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精准服务营销活动服务手册 

尊敬的先生/女士： 

感谢您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我们”）的认

可，并选择我们为您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在您享受我们为您提供的优质保障的

同时，还将为您送上体检报告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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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手术/住院加快、重

疾诊后随访、重疾上门护理服务、海外体检安排、赴日就医安排、靶向药基因检

测、质子重离子绿通、全球贵宾礼遇等服务。 

一、服务内容 

1. 体检报告解读 

服务内容：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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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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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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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线提出问题的 15 分钟内回复，24小时内解读。 

2. 健康档案建立 

我司为每位客户建立微信专属健康管理账户，享受相关健康服务。 

3. 私人家庭医生咨询（图文+电话+视频） 

服务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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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通过“家庭医生-图文咨询/电话咨询/视频咨询”进行咨询。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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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在线进行预约，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根据客户预约的时间段回拨客户预留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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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在线进行预约，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根据客户预约的时间段连线客户，每次视频咨

询时长不超过 10分钟。 

4. 预约挂号 

服务内容：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提出门诊预约需求，我司将根据客户自身临

床病症，综合客户关于就诊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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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响应客户之日后的 7-10个工作日内落实服务。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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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客户一天只能提交一张预约单。 



（2）同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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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为客户完成门诊预约后，系统将向客户发送预约成功短信通

知。系统一旦向客户发送预约成功短信通知，则客户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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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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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疾门诊绿通 

服务内容：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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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专家号门诊预约服务，

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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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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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我司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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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安排我司客户就诊，对于指定医生的需求，不计时效为我司客户预约直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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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客户不可指定级别和医生姓名。 

（2）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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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

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 

（3）我司预约启动前，应明确告知我司客户，预约一旦启动后不得取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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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疾手术/住院加快 

服务内容：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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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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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我司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我司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

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响应，在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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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

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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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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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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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3次。 

服务时效：我司在为客户安排门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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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客户协商。 

9. 重疾上门护理服务 

服务内容：客户罹患重疾之后，其根据自身的确实需要，自其提出申请并通

过审核之日起一年之内，提供最多 50次的上门护理和就医陪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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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客户本人的有效病情资料（具体根据就诊

医院的资料要求），包括且不限于个人信息、既往门/急诊及住院病历、诊断报告、

半年内的影像报告与检验报告等，我司主动联系客户，对客户情况进行评估，并

告知客户可以使用的相关服务项目，客户根据自身需要下单使用服务，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全国 425个城市，以公布的服务网络为准。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限期内至多 50次。 

注意事项： 

（1）服务人员上门按照标准服务流程，给客户提供相应服务。上门服务时

间 8:00-21:00，一周 7天。 

（2）我司客户使用本服务必须正当合理，如果在上门服务过程中发现实际

情况并不需要该项服务，或者别有目的，本公司有权终止该客户的使用权。 

（3）每一次上门服务都有标准服务时长和服务范围，超出时长和服务范围

的情况，需要客户按照相应标准补交服务费用。 

10. 海外体检安排 

服务内容：我司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并安排个性化行程方案。方

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协助办理签证，预约海外体检医院，协助预定机票（不含

机票费用）、酒店（不含酒店费用）、海外行前注意事项指导、体检行程规划建议，

专业医疗翻译 1对 1，体检报告解读等。 

服务流程：客户提交申请，我司根据客户实际需求，为客户定制体检方案，

客户确认采购意愿后，客户须与我司签署相关采购协议及向我司支付体检费用，

为客户协助安排海外体检相关事项；客户体检结束，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及家属。 

服务次数：服务有限期内限 1次。 

注意事项： 

（1）若客户购买体检后，由于自身原因变更体检日期或取消体检安排，由

此产生的相关经济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若医院要求全额体检费用不予返还、

或仅可返还部分价款，所有扣费规则将均以医院要求为准。 

（2）计次规则：我司以书面方式向客户成功发送推荐的体检方案的同时将

进行消耗服务次数。 

11. 赴日就医安排 

服务内容：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等待期后首次罹患约定的重疾中的一种

或几种并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诊后，对于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我司为

客户提供赴日就医协助服务，该服务包含:协助收集国内中文病历、代取病历资

料（北京）、翻译中文病历、影像/病理切片等往返邮寄辅助、根据客户病情协助

预约海外医院、协助办理签证、制定就医行程规划方案、协助预定公寓、协助预

定往返经济舱及机票费用(限客户本人）、出行前注意事项辅导、医院所在城市接

机送机、生活陪同（司机兼向导限 5 天；每天限服务 12 个小时，服务时段为当

地时间 8:00-20:00）、医学翻译陪同（限 5天）、境外医疗费支付指导、境外病历

资料整理及翻译汇总（限翻译 1份病历且不超过 3000字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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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线提交服务申请，根据页面提示上传必要资料，具体包括

