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关爱增值服务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您

在得到我们提供的保障的同时，还将享有下表所述的“健康关爱增值服务”，且无需为此项服务额外支付

任何费用。如有疑问，请致电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18。

特别提示：本告知书中的增值服务仅适用保险期间起始日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含）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含）之间的保单。

一、您享受的“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具体如下：

服务项目 服务描述 使用条件

健康资讯 提供医学科普文章及短视频等以供随时查阅。 不限疾病，不限次数

智能 AI 问诊

提供智能 AI自诊服务，满足包括症状自诊、就诊建议等在内的各种

日常健康需求，海量知识与数据搭建的医学知识图谱支撑，涵盖 35

个科室，超过 6000 种常见疾病，在线提交需求、填写症状、回答问

题，获得 AI即时提供的问诊咨询。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用药管家

提供 AI用药咨询、用药提醒、用药指导和拍药识方服务，自动辨识

并提供相关使用信息和注意事项，提供常见疾病的用药建议以及相

关药品的使用指导和注意事项解决各种日常用药问题。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在线药房
提供在线药品购买及线下送药上门服务，可开具非处方药以及符合

政策法规的处方药药方，并享受平台专属 95折优惠。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MBTI 性格测评

著名权威性格测评，通过问卷选择回答的方式，反应出测试者对待

选择的心理活动和规律，推断出性格特质。测试时间 10分钟，兼具

专业与实用性。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精神心理测评
提供权威的精神、心理量表，用于焦虑、抑郁、人格等精神心理相

关的测评。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儿童生长发育测评

采用国际最新权威标准，针对 0-18 岁未成年人提供各项发育标准及

趋势评估，生成测评报告，并针对性给出个性化建议，提供生长发

育、运动发育、语言发育、儿童早期发展评估等四个评估项目。

限被保险人本人或未

成年子女，生长发育

评测 0-18 岁；运动发

育评测 0-5 岁；语言

发育评测 0-3 岁；儿

童早期发展评估 15

天-6 岁，不限次数

脑健康测评普适版

通过 3个 1分钟的小游戏进行大脑功能评分及与同龄人差距；测试

结果涵盖计算力、执行力、抽象力、视知觉、专注力、注意力；支

持转发分享，全年龄段适用，尤其关注中老年群体脑健康。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脑健康测评专业版

通过运用语音识别来对用户的记忆力，执行力，注意力，视知觉，

语言能力等多维度综合评估，能快速全面检测用户的脑健康风险程

度和范围。本测评仅需要 7分钟即可了解自己的脑健康状况，并可

在线获取详细的脑健康评估报告。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 2

位家属；限 1次/半年

脑功能训练

根据脑健康测评结果为用户定制 21天阶段性的训练课程，并由权威

专家进行科学的课程内容指导，通过学习+任务双结合的模式，提高

用户的脑健康水平。训练主要围绕大关节激活、小关节激活、饮食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 2

位家属；不限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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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展开。课程通过语音交互、手势交互等智

能化方式，围绕视听训练，休闲训练，执行训练，知识训练，语言

训练等模块，提升用户自律训练以及用户粘性，并有效改善其认知

能力和综合健康水平，提高记忆健康。

快速问诊

由全科医生提供在线咨询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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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内回复咨询意见，24 小时内不限次

提问。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全科医生咨询

由家庭医生（全科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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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咨询、OTC 常用药品用药指

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病管理、重症专业分诊、术后康复知

识咨询等；提供多家供应商背靠背回复。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视频医生

提供全科医生视频问诊，包括日常疾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

7*24 小时服务，全年无休，1分钟接通，支持视频问诊中邀请三方

通话，实现【2医对 1患】，【2患对 1医】服务。问诊后医生根据合

理且必须原则开具 OTC 及处方药品，并提供电子病历及处方（或用

药建议），安排药品配送。（服务不包含药品费及运费）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 3

位家属；不限疾病，

不限次数

导医导诊（含陪诊）
提供国内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的门诊预约，并在就诊当天提

供专人陪诊。

限被保险人本人；不

指定医院及专家；限

定恶性肿瘤；限 1 次/

年

名医二诊

在线选择国内顶尖科室副主任以上专家，提交病历及检查资料，专

家电话回拨进行问诊，并在 24 小时内出具二次诊断报告；客户在清

单范围内自选相应科室顶级医院的在职权威专家。

限被保险人本人；不

指定医院，不指定专

家；不限疾病，需二

甲以上医院确诊；限 2

次/年

住院费用垫付

专属服务人员在医院现场提供住院费用垫付服务，协助办理入院、

出院等手续并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垫付费用不与理赔拒付结论冲

突。

限被保险人本人；不

限疾病，垫付范围是

超过免赔额后最高可

申请垫付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不限次数

防癌测评 (精简版)

提供简洁防癌快速测评问卷，涵盖肺癌、肝癌、胃癌、肠癌、食管

癌、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十大癌症的风

险测评，快速输出风险级别与防癌小建议。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癌症咨询及就医协助

