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华安心保百万医疗保障计划健康服务手册（关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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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为您送上重疾绿通、多学科会诊（MDT）、质子重离子、医疗垫付等

服务。 

 

附：服务手册中“我司客户”，均是指国华安心保百万医疗保障计划的被保人；该国华安心保

百万医疗保障计划健康服务手册（关爱包）仅针对招商银行、东亚银行、中原银行、国华E 

保渠道客户；服务手册中服务有效期与我司客户有效保单的起始日期保持一致，重疾范围以

我司《国华华瑞国民医疗保险 A 款（安心保）条款》约定为准，等待期为 30 天；客户服务

手册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下文中所有服务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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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公布为准。 

  

一、服务内容 

（一）重疾就医绿通 

重疾门诊绿通 

1. 服务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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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网络范围内为客户提供专家号门诊预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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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务时效：我司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 个工作日响应，在客户提交完整材料并通过服 

务资格审核后，对于不指定医生的需求，我司 5 个工作日内安排客户就诊，对于指定医生的需

求，不计时效为客户预约直至服务完成。 

3.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4.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5.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 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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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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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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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预约启动前，应明确告知客户，预约一旦启动后不得取消。 

 

重疾住院/手术绿通 

1. 服务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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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提供住院/手术加快服务。 

2. 服务时效：我司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 个工作日响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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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务流程：客户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95549-7。 

4.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5.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 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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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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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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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加快服务不支持主刀医生的更换。 

 

（二）多学科会诊（MDT） 

1. 定义： 

MDT 定义（来自 2015 年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的《MDT 

的组织和实施规范（第一版）》）：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通常

指由来自两个以上相关学科，相对固定的专家组成工作组，针对某一器官或系统疾病，通过

定时、定址的会议，提出诊疗意见的临床治疗模式，是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现有治疗手段

治疗疾病的组织保障。 

2. 相关要求： 

（1） 客户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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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 

即可申请该服务。 

（2） 为确保客户就医体验，充分了解客户病情和需求，并完成 MDT 会诊前资料准备工作，

客户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预约服务。 

（3） 客户资料准备齐全，避免材料不足，影响 MDT 进程。 

3. 服务说明： 

（1） 客户预约：客户有 MDT 会诊需求时。我们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指派专业一对一服

务专员对接。 

（2） 事前评估：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服务专员和全科医生共同完成客户的事前评估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审核、疾病资料收集等，便于后续协调安排合适的 MDT 专家。 

（3） 专家协调：服务专员根据客户病情协调专科专家，完成和专家的事前沟通，确认

MDT的视频方式和时间，并与客户沟通，确认一致（一般情况下 MDT 会诊日期安排在自客

户提交齐全资料且通过审核，确定启动服务起 10 个工作日内）。 

（4） MDT 会诊：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将安排 MDT 团队（根据疾病复杂程度及充

分沟通客户诉求后，安排 3-8 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客户不可指定医院）与客户本人或家

属视频会诊，由专家对病情进行充分沟通和讨论，服务团队提供全程服务对接协调及保障安

排（根据客户病情，MDT 会诊一般为 1 小时内）。 

（5） MDT 结论：根据 MDT 专家团队的讨论结果，医务团队整理出具 MDT 专家结论（即

MDT 讨论报告，在 MDT 会诊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 

（6） 持续管理：MDT 会诊结束后，我们将全程协助会诊结论的客户跟进和落实。 

4. 服务流程：1）客户联系我司客服提出服务需求；2）客户根据客服指导，递交服务申请材

料；3）专家评估客户病史材料，判断是否首次罹患恶性肿瘤；4）享权资格审核通过后，10 

个工作日内组建 MDT 专家组，完成 MDT 服务筹备；5）客户全程参与 MDT 会诊，客服人

员全程陪伴，当场得出会诊结论；6）5 个工作日内出具完整会诊报告，邮寄至客户指定地

址。 

5. 多学科会诊合作医疗网络：详见 MDT（视频）网络。 

6.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7.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 次。 

 
（三）质子重离子绿通（上海或赴日，二选一） 

质子重离子绿通（上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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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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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务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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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务对象：我司客户本人。 

5. 服务时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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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 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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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子重离子绿通（赴日） 

1. 服务内容：对于确认使用质子重离子治疗的客户，可根据患者需要联系日本专家做进一步

评估确认，评估通过后，协助预约日本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并根据签证情况确定完成预约

就诊。日本就诊仅提供就诊翻译服务，就诊期间相关医疗费用、交通及住宿等费用需要客户

自理。  

2. 服务流程：客户提交申请并提供客户本人身份证件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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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必要资料。我司根据客户病情和需求，协助客户匹配合适专家并策划就诊方案，客户成功

就诊，填写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3. 服务范围：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重粒子医科学中心医院、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医院。 

4. 服务对象：我司客户本人。 

5. 服务时效：在我司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 个工作日响应，于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及服务资 

格经审核后的 10-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病史翻译及日本专家评估工作。 

6. 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限 1 次。 

 

（四）医疗垫付 

1. 服务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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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经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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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垫付符合保险责任的住院费用，缓解客户应急

资金需要；但垫付服务的实施，不代表相应金额的医疗费用可以得到我司理赔，我司保留向

客户针对不符合保险责任的垫付费用的追缴权利，客户出院后，第三方健康服务供应商代客

户申请理赔，再通过我司结算的理赔款冲抵垫付金。 

2. 服务时效：收到客户垫付需求后，1 个工作日内响应并联系客户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我司

于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垫付责任的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最快 1 个

工作日内落实垫付。 

3. 服务对象：限我司客户本人。 

4. 服务范围：以公布的垫付服务网络为准。 

5. 服务次数：不限次。 

6. 服务流程： 

（1） 提交垫付申请：客户提交申请，我司负责审核客户服务资格，针对经我司认定为可享 



受垫付服务的客户，我司负责收集其必要信息（客户必要信息双方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并

发送垫付需求。 

（2） 客户垫付服务资料收集：收到垫付需求后，1 个工作日内响应并联系客户收集客户本

人的垫付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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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就诊信息 

1 目标医院 就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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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付服务责任审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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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联系客户为其落实垫付；对于审核不通过的，我司

于审核当日告知客户其垫付责任审核未能通过，需客户先行自付就医后向我司申请理赔报

销。 

（4） 住院费用垫付实施：我司最快于客户垫付责任经审核通过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垫付；

但对于与客户另行约定垫付日期的，按约定日期实施垫付；客户须在我司为其实施垫付前签

署《国内住院垫付授权委托书》、《个人信息授权及隐私协议》对我司获取客户既往就诊信息

给予授权，同时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垫付确认书及郑重声明》、《理赔申请书》（模板以书面

形式另行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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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客户希望了解服务进度，客户可联系我司客服，并提供客户本人姓

名、保单号、服务申请时间等必要信息，我司反馈案例服务进度。 



（6） 出院资料收集：待客户出院时，应及时通知我司，我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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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方健康服务供应

商代客户提交申请理赔。 

（7） 垫付费用结算: 第三方健康服务供应商对客户完成住院垫付且收到客户完整就诊资料

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我司提交客户的理赔材料，我司于 30 日内对客户理赔资料完成审核并

反馈审核结果。 

 
 

二、服务网络（另见附件关爱包服务网络汇总） 

1. 重疾就医绿通服务网络； 

2. 多学科会诊（MDT）服务网络； 

3. 医疗垫付服务网络； 

（关爱包所有服务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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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