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投保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以下简称“众惠相互”）相应产品的被保险人，保单生效且

经过等待期后，众惠相互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为被保险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具

体服务内容如下：

健康咨询服务

一、服务内容

健康咨询

服务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体检报告解读
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指定一名专属家庭医生，为其

提供医院或者体检中心的检查报告专业解读。

在线图文咨询

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指定一名专属家庭医生，为其

提供日常健康咨询，包含：与健康相关的咨询，如疾病饮

食调节、亚健康咨询、OTC 常用药品用药指导、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的管理、重症专业分诊、术后康

复护理知识咨询等。

处方开具及药品配送

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指定一名专属家庭医生，为其

提供日常健康咨询以及在线开方服务，针对经医生为客户

提供健康咨询后评估为具备开具电子处方条件的，可为客

户开具处方药/非处方药的电子处方；客户在获得电子处方

后可在线自费购买处方所列相应药品。

家庭医生电话咨询

家庭医生通过电话方式为每位获得服务资格的客户提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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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咨询、OTC 等常用药品的用药指导、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病管理、重症专业分诊、术后康复



护理知识咨询等。

二、服务说明

1）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及其家属使用；

3）本服务时间：每日 08：00—22：00， 15 分钟之内回复知悉信息，22:00-08:00 为非

服务期间，医生将在次日 09:00 回复知悉信息，24 小时之内回复定制建议。电话医生工作

时间每日 8：00-22：00，客户在线进行预约，医生在服务时间内根据客户预约时段回拨客

户电话提供咨询服务，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4）本服务有效期内不限次使用；服务有效期与客户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

超过一年。

5）本服务仅为健康咨询及在线开方，不承担客户在线购药的药费、快递费等一切费用。全

国核心城市平均配送时效 1 小时，具体以配送平台配送时效为准。根据国家《互联网医院

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初诊患者、病情不稳定患者、六周岁及以下儿童、精神毒麻等管

制类药物以及《办法》中规定的其他不适宜线上诊疗的情况，无法提供线上开药服务。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咨询室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重大疾病绿色通道

一、服务内容

重大疾病绿

色通道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重 疾 就 医 协 助

（含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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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指定医生，不可指定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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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疾检查加快

（含陪诊）

为客户提供针对 B 超、彩超、CT、pet-ct、核磁、超声心

动、胃镜、肠镜等八项检查项目加快服务；同时提供当次

就诊的全程专业医护陪诊

重疾多学科会诊 为客户提供网络范围内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原则上不超过 3

名对症专家的视频会诊服务，并提供电子书面会诊报告。

二、服务说明

1) 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 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 当甲方指定服务对象过等待期后确诊发生重大疾病或轻症时（等待期及疾病范围以甲方

保险产品所载的重疾及轻症列表为准），甲方指定服务对象需要提交当地二级或二级以上医

院的疾病诊断证明给到医加壹健康，医加壹健康按本协议约定协助立刻预约甲方指定服务对

象所指定三甲医院的相应科室副主任及以上专家为客户提供对应服务；

4) 客户提出以上服务时，须符合规定的重大疾病的首次确诊，既往病史及转移癌不在服务



范围内；

5) 本服务所产生的任何相关医疗费用需由客户自行承担；

6) 本服务为客户完成预约后，电话通知客户就诊日期，并陪诊人员将于就诊日期前一日电

话联系客户进行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陪诊服务不支持无亲属陪护的不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

及无亲属陪护的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

7) 本服务落实前取得客户确认，客户同意接受服务后，因本人原因未能按时就医或临时取

消服务，视同该次服务已完成；

8) 服务网络详见医加壹健康平台公布《医加壹绿通就医网络》；

9) 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响应，于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及服务资格经审核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安排门诊、检查加快就诊， 10 个工作日内（对于客户要求择期会诊的除

外），安排网络范围内的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专家与客户主管医生及客户视频会诊，医加壹

同步参与视频，会诊时间不超过 30min 会诊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出具会诊意见报告。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服务申请板块开始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重疾住院医疗费用垫付

