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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单

安盛天平卓越馨选医疗保险普通版计划一
基本信息

保险凭证号: 21010000H17210000363

投保人: 测试

保险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02月 07日 00:00:00时

保险合同满期日: 2022 年 02月 06日 23:59:59时

总保险费(含税价): ￥1220.20

被保险人信息

被保险人 性别 证件类型 身份证号/护照号 出生年月(年/月/日) 与投保人关系 社保

测试 男 身份证 310101200201126090 2002-01-12 本人 有社保

保障利益表

等待期 3 0天

赔付比例 1 0 0 %

一、必选责任

免赔额

*仅适用于一般住院医疗保险及重大疾病住院保险金
0元

保险责任 每一被保险人最高赔付限额

（一）一般住院医疗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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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重大疾病以外的其他疾病在本保险合

同载明的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接受住院治疗的，本公司对由此发生的以下合理且必需的医疗费

用在扣除免赔额后进行赔付：

150,000元

1、床位费 含

2、膳食费、护理费 含

3、重症监护室费 含

4、检查检验费 含

5、手术费、麻醉费、药品费、材料费、医疗机构拥有的医疗设备（不含耐用医疗设备）使用费 含

6、治疗费、医生费、会诊费 含

7、手术植入器材费 累计赔付限额10,000元

8、西式理疗费 含

9、耐用医疗设备费 不含

10、陪床费 含

11、视为住院医疗的特殊门诊费用：（1）门诊肾透析费；（2）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

（3）门诊手术费；（4）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
含

12、同城急救车费 含

13、临终关怀费用 不含

（二）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患重大疾病在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接受住院治

疗的，本公司对由此发生的以下合理且必需的医疗费用在扣除免赔额后进行赔付：

150,000元

1、床位费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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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膳食费、护理费 含

3、重症监护室费 含

4、检查检验费 含

5、手术费、麻醉费、药品费、材料费、医疗机构拥有的医疗设备（不含耐用医疗设备）使用费 含

6、治疗费、医生费、会诊费 含

7、手术植入器材费 累计赔付限额10,000元

8、西式理疗费 含

9、耐用医疗设备费 不含

10、陪床费 含

11、视为住院医疗的特殊门诊费用：（1）门诊肾透析费；（2）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

（3）门诊手术费；（4）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
含

12、同城急救车费 含

13、临终关怀费用 不含

14、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障 含

（三）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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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确诊罹患重大疾病必须在二级或以上

公立医院普通部接受住院治疗的，本保险以年度累计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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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100元，年度最高60天

二、可选责任

免赔额

*仅适用于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1,300元

保险责任 每一被保险人最高赔付限额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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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确诊罹患一种或多种重大疾病，本保

险按照本项下的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10,000元

（二）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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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疾病在二级或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

接受门急诊治疗，本公司对由此发生的以下合理且必需的医疗费用在扣除免赔额后进行赔付：

10,000元

1、挂号费、诊察费 含

2、治疗费 含

3、药品费 含

4、检查检验费 含

5、手术费 含

6、非正式住院的留院观察费用 含

7、中式理疗费 累计次数限额10次,累计赔偿限额1,000元

8、西式理疗费 累计次数限额10次,累计赔付限额2,000元

9、耐用医疗设备费 不含

10、中医(不含中式理疗)费用 累计次数限额10次，累计赔付限额1,000元

11、牙科意外伤害医疗费用 含

12、视为门诊医疗的临终关怀费用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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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约定 ：

1、 本保险项下被保险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年龄为30天-59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投保告知要求的自然人，满59周岁后被保险人如选择继续投保，最高续保年龄为80周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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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天的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为外籍人士

，理赔时需提供在中国长期居留的许可证明。

2、 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等待期为30天；续保及因意外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不计等待期。

3、 免赔额：本保单的免赔额指全年免赔额，在每个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累计医疗费用中须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本

保单不予赔偿的部分，其中一般住院医疗保险金及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共享住院医疗年免赔额。被保险人通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

费医疗或政府救助获得的补偿，不可用于抵扣免赔额，但从其他途径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可用于抵扣免赔额。

4、 赔付比例：本保单的赔付比例为100%。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参保，但未以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身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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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同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社

