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微信服务号，可
在线申请理赔、查询
及下载电子保单/条款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95550

     24小时紧急援助热线：+86 10 8468 5628

     Website:https://www.axa.cn

保 险 单

医定保百万住院医疗保险升级计划
保险凭证号: 21010000H09210000000

投保人: 张三

投保人证件号码: 888888888888888888

保险合同生效日: 2021-05-01(年/月/日 )00:00:00时(北京时间)

保险合同满期日: 2022-04-30(年/月/日 )23:59:59时(北京时间)

总保险费(含税价): RMB 360.00元

保险利益明细表

承保项目 各被保险人最高赔偿限额 (人民币:元)

一般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在等待期后因患疾病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在扣
除免赔额后，本保险承担被保险人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住院医疗费用、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门诊手术医疗费用及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限被保险人在住院前7日和出院后30日内的门急诊医
疗费用）)

3,000,000

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罹患重大疾病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当累计给付金
额达到一般医疗保险金的保险金额后，本保险承担被保险人需个人支付的、合理且必需的重大疾病住
院医疗费用、重大疾病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重大疾病门诊手术医疗费用及重大疾病住院前后门急诊医
疗费用（限被保险人在住院前7日和出院后30日内的门急诊医疗费用）)

3,000,000

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罹患重大疾病必须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本保险以
年度累计180天为限，按照以下计算公式对被保险人进行补偿：重大疾病住院津贴 = 实际住院天数×
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金)

120/天

恶性肿瘤特需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在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部、
国际部或VIP部(不包括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复病房)接受治疗的，本保险承担必需且合理的住院医
疗费用、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门诊手术医疗费用及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限被保险人在住院前7
日和出院后30日内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其中床位费限1500元/天)

1,000,000

恶性肿瘤赴日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向本公司提出赴日本治疗书面申请，
经本公司评估确认后前往日本指定医院进行治疗的（累计赴日治疗次数限10次），本保险按照70%的
给付比例承担被保险人在此治疗期间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包括诊疗费、治疗费、床位
费、膳食费、护理费、检查检验费、药品费、手术费等。)

1,000,000

被保险人名单

序号 被保险人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年/月/日) 与投保人关系 有无社保

1 张三 888888888888888888 1994-01-12 本人 有

特别约定 ：

1.本保险项下被保险人为28天-65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投保告知要求的自然人；满65周岁后被保险人如选择继续投保，可续保至100周岁。本保险
不承保投保前12个月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居住未满180天的被保险人。
2.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等待期为30天，扁桃腺、腺样体增生、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或外科手术等待期为90天。以下
情况不计等待期：1）续保；2）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以下几项保险责任：a）一般医疗保险金b）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
3.免赔额：
1）本保险的免赔额为10,000元人民币。免赔额指全年免赔额，被保险人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除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以外被保险
人从其他途径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可抵扣年度免赔额。不在保障范围内的费用，不可抵扣免赔额。
2）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罹患重大疾病且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因该重大疾病所产生的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本
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不再扣除免赔额。
4.赔付比例：一般医疗保险金和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的赔付比例为100%。对于一般医疗保险金及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医疗保
险身份参保，但未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本保险按照应赔付金额的60%进行赔付。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项目。
5.本保险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
医疗费用补偿，则本公司仅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余额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社保卡个人账户部分支
出视为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
6.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两项保障适用的就诊医院包括：

     

出单代理 Agency Name: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单日期 Issue Date(年/月/日 Y/M/D):2021-04-30

*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次提示您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尤其是除外责任、免责条款、赔偿限额、免赔额、一般条件等黑体字/彩色标题标注的条款内容。如对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有疑问及

异议的，您可以向本公司业务人员或代理商询问，或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95550、或登录本公司官网www.axa.cn 查询。若您仍有疑问及异议，请您48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我司，否则我司视为

