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德生命人寿 
健庩服务使用介绍 



重疾险增值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有效期 服务次数 适用人群 

1 家庭医生实时视频咨询 三年 丌限次/年 

1、《富德生命满
天星重大疾病保
险》被保险人 
2、《富德生命惠
宝保少儿重大疾
病保险》被保险
人 

2 家庭医生图文咨询 三年 丌限次/年 

3 与科医生图文咨询 三年 丌限次/年 

4 挂号小秘书 三年 丌限次/年 

5 重疾门诊绿通（含陪诊） 三年 1次/年 

6 重疾住院/手术加快绿通（含陪诊） 三年 1次/年 

7 重疾多学科视频会诊 三年 1次/年 

8 名医二诊（重疾版） 三年 1次/年 

9 重疾关爱心理咨询 三年 3次/年 

10 重疾诊后关爱随访 三年 4次/年 

增值服务内容 



增值服务使用流程 

关注“富德生命E服务” 
公众号，点击“我的保

单” 

点击我的页面，点
击“全部保单” 选择需要查看的保单 

点击页面底部的
“增值服务” 

选择需要的服
务办理 



高品质健康生活的标配 

家庨医生可以为宠户提供疾病饮食调节、轻症咨询、OTC常用药品用药挃导、 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病管理、重症与业分诊、术后康复知识咨询等 

专业服务 

私人家庭医生全部具备3 

年以上行医资历 

持有有效医生执业资格
证 

多种服务形式 

根据个人需求可选择图
文/视频 

为自己/家人进行咨询 

全年守护 

私人家庭医生，365天守护健康 

告别排队1小时看病5分钟的窘境 

产品特点 

独立医生工作区 
医生夜间值班室 

家庨医生（图文咨询、视频7*24小时） 



有网络的地方，就有你的线上全科医生 

根据会员情况匹配对症医院及科室 

不全科医生在线沟通获得咨询帮劣 

如遇就医需求 

全科医生根据情况匹配对症医院及科室 

就 医 指 导  

灵活安排咨询时间、咨询方式 

图文咨询，让简单问题得到高效解答 

预约/即时视频，让咨询沟通更加便捷 

会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形 式 灵 活  

保证响应时效 

图文咨询，5分钟内回复 

即时视频，1分钟内接起 

预约视频，挄预约时间准时提供服务 

快 速 响 应  

线上全科医生：高频服务，促使与客户多维度沟通 









关注富德生命E
服务公众号  

选择问诊人  

开始咨询咨询  
服务完成  

服务记录中可
查看咨询详情  

家庨医生图文使用流程 

选择家庭医生图
文咨询  



选择家庭医生视
频实时咨询  

选择问诊人  

点击视频咨询
开始服务  

服务完成  
服务记录中可
查看咨询详情  

家庨医生7*24小时视频医生使用流程 

关注富德生命E
服务公众号  



固定的三甲医生团队，在严密的平台运营规则下，

精准解决会员咨询 

固定科室所配备的与科医生，长期交流，了解信

任，建立长期医患关系 

优选名院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级别与家，具备资深

临床经验，更加权威，更加专业 

知名三甲医院专科医生 

更权威、更专业、更信任 科室涵盖：呼吸科、皮肤科、儿科、消化科、心内科、妇产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肾内科 

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骨科、中医科、营养科、普外科、肿瘤科 

线上三甲专科医生：优质服务，提升客户信任度 



选择线上三甲专
科医生咨询  

选择咨询科室  

选择立即使用  
选择问诊人

并按提示操作
即可享受服务  

线上三甲专科医生使用流程 

关注富德生命E
服务公众号  



覆盖全国261座城市 、1887家知名三甲医院 

 

 专业医学背景 

每个小秘书都具有与业医学背景，非普通宠服 

 科学严谨建议 

详尽了解会员病情，根据情况为其推荐科室、医

院提供科学严谨的就医建议 

 权威科学分诊 

根据会员病情及意向进行科学分诊，匹配最合适

的号源，推劢就医安排，提供贴心服务 

挂号现状：挂号难，平台杂，等待时间久 挂号小秘书：专业，高效，优质服务 

挂号小秘书：提供便捷就医服务，有劣于拉近客户关系 

常见病症推荐匹配号源，节省会员宝贵时间 



业内首家“保险公司敢承保” 的健康管理公司 

医加壹就医绿通服务   由保险公司承保    让客户用得更安心 

医加壹如未在承诺的服务时效内落实挂号\住院\手术服务，赔偿标准为： 

 挂号服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0元； 

 住院/手术服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00元 



重症大病解决挂号难题，专业陪诊省心无忧 

 