一、服务内容

重疾住院医疗

费用垫付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快捷医疗费用垫

付服务

客户首次罹患重疾且经保险公司核实符合保险责任，

医加壹可在其保险责任保额范围内或保险公司授权许

可的额度范围内为客户垫付医疗费用。

病情跟踪和医疗

监控

提供治疗方案评估、治疗进程跟踪、治疗费用监控、

垫付费用追加、出院时间确定等服务

理赔材料收集

为客户垫付医疗费用后，医加壹将代为收集其在就医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医疗单据，包括门诊住院病历、诊

断证明、检查报告单、出院小结、医疗收据等，并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二、服务说明

1) 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 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 客户在线提交服务申请，在线签署《国内住院垫付授权委托书》后并提交住院垫付服务

所需的信息及材料（以甲乙双方约定的材料要求为准）；

4) 本服务最快于客户服务资格审核通过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垫付；但对于与客户另行约

定垫付日期的，按约定日期实施垫付；客户须在医加壹为其实施垫付前签署《垫付确认书》

及《郑重声明》、《理赔申请书》，并于医加壹为其垫付时将所有住院押金条原件配合均交由

医加壹进行保管;

5) 待客户出院时，医加壹协助其办理出院手续及结转住院押金，同时按甲方理赔资料要求



收取客户的住院材料等必要资料，具体包括但不限于门急诊病历、住院费用总清单、住院费

用发票原件、出院小结（病案室盖章）、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诊断证明（须加盖医院有效公

章）、住院病历（病案室盖章）、医保结算单（有的提供）、理赔款收款账户等资料；完成住

院垫付服务流程;

6) 服务范围详见医加壹平台公布《医加壹垫付服务网络》。

7) 服务次数及服务有效期：不限次（甲方每次审批金额用完时乙方停止提供服务），服务有

效期与客户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8) 本项服务的提供不作为本保单的理赔依据，理赔结论应以保险人的理赔审核意见为准。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服务申请板块开始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靶向药基因检测和报告解读

一、服务内容

靶向药基因检

测和报告解读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靶向药基因检测预约
客户于服务有效期内且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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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以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

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定义为准，等待期

天数以 30 天等待期为准），在医加壹服务网络范围

内为客户提供不限癌种的靶向药基因检测服务

报告解读 为获得报告的客户提供报告解读服务

二、服务说明

1) 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 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 客户在线提交服务申请，医加壹与客户核实需求信息，对于审核通过的，医加壹为其安

排靶向药基因检测服务；

4) 本服务为客户出具检测书面报告，并主动询问客户是否需要申请报告解读，如客户需报

告解读，乙方客服人员会与客户协商时间，在两个工作日内以电话的方式为其提供报告解读，

服务完成。

5) 本服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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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服务范围：详见医加壹《靶向药基因检测网络》。

7) 本服务中客户与提供本次基因检测所需样本的医院即就诊医院及医生之间发生的医疗事

故及纠纷由客户自行解决;若客户签署检测申请单后发生告知书明确约定事项的相关责任，

由客户自行承担;客户因在使用本次检测前因采样产生的涉及抽血、耗材、病理切片等所有

相关费用均须客户自己承担。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服务申请板块开始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康复追踪管理

一、服务内容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康复追踪管理 为已使用重疾住院垫付服务的客户提供关爱随访服务。

二、服务说明

1）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本服务为已使用重疾住院垫付服务的客户主动进行电话随访，连续 3 个月，每个月 1 次，

3 次关爱随访限电话咨询不超过 20 分钟；

三、服务方式

医加壹主动向已使用重疾住院垫付服务的客户进行电话随访。



四、服务流程

院后日间照护

一、服务内容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院后日间照护

在客户因该重疾导致手术住院治疗的前提下，在客户出院后为其提

供日间照料服务，以家常做饭，厨房，餐厅地板清洁，家具除尘为

主，其次以衣物清洁、收纳物品整理为辅。

二、服务说明

1) 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加壹”）

为被保险人提供；

2) 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 本服务次数及服务有效期：居家日间照料 1 次【一次服务包含连续上门 7 天，服务时间

