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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提供保险和资产管理解决方案。

凭借在全球保险和金融服务领域中坚实的地位和雄厚的

财力，安联拥有全球信用等级评审机构，如标准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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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德安联)是在华组

建的首家欧洲合资寿险公司，股东双方分别为安联(中
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Allianz China Holding，简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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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四川、江苏、深圳、北京、山东、青岛和湖北设立

了10个省级分公司，并在近40个城市开展业务，为客户

提供专业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展望未来，中德安联将秉承安联集团稳健可靠的百年传

统，融以创新精神，提供专业、高品质的保险服务，致

力于成为中高端客户财务管理和风险保障的最佳保险公

司，让每一位客户拥有无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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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守护客户的未来，是安联的使命。为此，我们专门甄

选了一套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提供从“疾病预防”、“早期诊

断”、“就医协助”到“病后管理”的全链式健康管理，为您的

幸福保驾护航。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各项服务内容，并指导您

如何使用。该服务手册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恭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尊敬的客户：

此致

   敬礼！



一、服务一览

1.服务内容与服务次数

一对一健康咨询服务；您可通过电话向专业全科医生提出

健康信息、就医、治疗和康复指导等咨询。

当您有健康、医疗、用药等方面问题时，可通过手机发送

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向在线的医生提出咨询；该服务还支持

上传体检、诊断报告等资料，有助于医生提供更为客观、

详细的健康指导意见。

该服务暂不支持精神或心理类疾病的咨询；图文问诊仅为

咨询服务，不可视为诊疗或120服务，且不能解释为要求接

受咨询的被保险人施行或放弃任何医疗的行为。

全科医生： 08:00-22:00（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公立医院专科医生：

                 