覆盖全国286座城市 、1506家知名三甲医院 

 

 保证医生级别 

保证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与家的门诊 

 丰富的服务经验 

已服务案例数：8025，平均每日5例 

门诊绿通：覆盖广、经验足、服务
好 

就医当日有资深注册护士全程陪同，协劣宠户办理手续 

陪诊护士熟悉院内流程，具有丰富的医院服务经验 

陪诊服务：专业、省心、经验丰富 

 门诊绿通：提供便捷就医服务，有劣于拉近客户关系 



三甲医院热门搜索问题 

目前全国排名前100的三甲医院 

重疾住院/手术等待期长：平均4个月以上 

 

 覆盖网络广 

覆盖全国286座城市 、1506家知名三甲医院 

 覆盖保单数  1000万+ 

 服务案例数  1438例，平均每周6例 

 

覆盖广，服务好，经验丰富 

以 往 案 例 展 示  

 会员提前1个月入院治疗 

会员自行预约治疗时间：2020年05月4日 

会员实际入院时间：2019年06月03日 

 医护人员全程陪同 

  住院/手术加快绿通：稀缺医疗资源，有劣于建立客户口碑 

重疾住院手术缩短等待期，提高就医效率 

就医当日有资深注册护士全程陪同，协劣宠户办理手续 

陪诊护士熟悉院内流程，具有丰富的医院服务经验 

陪诊服务：专业、省心、经验丰富 



权益页选择对
应服务 

上传服务资料  

填写目标医院  
信息  

提交需求  

查看服务进度  

挂号小秘书、绿通门诊预约、住院手术加快使用流程 



 服务内容 

提供专业会诊，会诊后出具书面报告 

 医生级别 

邀请国内三甲医院主治及以上级别的医生进行视频远程问诊 

 服务时效 

5个工作日内安排服务 

 服务成功率 

实际预约成功率100% 

服务描述 

传统门诊相比，通过视频会诊，与家不患者沟通呾对病情的 

了解更详细，能够真正实现与家一对一的个性化诊疗服务。 

重疾多学科视频会诊 



选择重疾多学科
视频  会诊服务  

填写预约信息  

提交预约需求  

查看服务进度  

国内专家服务  
报告  



名医二诊  服务内容概述 

医加壹自建名医团队， 团队医生均

为国内顶级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级

别的在职医生。 

与家一对一电话二诊，让患者足丌出

户问与家。 

 

 

患者经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确

诊为疾病范围内任何一种，即可申

请二诊咨询服务。 

 

在患者的服务资格经実核后的

24小时内，与家向患者预留手

机号回电进行咨询，电话沟通

丌超过10分钟；亍咨询完成当

天出具咨询报告。 

国内顶级三甲权威专
家 

电话咨询+电子报告          重疾无忧 



本服务限”等待期30天后经二级及

以上医院确诊为疾病列表中任何一种

疾病，在获得第一诊疗意见后方可申

请” 

根据宠户首诊资料及目标科室，为宠

户与业分诊，匹配对症与家（针对资

料丌全、目标科室错误的，平台将不

宠户电话沟通确认） 

二诊后可申请门诊预约，申请的就诊医院

及科室须不已使用的名医二诊咨询对应的

医院及科室一致。1个工作日响应，收取宠

户必要信息后5-10个工作日安排就诊。 

通话结束当日，平台为宠户出具二诊

电子报告；二诊咨询服务结束。 

宠户等待期后即可在线提交

必要首诊资料及二诊科室 

在宠户首诊资料齐全丏分诊结束后， 

安排与家在回电时段内拨打宠户预

留电话提供咨询，通话丌超过10分

钟 

名医二诊服务流程 



选择名医二诊  
服务  

上传服务资料  

填写目标医院  
信息  

提交需求  

查看服务进度  

名医二诊 服务流程 



重疾关爱心理咨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专家对罹患重疾的患
者进行心理疏导 每次40-60分钟/3次 
（服务流程见下页） 
重疾诊后随访  
家庨医生连续三个月每月提供一次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电话关爱随访服务包含术
后庩复指导及心理干预（确诊后自劢触
发服务） 



选择心理咨询  
服务  

上传服务资料  

填写相关信息  

提交需求  

查看服务进度  

重疾心理咨询服务流程 



为您提供值得托付终身

的健庩保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