能取代医学诊断或处方； 

3.以上所有健康增值服务（除专属新契约回访服务、专属生日祝福、客户呼

入 VIP 专属服务、理赔上门收集资料服务、健康体检、“成人洁牙/儿童涂氟”

二选一）均需要在一年内激活后使用，逾期失效；激活方式有两种：在国华悠健

康平台激活或者直接拨打 95549-7进行激活； 

4.健康服务手册中的“服务范围”会持续更新和调整，公司有权更新网络，

服务网络范围以公司实际提供的为准； 

5.贵宾客户增值服务手册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 

三、健康服务网络范围 

1.预约挂号服务网络范围(详见附件 1) 

2.绿通服务网络范围(详见附件 2) 

3.垫付服务网络范围(详见附件 3) 

4.靶向药基因检测服务网络(详见附件 4) 

5.健康体检服务网络(详见附件 5) 

6.“成人洁牙/儿童涂氟”服务网络（详见附件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