该服务暂不支持精神或心理类疾病的咨询；电话医生服务

仅为咨询服务，不可视为电话诊疗或120服务，且不能解释

为要求接受咨询的被保险人施行或放弃任何医疗的行为。

8:00-22:00（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不限次数

【特别说明】

【特别说明】

服务结束
医生在15分钟内接诊

并在线答复

平台校验服务资质在线提交服务申请

【服务流程及时效】

【服务流程】

提出电话医生咨询服务

需求
服务专员验证服务资质

资质审核通过后，医生

电话提供咨询服务，并

解答疑问

服务结束

1 2

3 4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3.1专家或特需门诊预约协调

3.2住院协调

3.3手术协调

3.4陪诊

3.5医后随访

3.6专家复诊

病后营养及康复指导

全球医学专家意见

海外就医安排

重疾

绿通

Plus

电话医生咨询

图文问诊

不限次数

不限次数

服务内容 服务次数序号

1
2

3

4

5

6

1 2

3 4

1.电话医生

2.图文问诊

全年无休（具体以医生在线接诊情况为准）

二、服务介绍

【服务次数】

不限次数

【服务次数】

【服务时间】

【服务时间】

03 04

每种服务

1次 /保单

年度

1次/保单年度

不限次数

1次/保单年度

2.服务对象

     被保险人（以下简称“您”）



当您在等待期届满后，首次确诊罹患指定疾病，我们可立

即启动绿色就医通道，助您在网络医院内快速接受治疗。

具体服务包括：

2）所产生相关医疗费用（如挂号费、治疗费、药费、检查

费、床位费等）需由就诊人自行承担。

3）在申请本项服务时，您需配合提供二甲以上医院确诊患

有指定疾病的病例资料。

4）该服务在每个保单年度内仅安排一次，您可选择享受六

项服务中的一项或多项服务，但无论一次性享受几种服

务，都视为当年度的服务资格已被使用。

5）该服务不支持专家点名预约；且不支持指定专家级别。

6）如您要求的医院的床位紧张，服务商可调剂至同级别三

甲医院提供本项服务。

7）如经医生判断您无入院或手术指征，服务商无法提供本

项服务。

8）接受服务后，如因您本人原因未能按时就医，则视同该

次服务已完成。

9）如因患有传染性疾病而致医院不能收治入院，我司及服

务商不负有任何责任。

10）我司及服务商对医疗机构提供的任何治疗形式所产生

    的后果，不负有任何责任。

11）您入院后与医院产生的医疗问题或纠纷，我司及服务

    商不予以协调并不负有任何责任。

每个保单年度可使用一次

全年7x24小时（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特别说明】

1

2 3

出院后，如需要，可7

个工作日内安排对症

专家的复诊

健康管理师为您提供医后

随访

·首次:入院治疗后的第5日

·第二次:入院治疗后的第20日

·末次:入院治疗后的第35日

住院/手术当天，导诊

人员陪同并协助办理

相关手续

获得入院单或手术单

后，14个工作日内完

成住院或手术安排

如您尚未有入院单或手

术单，则优先提供网络

医院内1-2家三甲医院

供您选择，并在7个工

作日内安排二次诊疗的

专家门诊

服务专员核实您的身

份，确认疾病是否在服

务范围内；了解相关病

情并收集相关资料（如

病历、入院单等）

【服务流程及时效】

提出服务需求

【服务内容】

根据您的病情，由专业医生经过精确分诊，转诊给

对症专家进行二次诊断，以获得正确诊断，确定更

合适有效的医疗方案，为您作出重大就医决策提供

参考。

在符合医院住院的条件下（即医院认为病情需要接

受住院治疗），推荐并安排网络医院的住院床位，

协助被保险人快速办理住院手续。

在符合医院手术的条件下（即医院认为被保险人的

病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协调相关专家快速安排

手术，并协助做好专家与患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在您需住院或手术时，安排导诊人员引导并陪同，

并协助办理就诊、住院或手术的相关手续。

在您住院诊治后，安排健康管理师提供一年三次的

电话关爱回访服务；关心您的治疗及恢复状况，并

记录和协调相关服务需求。

当您经过诊治并出院后，如需要，可为您协调安排

对症专家的复诊。

对症专家

二次诊疗

转诊

住院

安排

手术

安排

导诊

服务

医后

随访

专家复诊

安排

3.1

3.2

3.3

3.4

3.5

3.6

服务描述服务内容序号

4 5

6 7

3.重疾绿通Plus

1）该服务仅在您被诊断患重疾后才能

使用，重疾病种需为约定列表中的

疾病，具体的网络医院及重疾列表

可扫描右方二维码查询。

【服务次数】

【服务时间】

05 06



当您罹患重大疾病而接受住院/手术治疗时，该服务可安排

三甲医院专业、资深的营养科及康复科医生提供个性化的

营养及康复指导，包括一周一日三餐的详细食谱建议，以

及定制化的康复方案，助您早日恢复健康。

1）该服务仅为咨询服务，所有的营养及康复指导意

见仅为帮助被保险人恢复健康的辅助建议，不可

视为医疗行为。

2）营养指导及康复指导服务需同时使用，不可单独

申请。

提出服务申请

08:00-22:00（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特别说明】【服务内容】

服务结束

营养科及康复科医生致

电您提供指导服务

审核通过后，将会在5

个工作日内安排医生

服务专员验证服务资

质，并收集相关材料

(如诊断证明、病历等)

【服务流程及时效】

1 2

3

3

4

4.病后营养及康复指导

每个保单年度可使用一次

【服务次数】

【服务时间】

07 08



当您患病并出现以下情况时，可通过该服务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权威医学专家提供二次诊疗意见，并出具书面报告，

为您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提供参考。

（1）对现有疾病诊断有疑虑时，如癌症；

（2）疾病在不同医院得到不同诊断时；

（3）已有治疗方案但仍想了解其他治疗选项时；

（4）需做出重大医疗决策时，如是否采取手术的决定。

以下情况不适用本项服务：

1）需紧急处理的病症，包括意外受伤和疾病的急性发作

(如心肌梗塞、脑卒中等)；

2）处于稳定期的慢性病日常管理，例如糖尿病、高血

压、慢性肝病等；

3）生命体征不稳定时，如在ICU病房看护期间；

4）日常健康类咨询，如普通感冒、发热、头痛;

