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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互联网特定疾病特需医疗保险

服务手册
（版本号：PAHHS202112H20015211208）

本服务手册旨在指导您更好地使用服务，如与保险合同有差异，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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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女士：

感谢您选择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很荣幸为您提供服务！

您的《平安互联网特定疾病特需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本合同”）由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承保。

同时，为履行相关保险责任，由本公司委托第三方服务商为您提供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以下服务:

 就医服务

（1） 专案管理服务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上述服务的具体内容及申请流程，以便更好地维护您的权益。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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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本服务手册旨在指导您更好地使用保险合同相关的各项服务，如发现相关内容与保险合同不一致，

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服务手册中介绍的保险合同相关的各项服务有效期与保险合同有效期一致。

 等待期：服务等待期与保险责任等待期一致。等待期内无法申请使用保险合同相关的各项服务，转

保无等待期。

 本公司将结合医疗服务环境等情况动态优化或调整保险合同相关的各项服务的有关款项，本公司保

留对本服务手册所有细则的解释、服务内容的变更等权利。您可下载平安健康 APP 查询本服务手

册的最新版本。

 请您完整阅读本服务手册，尤其是其中加粗字体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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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手册名词定义释义

等待期：本合同生效日起90内（含第90天）为等待期，转保无服务等待期。

犹豫期：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或收到本主险合同电子保险单次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我

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医院：本合同所指医院为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

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不包括疗养院、护理院、康复中心、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疗中心以及无

相应医护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确诊初次罹患：指自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而不是指自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第一次经

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例如，本合同生效为2021年5月1日，被保险人自出生后第一次经医院确诊罹患“恶性肿瘤”

的时间，以及是否满足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初次确诊条件的核定结论见下表：

自出生后初次确诊时间 是否满足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初次确诊条件

2021年5月1日之前 否

2021年5月1日起的90日（含）内 否

2021年5月1日起的90日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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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安乐健康™ 专案管理

我司将为被服务人，提供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该服务将基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特定疾病，若被保险疑似罹

患或确诊为约定的特定疾病，我司将根据被服务人的实际患病情况，为被服务人提供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

二、服务概要

平安乐健康™ 专案管理旨在为客户提供【专业】、【专人】、【全程】的就医协助服务。

【专业】：我司通过自有的，有多年三甲医院工作经验的医生和护士，为被服务人提供最为专业的医学和就医建议。

【专人】：为确保服务连贯性，被服务人一旦申请专案管理服务且通过审核后，将由专人为被服务人提供最长为期一年

的服务。

【全程】：涵盖“体检异常”、“疑似/确诊”、“出院随访”三个阶段，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过程。

专案管理服务 服务起始 服务内容 每保单年度内的服务次数

体检异常

就医安排

被服务人上传体检报告，就医管家

审核通过

匹配健康险专案管家

疾病咨询并推荐专家

专家门诊安排

疾病咨询不限次

门诊安排*1次

疑似/确诊特定

疾病就医安排

被服务人经过公立二级以上级别医

院专科医生诊断，确诊或疑似为约

定的特定疾病，上传相关的病历、

CT/MRI/病理结果、住院单等，就

医管家审核通过

匹配健康险专案管家

疾病咨询并推荐专家

专家门诊安排

三甲专家电话咨询

专家住院安排

疾病咨询不限次

专家门诊安排*2次

专家电话咨询*1次（15分钟）

专家住院安排*1次

特定疾病

院后随访

被服务人在1年内新发特定疾病，

且经过医院治疗后出院，上传出院

小结后，就医管家审核通过

匹配健康险医学专家

线上随访咨询服务

三甲专家电话咨询

线上随访：180天

期间线上咨询：不限次数

专家电话咨询*3次（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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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声明

1)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有效期最长为一年，首年保单等待期过后生效，第二个保单年度开始无等待期。

2)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在任何方面都不得被理解为保险理赔结论，与保险理赔有关的任何承诺，有关保险责

任、保险理赔的相关约定、条件和限制仍以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为准，任何保险理赔结果均应以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3)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仅限被服务人本人使用，不得转让。如出现非本人使用的情况，我司有权立即终止继

续提供相关服务。

4)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不属于互联网或电话诊疗服务，不涉及任何医学诊疗活动，不得在任何方面被解释和

理解为平安健康险向客户提供医学诊疗活动。

5)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就医参考信息（包括医疗机构和医生）仅供客户参考，被服务人

本人有权自主自愿选择，并且具有最终决定权；被服务人本人亦完全知晓平安健康险不承担由于被服务人本人使用或者

依赖就医参考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索赔和损失。

6)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就医参考信息包括中国大陆的公立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以及私立医

疗机构，包括普通部特需部、贵宾部、国际部。我司不提供指定专家的就医安排服务。

7)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过程中，若被服务人有任何紧急情况，应及时至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就医或拨打

120 急救服务。“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的服务不可替代 120 急救服务。

8) 我司对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包括过程、内容和结果均不承担法律责任，若被服务人对医疗机构和医生