段为 09:00-13:00 或 15:00-19:00，但限首次上门日期须在服务有效期内】；服务有效期与

客户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4) 客服咨询时间：工作日 9:00-18:00

5) 本服务于客户提交申请后 1 个工作日审核，在客户提交必要资料及服务资格审核通过后

的 2 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安排；首次上门日期需要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申请，从首次上门

日期起连续 7 天提供服务。



6) 本服务网络涵盖中国大陆 46 个城市，医加壹网络不断更新，以平台展示为准。

7）为了保证服务安全，本服务不包含照顾老人/孩子，不接送孩子；

8）本服务不包含买菜，如需要代买菜，买菜时间会计入 4 小时内的服务时间内；

9）本服务限连续 7 天为同一个上门地址；提交服务申请时须先明确上门时段，连续 7 天均

为该服务时段，并且首次上门日期最早可为自申请日期起计算 3 个工作日后的时间；

10）服务启动时平台向客户发送服务启动通知，服务次数即时消次。1 次服务限连续上门 7

天，若在服务启动后匹配成功之前取消，不计次，但客户仅有一次免责取消权益；若在服务

启动后且匹配成功之后取消，视为客户主动放弃本次服务权益，正常计次；客户自愿放弃服

务期间剩余天数，可主动联系客服进行告知乙方，乙方对于从客户或服务人员获悉客户放弃

使用剩余天数，将放弃天数按照作废处理，正常计次。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服务申请板块开始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阳性治疗服务

一、服务内容

项目说明 服务内容



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

及阳性治疗服务

为参保附加险客户提供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服务（以下简称“胃幽”）

以及客服服务、线上引导、治疗建议以及折扣购药服务。服务无等

待期，投保即可申请领取检测服务，在服务有效期内享有一次免费

检测服务。

二、服务流程

1）客户在投保完成后添加客服企业微信填写邮寄地址，或通过公众号入口，选择胃幽检测

服务。

2）收到客户的领取信息后，安排为客户邮寄相应申请数量的检测产品。

3）客户收到邮寄快递后，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通过线上操作指引完成自行检测取样

（如有疑问可致电 400 客服电话，或通过线上医生咨询）。

4）客户在线上完成样本回寄信息填写后，等待快递员上门取件并成功回寄样本。

5）收到客户样本后，进行实验室检测，出具检测结果后通过短信、电话的形式告知客户检

测结果并出具电子报告。

6）针对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的用户，提供线上治疗咨询，并提供购药优惠。

三、服务说明

1) 服务时效：投保后及时生效

2) 服务范围：全国

3) 服务次数：保单数量为可领取数量，每个投保人最多限领 3 份

4) 服务有效期：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特药服务（仅限投保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责任的被保险人）

1、处方审核

为初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的被保险人提供肿瘤特药的处方审核服务，由专业的药师从医

药专业方向及保险条款等要求判定用药合理性。

【申请方式】 被保险人可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申请。

【服务次数】 保单有效期内不限次。

【服务时效】 资料齐全，1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并反馈。

【申请材料】

所需材料

首次发起审批提交电子版材料： 具备理赔资质后的每次取药材料：

一、被保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被保人身份证；

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签收人身份证；

二、理赔意向书原件照片；
处方原件（每三个月提交一次体检报告或出院小

结及医嘱）；

三、产品条款/保司认可的医院出具的确诊医

学材料： 【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影像学报告

（B 超/钼靶检查/X 线/CT/核磁共振/骨扫描

/PET-CT 等）；病理报告（骨髓检查报告/组

织病理报告/免疫组化等）；肿瘤标志物检查；

感染筛查报告（含肝炎病毒、HIV）】；出院材

料（出院小结/出院记录/诊断证明）；其它检

验报告（电子版，基因检测报告等）；

体检报告复印件（血常规和肝肾功能）；

四、产品条款规定/保司认可的医院专科医生

开具门诊处方照片，或住院医嘱单照片，或

慢病病历照片；

直赔取药单签字确认。

五、药品药店发票照片，如是医院用药，可

提供住院费用清单、收费票据及社保交割单



或结算单。

注：具体以与保险公司理赔部门沟通对接为准

【服务说明】

（1）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2.、特药直付

为符合理赔条件且处方审核通过的被保险人提供药品直赔服务，被保险人可前往指定药

房购买药品，无须垫付可赔付的报销款项。

【申请方式】 被保险人可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申请。

【服务次数】 保单有效期内不限次。

【服务时效】 3-5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被保人身份证件、申请身份证件（非本人需授权书原件）、理赔申请书原件照