5）资料和信息不完整时，如没有初次诊断

本项服务包含以下内容
1）安排国内资深医生全程专案管理

• 全面临床沟通，了解病史，整理病历；

• 帮助病人列出重要咨询问题；

• 详尽讲解专家报告；

• 全程辅助决策、解答问题。

2）在全球五万多名专科权威专家中精准匹配

• 专家就个案提出针对性的书面意见；

• 解答病人列出的问题；

• 交付专业的书面报告。

【服务流程及时效】

服务结束专案医生向您解读报告

专家在10-13个工作日

内提供意见，并出具

书面医学报告

根据病人的病情，在

全球范围内匹配权威

医学专家

专案医生在一个工作

日内联系您，并收集

相关诊疗资料

验证通过后，将安排

专案医生

服务专员验证服务资质提出服务申请

【特别说明】

【服务内容】

1 2

3 4

5 6

7 8

5.全球医学专家意见

不限次数

【服务次数】

工作日：9:00-18:00

【服务时间】

09 10



1）如患者无法提供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出行证明而执意出

国治疗，服务商将根据患者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如确实

不适合出国治疗，服务商有权不提供海外就医安排服

务。

2）在海外就医期间所有检査和治疗的费用需由患者自行承

担并直接支付给海外医院。如因患者本人未按时缴纳医

疗费用而导致该服务不能进行的，我司及服务商不负有

任何责任。

3）如需要，服务商可协助向海外医疗机构索取有关担保金

的条款证明。若患者拒绝缴纳担保金，服务商有权利终

止服务。如患者单方面取消行程，其担保金可能无法全

额返还，具体以海外医疗机构政策为准。

4）如需要，服务商可协助患者办理住院手续，并协助安排

海外就医的交通、签证、酒店住宿、翻译等事宜，但所

产生的费用及手续费（如有）由患者自行承担。

5）患者一旦签署服务申请，则视为服务已启动；若患者变

更、毁约视为放弃服务并计入服务次数。

6）海外就医的诊疗结果由医疗机构负责，我司及服务商不

负有任何责任。

7）因患者未能提供准确、及时、真实、完整的资料而造成

医疗服务偏差、延误、缺失的，服务商免责。

8）因患者行为触犯当地法律或当地医院制度而导致该服务

无法进行的，我司及服务商免责。

9）因不可抗力导致服务延迟或未能履行，我司及服务商免

责。

当您罹患目前国内治疗水平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并已使

用过全球医学专家意见服务，且听取专家的意见和治疗建

议后决定到海外治疗，我们可启动该项服务为您安排海外

就医。

您在使用全球医学

专家意见服务后，

决定到海外就医并

提出申请

工作日：9:00-18:00

【特别说明】【服务内容】

服务结束

接受海外治疗后的一周

内，服务商将致电了解

服务质量并进行满意度

调查

您按约接受治疗，专

案医生会全程远程监

督医疗质量，并提供

咨询服务

专案医生与海外治疗专

家做前期准备和沟通

专案医生在5个工作日

内完成海外就医预约

您确认最终的治疗专

家，并可能需要缴纳

一 定 数 额 的 担 保 金

（具体要求及金额以

海外医疗机构的正式

邮件为准）

专案医生精准匹配，并

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两

个海外治疗专家的选

项，以及治疗费用预算

等信息

您确认治疗方案，签署

申请文件并提供公立医

院出具的出行证明

专案医生根据全球医学

专家意见服务报告中的

专家意见及治疗建议确

认海外就医的必要性及

可行性

【服务流程及时效】

1 2

3 4

5 6

8

9 10

6.海外就医安排

每个保单年度可使用一次

【服务次数】

【服务时间】

7

11 12



自保单生效日起被保险人可开始享受“电话医生咨询”、“图

文问诊”和“全球医学专家意见”服务；保单等待期满后，被

保险人可开始享受“重疾绿通Plus”、“病后营养及康复指导”

和“海外就医安排”服务；若因任何原因导致保单效力中止或

终止的，上述服务将同时失效，但就失效前罹患的指定重

大疾病而提出的相关服务申请，将仍予以提供。

方法二：

拨打热线申请服务

1.拨打我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342；

2.按“1”选择服务语言；

3.按“7”选择“享健康全链式健康管理服务”；

4.根据语音提示选择对应的服务项目。

2.选择您欲使用的服务，进入服务详情页后，您可了

解到详细的服务介绍，并可直接申请服务；

注：首次使用需根据页面提示进行绑定或完成服务资

格校验。

1.我司提供的所有健康管理服务均是通过特约供应商提供。
此外，供应商还将为您指定的2名家属提供相应服务，具体
如下：

    1）您指定的2名家属和您享有相同的服务内容，但与您共
用服务次数。

    2）指定的家属可为您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但指定时的年
龄不可超过70周岁，且一经指定不可更换。

    3）您可在保单生效的3个工作日后，通过“享健康”健康管
理服务平台的“嘉享权益”页面在线指定家属共享服务。

    4）家属可在指定后的5个工作日开始享受“电话医生咨
询”、“图文问诊”和“全球医学专家意见”服务，并在指定后
的30个自然日开始享受“重疾绿通Plus”、“病后营养及康
复指导”和“海外就医安排”服务。

2.相关健康专家提供的咨询建议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学诊

断或处方。您及家属与供应商或相关医疗机构因服务产

生的任何纠纷，我司不承担责任。

3.健康管理服务所提供的诊疗、诊断结果仅供个人参考，并

不能作为我司做出任何保险合同的核保、理赔决定或要

求我司更改核保、理赔决定的依据。

4.我司保留对健康管理服务的解释、变更和停止等权利；如

健康管理服务有任何调整，我们将及时通过官网或其他

形式进行通知。

四、服务申请及使用方式

五、服务声明三、服务期限

方法一：

登陆“安联在线”微信服务号，通过“享健康”健康管理服务

平台申请服务

1.微信关注并进入“安联在线”微信服务号，点击“自助服

务”后选择“享健康”菜单，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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