您已接受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约束。

*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保险凭证、投保单、任何附属协议或附加合同以及批单共同组成本合同，并按同一合同解释方式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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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包括如下机构或医疗服务：
（1）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部、联合医院；
（2）诊所、康复中心、家庭病床、护理机构；
（3）休养、戒酒、戒毒中心。
且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的诊断设备，全套外科手术设备及能够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的能力或资质。
2）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患有恶性肿瘤，可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其中
床位费限1500元/天。但被保险人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化学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和肿瘤靶向疗法所产生的医药费用不在保
障范围内。
7.若本保险为分月支付保费的，投保人交纳首月保险费后保险单生效，本公司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即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对应的同一
日；若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支付日）自动扣除其余各月的保险费。
8.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本公司解除本合同，本公司将全额退还保险费。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本公司解除本合同。
对于保险期间内无理赔记录的被保险人，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下述计算公式退还保险费：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成立
时选择交清保险费，退还保险费金额=已交保险费*（原保险期间-已经过的保险期间)/原保险期间。保险期间按日计算。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成立时
选择保费分期缴付方式，退还保险费金额=本合同的当期保险费×(1-当期实际经过天数/当期实际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对于保险
期间内已有理赔记录的被保险人，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
9.等待期后，被保险人若罹患符合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可致电服务热线95550转6享受由安盛援助服务提供的就医绿色通道（专家门诊、专家病房
各一次）、远程问诊（一次）、第二次诊疗意见（一次）、基因检测（一次）、医后随访以及住院费用垫付的服务。
基因检测服务范围为全国。绿色通道及住院费用垫付服务范围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石家庄、深圳、武汉、重庆、西安、福州、长沙、厦
门、郑州、济南、成都、青岛、沈阳、南京、大连、苏州、杭州、南通、温州、合肥、宁波、南宁、贵州、贵阳、南昌、桂林、昆明等全国200多
个城市近1900家公立三甲医院普通部。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参保并罹患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需在异地就医时，在被保险人使
用社保直接结算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可享受保障范围内住院费用100%垫付服务。被保险人若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参保但在就医时无法以社会医疗
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无法申请住院费用垫付服务。
*注：以上有关医疗服务所对应的城市和医院名单可致电服务热线95550转6查询。
10.本保险每一被保险人限购壹（1）份，多投无效。
11.若被保险人自愿投保由本公司承保的多种综合保险（不包括团体保险），且在不同保障产品中有相同保障利益的，则本公司仅按其中保险金额
最高者做出赔偿，并退还其它保险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险利益的保险费。
12.本特别约定与条款若有冲突，以本特别约定为准，未尽事项以条款为准。
13.以下特别约定仅限“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障：
1）赔付比例：无论被保险人是否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赔付比例均为100%；
2）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等待期为30天，扁桃腺、腺样体增生、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或外科手术等待期为90天。续
保及因意外事故导致的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不计等待期；
3）就诊医院包括：
a.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包括如下机构或医疗服务：
（a）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部、联合医院；
（b）诊所、康复中心、家庭病床、护理机构；
（c）休养、戒酒、戒毒中心。
且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的诊断设备，全套外科手术设备及能够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的能力或资质。
b.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确诊初次患有恶性肿瘤，可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其中
床位费限1500元/天。但被保险人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化学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和肿瘤靶向疗法所产生的医药费用不在保
障范围内。
14.以下特别约定仅限“恶性肿瘤特需医疗保险金”保障：
1）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等待期为30天，扁桃腺、腺样体增生、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或外科手术等待期为90天。续
保不计等待期；
2）赔付比例：无论被保险人是否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赔付比例均为100%；
3）就诊医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部、国际部或VIP部（但不包括观察室、联合病房和康复病
房）；
4）本保障续保时需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若续保前已在本保障下申请理赔或已获得赔偿，本公司不再接受本保障续保。
15.以下特别约定仅限“恶性肿瘤赴日医疗保险金”保障：
1）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等待期为30天，扁桃腺、腺样体增生、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或外科手术等待期为90天。续
保不计等待期；
2）赔付比例：无论被保险人是否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赔付比例均为70%；
3）就诊医院：指定的日本医院（具体医院清单可致电服务热线400-8206-533查询）；
4）本保障续保时需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若续保前已在本保障下申请理赔或已获得赔偿，本公司不再接受本保障续保。

保险条款名称清单

1.《安盛天平个人综合住院医疗保险（2021版C款）条款》
2.《安盛天平附加重大疾病住院津贴医疗保险（2021版）条款》
3.《安盛天平附加恶性肿瘤特需医疗费用保险（2021版A款）条款》
4.《安盛天平附加恶性肿瘤赴日治疗医疗保险（2021版）条款》

注：请您点击条款名称查看完整条款内容

     

出单代理 Agency Name: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单日期 Issue Date(年/月/日 Y/M/D):2021-04-30

*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次提示您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尤其是除外责任、免责条款、赔偿限额、免赔额、一般条件等黑体字/彩色标题标注的条款内容。如对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有疑问及

异议的，您可以向本公司业务人员或代理商询问，或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95550、或登录本公司官网www.axa.cn 查询。若您仍有疑问及异议，请您48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我司，否则我司视为

您已接受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约束。

*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保险凭证、投保单、任何附属协议或附加合同以及批单共同组成本合同，并按同一合同解释方式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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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BCFA05DC1394AF9A03492EE668A3D2A206B6F7B995BB0D71030547FF173E7BF59B48204AFB91252743C25FEE4936B988FB17CE3BBA624900
https://app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37DB95AEE9E26E0BF8C27715999F1C4255AE243A27051F1E030547FF173E7BF59B48204AFB91252743C25FEE4936B988FB17CE3BBA624900
https://app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BCFA05DC1394AF9A97CADBBB811D0786E1F93190AFFF54D3030547FF173E7BF59B48204AFB91252743C25FEE4936B988FB17CE3BBA624900
https://app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37DB95AEE9E26E0BE70FAFD8C2D49C13D9D586B952A438B5030547FF173E7BF59B48204AFB91252743C25FEE4936B988FB17CE3BBA6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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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告知