但不限于身份证件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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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重疾确诊的相关资

料等，我司进行审核服务资格，审核通过且客户提交完整资料的，我司为客户启

动赴日医疗安排，客户根据约定的行程到日本就医，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以公布的赴日就医服务网络为准。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限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工作日内响应，在客户提交完整材

料及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后的 20-30个工作日内安排客户进行赴日就医。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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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司发送预约启动通知后接到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客户的取消行为无

效，我司视同客户已使用该次服务；我司预约启动前，有义务明确告知客户，该

服务一旦启动、将即时消耗服务次数。 

（2）在日方医疗机构评估客户必须办理医疗签证、客户自愿办理医疗签证

等情形下将涉及客户办理医疗签证，且办理医疗签证过程中需交纳保证金，客户

于赴日医疗结束后须自行向领事馆申请医疗签证注销或者确认医疗签证到期后，

即可全额退回保证金；在我司协助客户办理医疗签证的过程中，客户应提供必要

的支持与配合，如因客户的原因导致签证的拖延或拒签，我司不承担相应责任。 

（3）我司仅在本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范围内为客户提供赴日医疗服务，对

于客户在赴日医疗过程中的我司服务内容不涵盖的一切费用均需客户自行承担，

如：客户陪同人员的签证办理费用、客户及其陪同人员的公寓租赁费用、我司服

务内容以外的一切就医相关费用（如诊疗费、治疗费、床位费等）、一切境外购

物消费、个人日常消费（如餐费、电话、传真、行李搬运）、非我司服务行程内

的交通费（如打车费、公共交通费）等。 

（4）取消变更原则均以日本医院要求为准，由于客户取消/变更行程导致的

任何损失，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5）客户能否乘坐飞机/高铁、或入住酒店，需由客户自行解决评估，由于

客户自身原因无法乘坐飞机/高铁、或入住酒店而导致我司无法为其提供该项服

务的，我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6）客户应按照医院限定的时间缴纳相关检查、治疗费用，若因客户费用

支付延期产生的治疗影响，我司、境外医院、医生不承担任何责任。 

（7）旅途/住宿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意外、纠纷均与我司无关。 

（8）因客户方原因造成的延误乘坐飞机/高铁/入住登记，由客户方自行负

责。 



（9）涉及的退改签及其他相关规则，需遵从第三方平台规定，由于我司不

可抗力的第三方平台规定导致的退改签等相关操作失败或其他一切情形，我司均

不承担任何责任。 

（10）国外医疗机构根据所属国相关法律承担医疗服务的责任，如因医疗服

务本身发生争议的，客户应向该医疗机构主张权利。我司根据本合同为客户提供

的服务仅限于信息服务、翻译服务等非医疗行为。 

（11）任何医疗行为都会有风险，因此我司强烈建议我司客户在接受境外机

构和医生的医疗服务时充分了解存在的医疗风险，充分和境外体检医生进行沟通，

权衡是否愿意承担这些医疗风险。我司对于客户在境外体检期间的任何医疗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对各项医学检查、诊断、治疗等行为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失和纠纷不

承担任何责任。 

（12）如客户（患者）或陪同人员出现紧急情况，如需要急诊服务等，客户

（患者）或陪同人员应立即拨打 911求救并立即通知我司。我司将配合客户处理

紧急情况。 

12. 靶向药基因检测 

服务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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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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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为客户出具检测书面报

告，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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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限期内 1次。 

服务时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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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与客户确认信息及协调客户与医院沟通采

样；根据与客户协商时间收取样本；于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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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质子重离子绿通 

服务内容：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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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单的客户

提供住院/手术加快服务，直至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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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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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客户就医相关安排情况，客户如期就诊，服务完成。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范围：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次。 

服务时效：全年 365 天客户可提交预约需求，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个

工作日响应，在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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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取消预约服务的，我司客户的取

消行为无效，我司视同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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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全球贵宾礼遇 