会福利机构、公益慈善机构、第三方责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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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本医疗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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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险每一被保险人限购壹（1）份，多投无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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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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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的效力自本公司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二十四时或者申请书上的

合同终止时间（以较晚者为准）终止。本公司自收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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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的效力自本公司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二十四时或者申请书上的合同终止时间（以较晚者为准

）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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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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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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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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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由英仕健康（Inshealth）提供的就医绿色通道（门

诊，住院各一次）、MDT多学科会诊服务（一次）、基因检测（一次）、术后护理（三次）、重大疾病住院费用垫付（不限次数）五项服

务。基因检测服务范围为全国。MDT多学科会诊服务为被保险人安排北京、上海、广州三甲医院医学专家团队，根据被保险人既往检查和

病史，匹配三个或以上相关科室医学专家，由相关科室医学专家提供面对面的多学科会诊诊疗意见。绿色通道服务及重大疾病住院费用垫

付服务范围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济南、青岛、郑州、南京、合肥、杭州、福州、厦门、成都、武汉、长沙、大连

等全国近两百个城市的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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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责任：住院费用垫付服务仅

限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但不提供绿色通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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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根据健康问卷结果，对被保险人测试以下疾病不承担赔付责任。

(1)甲状腺疾病及其并发症和后遗症不承担赔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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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安盛天平个人综合住院医疗保险（2021版B款）条款》
2.《安盛天平个人一百种重大疾病保险（2021版）条款》
3.《安盛卓越馨选医疗保险服务手册》

注：请您点击附件查看完整内容

     

出单代理 :最安对接webservice系统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单日期 (年/月/日 ):2021-0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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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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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tp.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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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批单/批注及其它约定书均为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4/7

https://uat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05EBB6F026CD52B308FC3D56ADCB058DDAC12647AA79EB2E39C91CB5F72A0976E2CE0A81923C5D328F3064B9F6BCA0F97C9A93FBA16BC0BC
https://uat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05EBB6F026CD52B3B3EC9D919819C110395443E0B4ABAC3C39C91CB5F72A0976E2CE0A81923C5D328F3064B9F6BCA0F97C9A93FBA16BC0BC
https://apps.axatp.com/fileServer/hexTicketFileView.do?fticket=5DFFE4B79B122E4E0DE8E7249D8FCF4121770B14523CB91EB6D3DACA7D1D391F030547FF173E7BF59B48204AFB912527694ABE3562D6C230C81340F5CBAC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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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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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状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您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相关信息，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我公

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及本保险条款约定：

（1）不同意承保或解除合同。

（2）如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故意不如实告知的，不退还

保险费。

投保人请确认所有被保险人是否有以下情况？

1、最近五年内曾住过院或做过手术，或近期有入院、手术安排？

2、最近两年内存在健康检查结果异常（如血液、超声、影像、内镜或病理检查）或被医生建议复

查、就诊或治疗？

3、曾因病或遭受意外伤害而休病假 7日或以上？

4、最近两年内曾因病连续服药超过14天？

5、每天抽烟超过15 支或以任何方式食用烟草？

6、BMI值大于29?(BMI=体重/身高2)，或在过去五年中，一年内因不明原因体重增加或减少超过12

公斤或25磅？

7、是否有如下不适症状或者曾经被诊断有或治疗过以下疾病？

A. 慢性咳嗽，咯血，哮喘，呼吸困难，支气管扩张，气胸，肺气肿，结核，胸膜炎，慢性支气管

炎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B. 腰痛，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难，血尿，蛋白尿，尿量异常，夜尿增多，面部浮肿，肾或

尿路结石，肾炎，肾病，肾囊肿，肾积水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

C. 反复返酸，嗳气，恶心，腹胀，腹痛，便秘，腹泻，呕血，黑便，便血，黄疸，吞咽困难，溃

疡，肠炎，胃病，疝气，直肠疾病，乙肝病毒携带，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或其他消化

系统疾病？

D. 心悸，咯血，下肢水肿或静脉曲张，胸部不适或胸闷，晕厥，风湿热或心脏杂音，心律不齐，

心肌炎，心血管疾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中风，脑缺血，动脉瘤，冠心病，高血压，高血