《健康问卷》

本健康问卷必须由投保人亲自填写，如您非投保人本人，或您是投保人本人，但不完全知晓所有

被保险人的健康/职业状况,请立即停止填写本问卷。

投保人应在对所有被保险人健康/职业状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承诺完全

知晓所有被保险人健康/职业状况。若被保险人职业/健康状况与下述告知内容不符：

（1） 本公司有权不同意承保。

（2） 若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有权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需确认被保险人是否有以下情况？

1. 被保险人过去2年内投保人身保险或健康保险时，被保险公司拒保、延期、加费或者附加相关

条件承保。

2. 被保险人过去1年内因为以下症状请过病假或者去医院门/急诊：反复头痛/胸痛/腹痛（超过1

个月）、晕厥、气急、紫绀、不明原因持续或反复发热（超过2周）、抽搐、不明原因的出血/咯

血/呕血/便血或黑便（非痔疮出血）、反复呕吐、不明原因的持续或间歇性疼痛（超过1个月）、

黑痣增大、皮肤或粘膜的溃疡久治不愈，不明原因持续消化不良、中重度贫血（男性Hb<11g/l，

女性Hb<9g/l）、进行性加重的震颤、肌肉萎缩、运动功能障碍、进食梗噎感或吞咽困难、浮肿、

黄疸、血尿、蛋白尿、性质不明的肿块/结节/肿物/赘生物/占位；消瘦（非健身原因所致的体重

减轻5公斤以上）。

3. 被保险人过去1年内发现健康检查结果异常（包括妇科检查异常、乳房检查异常含乳房结节）

并被建议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手术、或复查的。针对以上健康检查异常,如满足以下情况则为

例外事项可进行投保：a)甲状腺异常:甲状腺囊肿b)轻度脂肪肝：腹部B超提示为轻/中度脂肪肝且

肝功能正常；c)血脂偏高：未经药物控制的情况下，甘油三脂小于4mmol/L且总胆固醇小于7mmol/

L;d)高/低血压:未经药物控制的情况下,收缩压90mmHg~160mmHg、舒张压60mmHg~100mmHg;e)鼻

炎、咽炎、慢性扁桃体炎、腺样体肥大、慢性浅表性胃炎；f)感冒引起的血常规检查异常；g)乳

腺小叶增生无结节或囊肿，或诊断为BI-RADS 1-2类乳腺增生。

4. 被保险人过往或目前患有下列疾病：1）良、恶性肿瘤(含原位癌)，癌前病变；2）糖尿病，2

级或以上高血压（收缩压≥160mmHg，或舒张压≥100mmHg），心脑血管疾病*； 3）肝脏疾病*，

肾脏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

炎，接受过组织或器官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结节病；4）癫痫，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氏病，

精神病，先天性疾病，瘫痪，智力障碍，严重视力或听力障碍，中重度残疾，重症肌无力，多发

性硬化；5）法定传染病(包含甲类及乙类)*，性病，艾滋病及HIV阳性；6）对于女性被保险人：

过往或目前患有葡萄胎或其他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宫颈不典型增生，多囊卵巢综合征。半年内存

在阴道异常出血，乳头异常溢液，疼痛，糜烂或回缩，乳房表面皮肤凹陷，皱褶或皮肤收缩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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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其中：a)心脑血管疾病是指：冠心病，心肌病、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二级

(含)以上，脑梗死，脑出血，脑外伤后遗症，；b)肝脏疾病是指：肝炎(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

化，重型再障性贫血；c)肾脏疾病是指：慢性肾炎、肾萎缩、肾功能不全；d) 呼吸系统疾病是

指：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节病、间质性肺病、支气管扩张、呼吸功

能不全。e）消化系统疾病是指：结直肠息肉，胰腺炎，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f)法定传染病