片、确诊医学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影像学报告、病理报告、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

【服务范围】 详见特药网络。

【服务说明】 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3、特药配送

为符合理赔条件且处方审核通过的被保险人提供特药配送服务，若被保险人无法自行前

往指定的药店购买药品，则提供目录内药品的深圳同城送药上门服务。

【申请方式】被保险人可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申请。

【服务次数】保单有效期内不限次。

【服务时效】3-5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被保人身份证件、申请身份证件（非本人需授权书原件）、理赔申请书原件照

片、确诊医学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影像学报告、病理报告、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



【服务说明】

（1）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2）特药配送服务所产生相应的冷链费用、快递保价费用由被保险人支付；

4、慈善援助咨询服务

对符合条件且处方审核通过被保险人是否符合慈善援助提供咨询服务，协助被保险人进

行慈善援助申请及材料准备，符合条件的被保险人应先申请慈善再进行报销。

【申请方式】被保险人可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申请。

【服务次数】保单有效期内不限次。

【服务时效】初审符合条件，当日引导被保险人提交材料。

【申请材料】以慈善援助计划规定为准。

【服务说明】

（1）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2）所援助药物由该药品指定的慈善机构提供，如因所赠药物质量问题导致被保险人人身

财产损失，服务商不承担责任，但服务商将尽可能协助被保险人向药品提供方主张权利。

5、 新药临床试验入组申请服务

为被保险人提供精心筛选的新药临床试验项目信息，指导并协助符合入组条件的用户完

成临床试验入组申请，为符合入组条件的被保险人提供新药使用机会。

【申请方式】 被保险人可通过“深圳众惠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申请。

【服务次数】 保单有效期内不限次。

【服务时效】 7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以临床试验项目要求为准。

【服务说明】 服务有效期与被保险人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6、指定药房



序号 药店名称 地址

1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深圳翠竹分店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田贝一路 22

号邮电宿舍 1栋 14号之 2，门店电

话 0755-82228126 18925296876

工作日 8:30-18:00

周六日 8:00-17:00。

基因筛查折扣权益

一、 服务内容

基因筛

查折扣

权益

基因检测产品名称 建议终端价 权益折后价

遗传性肿瘤非临床版-男性套餐（23 种） ¥ 6,000 ¥ 4800

遗传性肿瘤非临床版-女性套餐（24 种） ¥ 6,000 ¥ 4800

乳腺癌/卵巢癌易感基因 BRCA1/2 遗

传风险评估
¥ 1,499 ¥ 1049

无创肠癌筛查基因检测 ¥ 799 ¥ 689

HPV 分型基因检测 ¥ 399 ¥ 279

心源性疾病基因筛查 ¥ 788 ¥ 548

二、服务说明

1）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委托华大基因为被保险人提供；

2）本项服务限本保单的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3）客户在线提交服务申请，后台核实需求信息，对于审核通过的，华大基因为其安排基因



筛查服务；

4）本服务为客户出具电子报告，将报告发送至客户预留邮箱，并主动询问客户是否需要申

请报告解读，如客户需报告解读，乙方客服人员会与客户协商时间，在三个工作日内以电话

的方式为其提供报告解读，服务完成。

5）本服务在客户提出预约申请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响应，服务资格经审核通过的，2 个工作

日内与客户确认信息及寄送采样套装，于收到客户全部必要材料及样本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

出具电子报告。

6）本服务各项基因检测产品有效期内限 1 次使用；服务有效期与客户有效保单的起止日期

保持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三、服务方式

客户微信登录众惠指定服务平台，首次登陆时输入被保人预留信息激活服务，激活后查

看服务页面，选在所需服务板块进入服务申请板块开始使用服务。

四、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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