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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绿通服务手册 

特别说明： 

1、本公司联合健康服务合作供应商好人生向《长生长生福优加重大疾

病保险》被保险人（以每份保单的被保险人证件号为准）提供重疾绿

通服务。 

2、每位被保险人的重疾绿通服务自保单生效且过犹豫期后开通，期限

为一年。电话医生服务不设等待期；无忧特需、专家门诊协调（重疾

版）、安心住院协调（重疾版）两项服务随保险合同一致设有等待期为

90天。（等待期同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每一保险费应付日起，若投保人

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费交费期内（含宽限期）完成续期保费交纳，

则本手册约定的重疾绿通服务期限延长一年。若保险合同提前解除则

重疾绿通服务随之终止。重疾绿通顺延次数以10次为限。 

3、重疾绿通服务内容包括：电话医生、无忧特需、专家门诊协调（重

疾版）、安心住院协调（重疾版）。若客户需要本手册约定服务内容，

可直接拨打好人生全国健康专线400-620-1800。重疾绿通服务所产生

相关医疗费用（如挂号费、治疗费、检查费、床位费等）需由客户本

人承担。若应客户本人原因放弃预约或未能准时就医，本公司将默认

客户已享受了相应的预约或安排的服务事项。 

4、请您使用前阅读本服务手册；服务手册内容包括：特别说明、附件

一《服务内容》、附件二《服务流程明细》、附件三《服务网络明细表》

组成。 

5、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对此保留最终解释权，有权对健康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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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范围、实施细则等进行更新调整，调整后提供服务不低于现有服

务内容。 

 

 

附件一：《服务内容》 

序号 健保云服务项目 
服务频

次 
服务内容 

1 电话医生 不限次 
饮食、养生、用药、疾病、预防等生理相关问题，

限客户本人使用，不可代问。 

2 
无忧特需、专家门诊

协调（重疾版） 

1 次/人

/年 

客户指定附件三中三甲医院、科室，好人生安排

特需、专家门诊，5 个工作日协调就医，含陪诊 

3 
安心住院协调（重疾

版） 

1 次/人

/年 

根据客户出具的入院通知单好人生安排附件三中

三甲医院住院，10 个工作日协调入院，含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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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服务流程明细》 

一、 电话医生 

【服务条款】由好人生健康管理专家提供健康热线咨询服务，为客户解答饮食、养生、运动、

疾病防治、就医、用药、康复等方面的健康困惑，并提供生活方式改善建议、疾病预防常识

等健康知识。 

【服务流程】 

1.客户拨打好人生全国健康专线 400-620-1800, 服务时间：7×24，法定春节假期除外。

20:00-8:00仅处理紧急状况。 

2. 好人生客服专员客户确认基本信息，初步了解客户咨询的问题。 

3. 好人生客服专员为客户选择适合的健康管理专家即时进行转接。 

4.健康管理专家就客户的咨询进行解答。 

5.如遇专家坐席全部繁忙，由好人生客服专员回电客户并确保在 0.5小时内转接健康管理专

家进行解答。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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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健康管理专家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且超过十年临床经

验的主治医师级别以上资质。 

 

  

二、特需、专家门诊协调 

【服务条款】当客户患有或怀疑患有重疾需就医时，可拨打好人生全国健康专线，由客服专

员判断其目前的健康状况并提出就医建议，好人生优选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门诊服务，避免

重复就医及延误诊断。 

【服务流程】 

1.客户提前 5个工作日拨打好人生全国健康专线 400-620-1800进行预约，服务时间 8：00-20：

00，春节法定假期不提供服务。 

2.客服专员了解客户的疾病情况及客户需求，确认客户的个人信息。  

3.1-2个工作日内，根据客户情况选择合适的医院并与客户电话确认。 

4.就诊前 1日，客服专员致电客户确认就诊当日导医服务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5.就诊当日，客服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客户须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前往医

院指定地点挂号就诊。客服专员会全程陪同客户完成就诊的过程。 

【注意事项】 

1.客户在申请服务时需提供国内二甲以上医院怀疑患有相关疾病的病历。 

2.好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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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由于就诊专家停诊、出差、出国等特殊情况导致服务不能按时提供，好人生及时告知客