提供的服务有任何疑问或者纠纷，被服务人应向医疗机构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寻求解决方案。

9) 本人完全知晓自己在医疗机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药品费、膳食费、床位费等一切医疗费

用均由其本人承担和支付。

10) 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更优质服务的目的，向平安集团因服务（例如门诊安

排、住院安排、陪诊服务、专家咨询等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信息。该信息可能包括但不

限于本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医疗健康信息及其他与本人相关的信息。为确保本人信息的安全，平安集团对上述信

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信息安全。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可〔致电客服热

线（95511）〕取消或变更授权。

11) 我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但以下情形下的信息披露和提供，我司将不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您将您的信息自愿主动告知或提供给他人过程中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命令或裁决、政府相关部门的命令或要求而在必须披露的范围内进行的信息

披露。

 对于受到计算机病毒、木马或其他恶意程序、黑客攻击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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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须安全使用账户，妥善保存用户名、密码，对您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我司不承担责任。

 如果您在共享环境下或在电脑被远程监控的情况下登录平安健康险 APP，由此造成的损失我司不承担责任。

 我司不允许您使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否则，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您本人承担，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您应给予

赔偿。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服务内容和服务流程

“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主要分为【专属管家】、【体检异常门诊安排】、【疑似/确诊特定疾病就医安排】、

【特定疾病院后随访】四个服务。

【专属管家】服务

使用前提  保险等待期后方可申请服务

服务标准

 客户上传资料后，基于病情和需求，将为您匹配专属的就医管家。您的就医管家

均为多年三甲医院工作经验的医生和护士。他会为您匹配最合适的医疗资源、定制专

业的就医规划，并提供专业医学建议

 就医管家工作时间：工作日9:00-18:00

 APP在线留言，如需协助，就医管家1个工作日内回电给您

*非工作时间致电，由值班人员记录客户需求，工作日优先为您安排服务

使用次数  每保险年度内不限次

服务流程
1)登录平安健康APP，进入首页【我的】-【就医服务】-【专案管理】页面；

2)点击【专案管理】；

3)点击同意服务告知书；

4)根据客户就诊状态申请服务，提交相关病情资料后，为客户分配就医管家；

5)已分配管家后，客户可在专案管理服务页面底部，致电就医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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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异常门诊安排】

使用前提

 保险等待期后方可申请服务

 客户上传近期的体检报告，就医管家审核通过

 体检异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结节、肿块、增生、息肉、囊肿、结石、占位性病

变、肿瘤标志物阳性、疑似肿瘤等字段，并上传体检报告

服务标准

 客户上传体检报告后，就医管家会在1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为客户评估报告并

推荐专家。

 基于被服务人的健康需求，推荐1-2位专家，如客户觉得不满意，可再次推荐，

但不接受指定专家预约。优先推荐大陆地区三甲医院该疾病领域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

家

 确定就医的医生后，就医管家启动门诊安排，5个工作日内完成

使用次数
 每保险年度内，专家推荐/门诊安排1次，不可累积

 客户因自身原因取消已预约成功的服务时，视为该次服务已被使用；

服务流程

1) 登录平安健康APP，进入首页【我的】-【就医服务】-【专案管理】页

面；

2) 点击【专案管理】；

3) 点击【门诊安排】按钮，选择【已有体检报告】选项；

4) 核对您的就诊人和联系人信息，填写病情简要描述、想要咨询的问题，并

上传相关图片作为资料参考；

5) 就医管家确认客户信息，如有遗漏，就医管家会电话联系您予以补充；

6) 就医管家会为您推荐1-2位专家供选择并确认；

7) 确认后启动门诊安排，5个工作日内完成专家门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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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确诊特定疾病就医安排】