(包含甲类及乙类)是指：甲类(鼠疫、霍乱)；乙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

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

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

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

疾)。

5. 2周岁以下被保险人出生时被诊断为体重低于2.5公斤，早产，窒息，发育迟缓，脑瘫。

6. 被保险人过去2年内住院或被要求做进一步检查、手术或治疗。针对以上住院病史,如满足以下

情况,则为例外事项,可进行投保:a)剖腹产、顺产b)鼻炎c)急性呼吸系统疾病d)单次发作已痊愈

的肺炎e)上呼吸道感染住院f)急性肠胃炎、急性阑尾炎g)胆囊结石已进行胆囊切除手术h)胆囊息

肉已进行胆囊切除手术且病理结果为良性i)意外受伤引起的软组织损伤j)意外住院在5天内且已痊

愈，并无后遗症或器官缺损；k)新生儿母乳性黄疸无其他并发症。

7. 被保险人是否专职或兼职从事以下职业：农牧渔业：有毒动物饲养工（蛇、蝎子、蜈蚣等）、

捕鱼人(内陆、沿海)、养殖工人(沿海)、远洋渔船船员、近海渔船船员；木材森林业：伐木工

人、锯木工人、装运工人、挂钩工人、木材搬运工人；矿业采掘业：矿工、采掘工、爆破工、

海上作业人员、潜水人员、采石业工人、采砂业工人、陆上油矿开采技术员、油气井清洁保养

修护工、钻勘设备安装换修保养工、钻油井工人、井下作业工；陆运：混凝土搅拌车驾驶员、搬

运工人、装卸工人、矿石车司机及随车工人、铁路货运、铁路搬运工人；海运：救难船员、客货

轮（远洋）所有随船人员；空运：直升机飞行人员；建筑工程：建筑公司：钢骨结构工人、鹰架

架设工人、铁工、焊工、建筑工程机械操作员、拆屋、迁屋工人、凿岩工、装饰装修工（室外）

（基础装修至毛坯）；铁路公路铺设：现场勘测人员（山区）、铺设工人(山地)、维护工人、

电线架设及维护工人、高速公路工程人员(含美化人员)、铁路舟桥工；造修船业：拆船工人；装

潢：室外装潢人员、金属门窗制造工人、金属门窗装修工人安装玻璃幕墙工人、钢结构安装工、

中央空调系统安装及维护人员、电梯升降机安装工人（高空）、木制家具制造工人；测绘工程：

海洋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海上作业）、地质探测员（山区）、地质探测员（海上）、海湾港口工

程人员、 水坝工程人员、挖井工程人员、桥梁工程人员、隧道工程人员、潜水工作人员、爆破

工作人员、挖泥船工人；制造加工维修业：冶金业：高炉原料工、高炉炉前工、高炉运转工、炼

钢原料工、炼钢工、炼钢浇铸工、炼钢准备工、铁合金电炉冶炼工、火法冶炼工、烟气制酸工、

酸洗工、金属材热处理工、焊管工、金属挤压工、铸轧工、铸管工、硬质合金成型工；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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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业：车床工、车工、铸造工、锻造工、冲压工、剪切工、金属热处理工、粉末冶金处理工、

电切削工、锅炉设备装配工、铁心叠装工、铁路车辆制造装修工、制浆设备操作工、制浆废液

回收利用工、焊接工、冲压工、剪切工、玻璃加工工；电机业：有关高压电之工作人员；水泥业

(包括水泥、石膏、石灰、陶器)：水泥生产制造工、采掘工、爆破工、石灰焙烧工、加气混凝土

制品工、装饰 石材生产工、石棉制品工、金刚石制品工；化工业：防腐蚀工、油制气工、炼焦

工、焦炉机车司机、煤制气工、煤气储运工、硫酸铵生产工、过磷酸铵生产工、 硫酸生产工、

硝酸生产工、盐酸生产工、磷酸生产工、纯碱生产工、烧碱生产工、氟化盐生产工、缩聚磷酸盐

生产工、气体深冷分离工、制氧工、工业气体液化工、二氧化硫制造工、脂肪烃生产工、橡胶生

产工、化纤聚合工、其他有毒物品生产工、火药炸药业制造人员、子弹制造人员、火工品制造人

员、烟花爆竹业人员；出版广告业：战地记者、广告招牌架设人员、霓虹光管安装及维修人员；

娱乐业：武打演员、特技演员、广播电视天线工、动物园驯兽师、高空杂技、飞车、飞人演员；

文教机构：飞行训练教官及学员、特殊运动班学生（拳击、摔跤、跆拳道等）、武术学校学生；

公共事业：电台天线维护人员、光缆铺设人员、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变压器检修工、变电设备

检修工、牵引电力线路安装维护工、电力设施架设人员、电力高压电工程设施人员；服务业：高

楼外部清洁工、烟囱清洁工；公检法等执法检查机关：警务特勤、防暴警察、武警、防毒防化防

核抢险员、一般事故抢险员、消防队队员；军人：特种兵 (海军陆战队、伞兵、水兵、爆破兵、

蛙人、化学兵、负有布雷爆破任务之工兵、情报单位负有特殊任务者)、 空军飞行官兵、空军海

洋巡弋舰艇及潜艇官兵、前线军人、军校学生及入伍受训新兵；职业运动：滑雪人员、橄榄球球

员、摔跤运动员、职业拳击运动员、业余拳击运动员、马术运动员。

部分为是 全部为否

张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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