包含“肿瘤咨询”、“就医协助”两项内容，“肿瘤咨询”包含病历整

理、报告解读、治疗建议/用药指导及营养支持方案意见、后期跟

踪，由专业医学服务团队为被保险人提供以图文在线肿瘤医学健康

咨询交流服务；“就医协助”指协助患者对接其病情对应领域的三甲

医院医生专家资源之服务，不包含陪诊服务。

限被保险人本人；限

诊断或者疑似诊断恶

性肿瘤者；肿瘤咨询

不限次数，就医协助

限 5次/年

中医名医问诊

本服务由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中医医生提供在线诊疗服务；

精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五个中医资源集中城市的公立

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中医专家网络；通过上传图片和文字描述病

情，进行中医诊断，并在线开具中医处方，快递送药到家（服务不

包含药品费及运费）。

限被保险人本人；不

限疾病，限 6次/年

中医预约加号

提供全国覆盖的中医门诊预约服务，可预约加号的三级医院网络近

700 家，其中三甲医院近 500 家；开通加号的中医医生 5000 多名，

其中副主任及以上的医生有近 3000 名。客户自行选择拟看诊医生，

持服务商预约加号专属短信，即可向医生申请中医门诊加号。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可指

定医院，限预约平台

可选专家；不限次数

按方开药

通过上传在线下医疗机构一个月之内开具的中医处方，由服务商平

台审核处方并严选三甲医院指定药材供货商，进行线上开药，线下

配送（服务不包含药品费及运费）。

限被保险人本人及家

属；不限疾病，不限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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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使用条件中的“限定恶性肿瘤”是指被保险人初步诊断或确诊患有保险条款中所定义的恶性肿

瘤——轻度或恶性肿瘤——重度。

2.各项服务的详细内容、服务时效、注意事项等，以服务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介绍为准，介绍内容

视同为本服务告知书的一部分。

3.使用条件中的次数限定，均指本保单年度内的次数，该次数每保单年度更新，但未使用的次数不

可累计进入下一保单年度。

4.超过服务标准的额外服务内容、服务平台上展示的其他服务项目，均可以按照低于市场价的优惠

价格自费采购使用，提交申请后服务商会与您直接协商自费服务的内容、标准及费用，本公司对您与服

务商协商的内容不承担责任。

二、“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有效期

自您的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后，“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开始生效，该服务有效期为一年；

若您所购买的“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失效或终止，则增值服务自动终止；如有服务内

容或期限变动，本公司将提前告知您。

三、您如何获取各项服务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艾涞博健康服务”，或扫描右侧平台二维码：

按照下面您的用户名登录，通过在线申请方式为您及您的家人获取各项

服务。首次登录服务平台请选择“首次激活”登录页面。

用户名：保单号码 初始密码：666666（请在登陆后修改密码）

四、其它需要您留意的事项

（一）“健康关爱增值服务”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别为

投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的被保险人提供的在保险合

同约定以外的增值服务，此增值服务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在服

务有效期内调整或终止“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权利；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提供“健康

关爱增值服务”，我们将在公司官方网站及时公告。

（二）各项服务均有相应的使用条件，您可以通过健康关爱专属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询您能免费使用

的各项服务，在满足使用条件时可申请使用。

（三）在使用各项就医服务过程中，如被保险人不能按时赴约，需要提前 24 小时通知服务公司取消

国医养生健康管理方案

由专业医生团队，帮助建立科学、专业的个性化健康促进养生管理

方案，通过 28天时间，全程指导陪伴，从作息、饮食、环境，心理

等维度建立养生观念及行为。

限被保险人本人；不

限疾病，管理周期内

评估方案 1 次，跟踪

回访 4 次，其他管理

服务不限次数

康复指导

针对各类疾病提供专业的康复咨询、病情评估及康复指导服务，由

专业康复师进行在线一对一指导，提供科学的康复方案并进行训练

指导。

限被保险人本人；限

定恶性肿瘤住院或术

后；限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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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否则视为已经使用该项服务。

（四）被保险人有提供完整真实病历资料的义务，本公司及服务公司对相关资料和信息负有保密的责

任。

（五）本增值服务所提供的任何医学建议仅具有参考价值，被保险人拥有采纳或不采纳的最终决定权；

同时，是否允许使用服务及医学专家的建议均不能作为同意理赔或拒绝理赔的依据。

（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最终解释权。

附：健康服务合作机构名单：

序号 健康服务合作机构

1 北京艾涞博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2 北京左医科技有限公司

3 叮当快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 医加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 北京启泰元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 拜斯博（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 北京和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 海南小鹿中医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9 优加健保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 上海质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 上海抚理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 华美浩联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3 冉盛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4 北京睿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 北京菁医林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特别说明：上述健康服务合作机构名单仅供参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在服务有效期内调

整上述健康服务合作机构名单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