使用前提

门诊安排
保险等待期

后方可申请

服务

被服务人经过公立二级以上级别医院专科医生诊断,确诊或疑

似为约定的特定疾病，上传相关的病历、CT/MRI/病理结

果、住院单等，就医管家审核通过

住院安排

专家电话

咨询

服务标准

门诊安排

 客户上传相关材料后并通过审核后，就医管家会在1个工作日内联系客

户，为客户评估并推荐专家

 基于被服务人的就医需求，推荐1-2位专家，如客户觉得不满意，可再

次推荐，但不接受指定专家预约

 优先推荐大陆地区三甲医院该疾病领域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确定好

就医的医生后，就医管家启动门诊安排，5个工作日内完成

住院安排  客户提交住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就医管家完成住院安排

专家电话

咨询

 客户申请后的1个工作日内，健康管家根据病情与需求，安排三甲医院

的专科医师提供15分钟的电话咨询服务

 因咨询时间有限，为了能预留充足的时间询问医生，建议客户提前五分

钟呼入电话

 咨询内容：由1位三甲医院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为患者及家属介绍疾

病诊疗知识、常规就医流程，分析各种治疗选项的利弊，结合病情和患者

意愿制定就医的计划。

使用次数及规则

门诊安排
 每保险年度内，专家推荐/门诊安排最多2次，不可累积。

 客户因自身原因取消已预约成功的服务时，视为该次服务已被使用；

住院安排
 每保险年度内，住院安排限1次，不可累积

 客户确认后不可取消

专家电话

咨询

 每保险年度内，疑似/确诊特定疾病状态的电话咨询限1次，不可累积

 客户确认后不可取消。咨询时间15分钟，时长满15分钟自动终止

服务流程
点击【专案管理】；

登录平安健康APP，进入首页【我的】-【就医服务】-【专案管理】页面

门诊安排

1) 点击【门诊安排】，选择【已就医，需找专家进一步咨询】选项；

2）核对您的就诊人和联系人信息，填写病情简要描述、想要咨询的问题，

并上传相关图片作为资料参考；

3）就医管家确认客户信息，如有遗漏，就医管家会电话联系您予以补充；

就医管家会为您推荐1-2位专家供选择

4）确认后启动门诊安排，5个工作日内完成专家门诊安排；

住院安排 1) 点击【住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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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对您的就诊人和联系人信息，选择期望就医地区、医院、科室，填写

病情简要描述，并上传住院单；

3）就医管家确认客户信息，如有遗漏，就医管家会电话联系您予以补充；

4）您提交住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健康管家为您完成住院安排；

专家电话

咨询

1)点击【专家电话咨询】，选择尚未确诊，需专家咨询选项；

2)核对您的就诊人和联系人信息，选择期望就医地区、医院、科室，填写

病情简要描述，并上传相关图片作为资料参考；

3)就医管家确认客户信息，如有遗漏，就医管家会电话联系您予以补充；

4)就医管家发送电话/短信告知客户咨询医生、电话时间，会议号码及密

码；

5)客户进入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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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随访】

使用前提
 新近初次诊断为符合约定的特定疾病，且出院后的客户

 客户上传近期的出院小结，就医管家审核通过

服务标准

院后随访

 客户申请后的1个工作日内答复

 为您匹配专属的医生，提供专业建议与解答

 每保险年度内，提供医生电话随访服务，不超过180天，服务期内

随访次数不限

 服务期不可中断，不累计

专家电话

咨询

 客户申请后的1个工作日内，根据病情与需求，安排15分钟的专家

电话咨询服务

 由大陆地区三甲医院该领域副主任及以上专家，提供疾病、用药、

康复方面的咨询，所有家属均可参与沟通

 每保险年度内，在特定疾病出院后，可最多安排专家电话咨询3次，

不可累积

 客户确认后不可取消

 15分钟会议到点后会议自动终止

服务流程

点击【专案管理】；

登录平安健康APP，进入首页【我的】-【就医服务】-【专案管理】页面

专家电话

咨询

1）点击专家【电话咨询】使用服务按钮，选择已出院，需专家电话咨

询选项；

2）核对您的就诊人和联系人信息，选择期望就医地区、医院、科室，

填写病情简要描述，并上传相关图片作为资料参考；

3）就医管家确认客户信息，如有遗漏，就医管家会电话联系您予以补

充；

4）就医管家发送电话/短信告知客户咨询医生、电话时间，会议号码及

密码；

5）客户进入电话咨询；

院后随访
1) 致电95511申请

2) 95511转接给专案管家，如无法接通，1个工作日管家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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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问题解答
Q1：我怎么申请就医管家服务呢？

A： 您可以登录平安健康APP，通过首页【我的】-【就医服务】页面，点击【专案管理】，仔细阅读服务告知书后点

击同意服务，即可申请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如有需求也可拨打95511进行咨询。

Q2: 哪些情况会导致服务申请未通过，怎么查询服务的状态和进度

A：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服务申请不通过。1）申请资料不全；2）非被服务人申请该服务；3）所罹患的疾病

与约定的特定疾病无关，比如骨折、肺炎等。 服务进度可以登录平安健康险APP，【我的】中，点击【专案管理】页

面，查询具体每项服务的进度。

Q3: 就医管家推荐我的医生不满意，是否可以要求更换？

A：可以的，您的就医管家会基于您希望的就医区域、病情来为您推荐最合适的专家。如您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再推

荐其他的医生，但不接受点名专家的要求。另，如您已确认了某位医生后，则不能再要求更换医生。

Q4：就医管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样的？

A：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工作日9:00-18:00。如您在非工作时间有紧急的需求，我们会有非专属值班医护人员来为您服务，

记录您的需求。

Q5：我需要为你们的专案管理服务额外付费吗？

A：“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均是免费提供给到被服务人的，不会额外收取费用。但因为各项服务有一定的使用次

数限制，如超过次数后，则无法再享受服务。但您在医院的就医费用，例如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等，均需被服务人

本人支付给医院或者走保险理赔，专案管理服务不包含医院的诊疗费用。

Q6：在一个保单年度内，关于服务次数我还没有使用完，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A：“平安乐健康”专案管理服务的服务时效为一年，如该类服务次数使用完毕后，若需再次安排，则无法享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