户后免责。 

4.该服务不适用于产科、急诊科及医技科室,如超声诊断科，影像科等。 

5.部分地区的部分医院在协调预约就诊时可能需要客户提供相关证件原件，如由于客户不愿

意提供相关证件令好人生无法协调门诊，好人生不承担相应责任。 

6.该服务不可指定专家，但好人生保证门诊医生是副主任以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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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务等待期与对应重疾保险合同的等待期相同，重疾列表与对应保险合同的重疾列表相同。 

8.该服务无忧版客户可指定医院，安心版由好人生推荐医院。 

 

三、住院、手术协调 

【服务条款】当客户患有或怀疑患有重疾需至心仪的好人生国内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住院或

手术时，好人生根据客户的选择（仅无忧住院协调），为客户协调安排好人生服务网络内医

疗机构进行住院或手术治疗。 

【服务流程】 

1.客户拨打好人生全国健康专线 400-620-1800进行服务申请，服务时间 8：00-20：00，春节

法定假期不提供服务。 

2.客服专员确认客户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并了解客户相关病情信息（包括初步诊断，是

否有入院通知单等） 

 有好人生国内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入院通知单： 

3.8-10个工作日内，好人生为客户协调该院安排住院。 

4.入院前 1日，客服专员致电客户确认入院当日导医服务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5.入院当日，客服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客户须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前往医

院指定地点办理入院手续。 

 无好人生国内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入院通知单： 

3.好人生提供服务网络内 2-3家国内三甲医院供客户选择。 

4.5个工作日内，好人生为客户协调选定医院的专家门诊进行就诊。 

5.就诊前 1日，客服专员致电客户确认就诊当日导医服务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6.就诊当日，客服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客户须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前往医

院指定地点挂号就诊。 

7.就诊后，如主诊专家开具入院通知单，8-10个工作日内好人生为客户协调该院安排住院。 

8.入院前 1日，客服专员致电客户确认入院当日导医服务的等候地点，时间等细节。 

9.入院当日，客服专员在约定地点等候客户提供导医服务；客户须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前往医

院指定地点办理入院手续。 

【注意事项】 

1.客户在申请服务时需提供国内二甲以上医院怀疑患有相关疾病的病历。 

2.如由于客户患有传染性疾病而致国内综合性三甲医院不能收治入院，好人生免责。 

3.好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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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就诊医院主诊医生判断客户无入院或手术指征，好人生不再安排该服务。 

5.该服务不可指定专家。 

6.如客户要求医院的床位紧张，好人生可为客户调剂至同级别国内三甲医院提供该服务。 

7.客户入院后与医院产生的医疗问题或纠纷，好人生不再予以协调并免责。 

8.客户要求入院的医院如遇以下任一情形，将按照无入院通知单的情况进行安排：a）未开具

入院通知单；b）开具的入院通知单非客户要求入院的医院；c）要求入院的医院不在好人生

网络医院内。 

9. 服务等待期与对应重疾保险合同的等待期相同，重疾列表与对应保险合同的重疾列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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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该服务无忧版“无好人生国内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入院通知单”含“特需、专家门诊协调”

免费服务一次。安心版“无好人生国内服务网络内医疗机构入院通知单”不含“特需、专家

门诊协调”服务，若客户使用该服务需同时付费使用“特需、专家门诊协调”服务。 

 

附件三：《服务网络明细表》 

门诊、 住院协调医院列表 

地区 城市 医院名称 

上海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分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北京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大学附属北医六院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天坛医院 

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阜外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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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复兴医院 

北京宣武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门诊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医院 

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 

广东 

 

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口腔医院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市脑科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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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州市中医院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深圳平乐骨科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 

深圳市眼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浙江省口腔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波 宁波第一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京市中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南京皮肤病研究所） 

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分院 

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 

四川 成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 盛京医院 

山东 
济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青岛 青岛市中心医院 

河南 郑州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福建 福州 
福建协和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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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 湖北省人民医院  

湖南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第三医院 

重庆 重庆 重庆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