服务内容：客户可享有诸多尊贵礼遇服务，旨在为您提供高品位的生活资讯

与贵宾服务，彰显尊贵品位。其中包括旅行服务、高尔夫服务、美食美酒、文化

艺术、购物服务、商务服务、留学服务、法律援助服务、酒店权益与个性化体验。 

旅行服务 

（1）旅行/商务签证申请协助服务 

签证申请信息咨询：我司可协助向客户提供相关符合资质的旅行/商务签证

办理机构信息，若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旅行/商务签证申请相关信息。 

代办签证服务：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尽最大可能协助客户办理旅行/商务签

证申请事宜。 

加急签证服务：如果客户需要办理加急旅行/商务签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我司将尽最大可能协助客户办理。 

（2）酒店推荐及预定协助：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酒店推荐信息，并

协助和代表客户安排预订。    

（3）航班信息及预定协助：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航班推荐信息，并

协助和代表客户预订航班。 

（4）豪华汽车租赁、豪华轿车推荐及预定协助：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

供豪华汽车/轿车推荐信息，并协助和代表客户进行预订。 

（5）汇率咨询：我司可根据 www.oanda.com 网站实时信息向客户提供汇率

信息。 

（6）旅行计划及协助：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定制化的旅游行程策划，

并协助和代表客户安排旅行。 

（7）机场豪华轿车礼遇：我司可协助为客户安排机场豪华轿车接送服务。

客户应在预定的服务时间提前至少 48 小时提出服务请求。取消预订应提前至少

12小时告知。 

（8）机场 VIP 服务：我司可协助为客户安排到达或离开机场礼宾服务，行

李取送服务及机场 VIP 快速通关等服务（“机场 VIP 服务”）。客户应在预定的服

务时间提前至少 72小时预定该服务。取消预订应提前至少 48小时告知。 

（9）紧急电话翻译服务/介绍当地翻译服务：客户在境外旅行途中遇紧急情



况时，可拨打我司电话，得到免费的短时、紧急的电话翻译服务。我司也可协助

介绍当地翻译，包括地址、电话和工作时间等信息，但雇佣翻译的费用需由客户

承担。 

（10）旅游景点及目的地推荐：我司可根据客户偏好提供观光游览和旅游目

的地的推荐信息。 

（11）奢华邮轮信息查询及预定：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豪华游艇/邮

轮的推荐信息，并协助和代表客户安排旅行。 

高尔夫服务 

（1）高尔夫球场推荐及预定协助：我司可协助为客户在全球范围提供高尔

夫球场地址及电话号码信息。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协助客户安排预定。 

（2）高尔夫课程信息查询及推荐：我司可协助客户在全球范围推荐私人高

尔夫教练及课程。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提供课程时间表、地点等相关信息。 

（3）高尔夫球具及服饰：我司可协助客户购买及递送高端高尔夫球杆及其

他用品，例如授权专卖店的服饰。购买物品所产生的费用及任何相关的第三方费

用均由客户承担。 

（4）高尔夫活动协助：我司可协助客户全球范围内提供主要高尔夫活动及

赛事信息。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协助预定和购买指定活动的门票。 

美食美酒 

（1）美食推荐及预定协助：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全球主要城市的餐馆名称、

地址和电话号码。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协助客户安排预定。 

（2）私人餐饮协助：我司可根据客户的口味向客户推荐餐饮提供商信息。

虽然我司提供此类推荐，但对餐饮提供者的最终选择及菜单应由客户自行决定。 

（3）美食之旅推荐及协助：若客户要求，我司可协助客户定制化安排其美

食旅程，并根据其需求购买机票及预定酒店。 

（4）美食鉴赏活动信息查询：我司将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向客户提供美食

鉴赏活动的相关信息。   

（5）葡萄园信息查询及推荐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知名

葡萄园信息。并且我司将尽可能提供开放时间及地址信息。我司还将尽最大可能

协助客户从葡萄园或其授权分销商购买及递送客户选定的红酒。 



文化艺术  

（1）音乐会和演出活动查询及订票协助、行程安排：应客户要求，我司可

协助查询全球性音乐会和演出活动，并在主办方接受的情况下协助预定、购买、

递送门票。我司可协助客户预订机票、酒店和行程中的车辆接送。 

（2）重大体育赛事信息咨询及订票，行程安排：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

全球体育赛事信息咨询。在可接受预订的情况下，我司可协助预定、购买、递送

指定赛事的门票，并协助预订机票、酒店和行程中的车辆接送。 

（3）最新书籍/唱片发布信息：若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最新的书籍及唱片

发布信息，甚至销售网点信息。我司将尽可能协助客户购买或提供网购链接。 

（4）文化中心、博物馆、美术馆及展览信息及推荐：应客户要求，我司可

提供展览活动信息，包括活动日期、开放时间及地点。如有可能，我司将协助客

户预定、购买及递送门票。 

（5）文化及历史之旅：如应客户要求，我司可提供定制化的文化及历史相

关旅游行程，并协助和代表客户安排指定旅行。 

购物服务 

（1）鲜花礼品递送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安排递送礼品或鲜花给亲人朋友

或商业合作伙伴。 

（2）全球名牌奢侈品的采购、速递：应客户要求，我司可协助客户在全球

搜寻、购买和递送奢侈品。 

（3）艺术品、古玩信息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全球主要城市的艺术品

及古玩经销商的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应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提供相关营