脂，或其他循环系统疾病？

E. 头昏，皮下出血，紫癜，骨痛，贫血或其他血液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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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节炎，痛风，腰背痛持续超过30天，颈椎病，腰椎病，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肢体或

脊柱缺损、畸形或功能障碍，股骨头坏死，肌肉萎缩，肌无力，系统性红斑狼疮，神经损害或其

他肌肉骨骼／关节疾病？

G. 多汗，多饮，多尿，双手震颤，绝经前女性闭经，高血糖，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脑垂体疾

病，或其他代谢和内分泌系统疾病？

H. 头昏，眩晕，晕厥，记忆力减退，意识障碍，震颤，抽搐，惊厥，瘫痪，感觉异常，癫痫，失

去知觉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I. 前列腺疾病，乳腺痛，乳腺炎，月经明显异常（闭经或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异常增

大，卵巢囊肿，不孕不育，或其他男／女性生殖系统疾病？

J. 癌症，瘤或肿块，息肉，囊肿，结节，包块，腺体、淋巴结或器官增生肿大，皮肤疾病，乳房

异常增生或其他相关的疾病？

K. HIV 病毒感染，艾滋病，艾滋相关综合征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传染病或性病？

L. 酗酒，吸毒，药物滥用，精神/神经、行为、情感或饮食障碍？

M. 白内障、青光眼、失明或其他眼疾患；听力损失；任何耳鼻喉疾患？

N. 智能障碍，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职业病，基因缺陷，家族病史？

8、适用于16岁以上女性：是否目前在妊娠过程中？

9、适用于2周岁（含）以下未成年人：是否出生时体重低于2.5公斤，或有早产、窒息或缺氧史、

发育迟缓、畸形、智力障碍、听力障碍、脑瘫、反复发热/气喘/腹泻、遗传或先天性疾病？

10、以下情况可作为例外事项，仍符合投保条件：

（一）针对以上第1条“住院或手术历史”，如满足以下情况且已痊愈出院则为例外事项，仍可进

行投保：

（1）分娩（包括顺产、剖腹产）且无其它并发症；

（2）急性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鼻炎、咽炎、感冒、支气管炎或肺炎等），无其他并发症；

（3）急性胃肠炎、急性阑尾炎；治愈且无其他并发症；

（4）因胆结石、胆囊息肉、脂肪瘤、血管瘤、甲状腺囊肿/结节或乳腺囊肿/结节等疾病手术治

疗，病理结果为良性，且未复发；

（5）慢性胆囊炎经治疗后2年内未复发；

（6）因意外住院在5天以内且已痊愈，无后遗症或器官缺损。

（二）针对以上第2条“健康检查异常”，如满足以下情况，则为例外事项，仍可进行投保：

（1）轻度脂肪肝：腹部B超提示为轻度脂肪肝且肝功能正常；且无其他检查异常

（2）轻度血脂高：甘油三脂< 2mmol/L且总胆固醇< 5.17 mmol/L且低密度脂蛋白< 2.6mmol/L；

且无其他检查异常

（3）单次体检血压升高，且BP< 145/80mmHg,未诊断高血压，无其他检查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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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病毒性感冒或其他急性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一过性血常规检查异常。

被保险人 证件号 告知结果

测试 310101200201126090 ■部分为是      □全部为否

智能核保问卷

客户：测试 （证件号：310101200201126090） 于2021-02-06 为测试（证件号：

310101200201126090）投保我司产品：安盛天平卓越馨选医疗保险普通版计划一（保单号：

21010000H17210000363），并通过我司智能核保系统进行健康告知，告知路径如下：

疾病一：甲状腺结节

问题一：是否经穿刺活检或已手术切除？    回答：否

问题二：是否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甲状腺结节”发现时间不足1年、结节直径≥1CM、同位素扫

描为“冷结节”、TI-RADS分级2级以上、医生建议进一步检查或治疗、结节有增大或怀疑恶性可

能、确诊为恶性病变？    回答：否

智能核保结论：通过

根据健康问卷结果，对被保险人测试以下疾病不承担赔付责任。

(1)甲状腺疾病及其并发症和后遗症不承担赔付责任。

保险人（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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