业时间信息。 

（4）主要购物场所信息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全球主要城市的购物场

所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应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提供相关营业时间。 

（5）SPA、健身中心及运动中心信息及推荐：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全球主要

城市的 SPA及健身中心的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如可能，我司还将提供营业时

间信息。若客户要求，我司将尽可能协助客户安排预定。 

（6）服装定制推荐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全球主要城市服装定制商铺

的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如可能，我司还将提供营业时间信息。 



商务服务 

（1）会议信息及推荐：我司可协助客户提供会议服务推荐。应客户要求，

我司将尽可能协助安排。 

（2）信息传递服务：我司可协助客户向亲属或商业合作伙伴传递信息。 

（3）速递服务：我司可协助为客户安排文件或包裹递送服务给亲属或商业

合作伙伴。 

（4）翻译服务：我司可协助提供全球主要城市的翻译机构名称、地址及电

话号码。如可能，我司还将提供相关营业时间信息。应客户要求并且在可行的情

况下，我司还可代表客户向其指定的翻译机构安排任务。 

留学服务 

（1）留学咨询和学校申请协助服务：如果需要，我司将推介留学咨询机构

为客户提供 1对 1咨询服务并协助客户申请学校及跟进整个申请过程。若通过我

司推荐的咨询机构成功办理留学申请，客户可享受我司签约供应商的优惠权益。 

（2）留学体检推介、安排：如果需要，我司将推介留学体检机构、包括其

联络方式，供客户选择。 

（3）留学旅行安排及行前信息服务：如果需要，我司将协助安排留学国签

证办理，机票、酒店预订及接送安排，并提供行前注意事项，以及紧急更改行程

的服务。 

（4）安排留学国安居助理服务：在客户子女留学目的地，我司将按照客户

的要求，推介当地的房地产/移居服务提供商，由客户与其建立直接的联系。我

司将跟踪该服务，直到留学子女的居住问题得到解决。 

（5）留学国驾驶学校推介：按照客户要求，我司将推介留学国所在地的驾

驶学校，包括其联络方式，供客户选择。 

（6）知会父母服务：在客户（或其子女）到达目的地时，我司可协助代为

知会其父母，包括转告客户（或其子女）的联系方式如电话号码。 

法律援助服务 

应客户的要求我司可协助安排我司服务网络中的律师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免

费电话咨询。本服务提供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点到下午 5点，法定节假日除

外。 



酒店权益与个性化体验 

（1）酒店权益：提供全球顶级的品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高端酒店、餐厅、

品味旅行、零售商、旅游出行等特权都由礼宾专线来提供服务。 

（2）个性化体验：全球顶尖首映礼、颁奖礼、体育赛事、慈善晚宴、独特

旅行等个性化服务体验的精心安排。 

服务有效期：服务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服务对象：客户本人。 

服务次数：不限次。 

服务时效：在接到客户需求后即刻响应开始着手安排，首次给客户的反馈响

应会在 24-48小时内。 

特别说明： 

（1）以上服务仅为协助安排，所有因此产生的第三方费用应由我司客户自

行承担。 

（2）我司提供的服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服务，但相

关当地及/或全球性服务须遵循当地及国际法令办理。 

（3）因自然灾害、战争、政变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等情事之发生致无法提

供服务或提供服务显有困难者，不在此限；基于以上原因，我司将保留权利不向

任何客户提供任何服务。 

二、服务网络  

提供的服务网络范围详见附件（1+1精准服务营销活动服务网络范围）。 

三、附则 

1.以上服务内容仅针对交通银行活动期间购买指定保险产品达到标准的客

户；服务手册中“我司客户”，均是指购买保单的投保人； 

2. 1+1精准服务营销活动服务手册所有服务网络，我们会持续更新和调整，

公司有权更新网络，服务网络范围以公司实际提供的为准； 

3.客户发生服务需求，除全球贵宾礼遇外，其余服务可直接拨打国华人寿客

服电话 95549-7，全球贵宾礼遇提供国华人寿专属客服热线 010-64105467； 



4.客户服务手册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