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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

（一）公司名称

法定名称：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缩写：国联人寿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0 万

（三）注册地

无锡市县前东街 168 号

（四）成立时间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寿险公司。

（五）业务范围

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

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六）法定代表人

丁武斌

（七）客服电话及投诉电话

4008888000，9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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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简介

产品名称 国联人寿互联网爱次元恶性肿瘤-重度医疗保险

基础信息

保险期间 1 年

交费期间 一次性交清

等待期 30 日

投保年龄 出生满 28 日-65 周岁（重新投保最高 70 周岁）

保险保障表（以下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计算，单位为元）

保险责任 赔付限额 赔付比例

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金 100 万

100%

细胞免疫疗法医疗保险金 150 万

交通费用津贴保险金

1万，以 2次单程为限，以 2

人为限；

飞机票限经济舱，火车票限 2

等座或者卧铺

基因检测费用保险金 1万，以 1次给付为限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 200 万

100%；

对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的特种药

品（以购药时该特种药品属于基

本医疗保险目录内或目录外为

准），如被保险人以参加公费医

疗或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但

未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获得费用补偿

的，赔付比例为 60%

注：具体保险责任及赔付限制以保险合同相关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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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务项目简介

本产品提供的健康增值服务由北京一蜂科技有限公司整合承接，从多癌种早期筛查到远

程会诊，从基因检测到 CAR-T 就医服务、质子重离子就医服务，从特药直供到全球找药服

务。真正做到早期预防与高端医疗相结合，从筛查、治疗、药物等多层次、多维度帮助客户

早发现、早治疗，保留治愈希望，提升治愈可能。

北京一蜂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一蜂科技有限公司一蜂科技（Bee Tech)是法国再保险在中国市场的全资子公司。

基于各种数据，研究其与疾病和死亡的关联性，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何尽可能地获取多维

度数据，进而对人身保险赋能，是我们的研发方向。以国内外优势资源为依托，Bee Tech

将基于大数据研究数据和保险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建立一站式的保险风险控制引擎，为

保险公司建立健康管理服务体系，降低健康保险风险水平，特别是加快寿险消费者健康服务

和保险科技的整合链接，积极应对中国的老龄化社会，为保险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赋能。

服务项目一览表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次数

1 多癌种早筛
通过高通量测序全面覆盖 16 万+甲基化位点，仅需 10ml

静脉血，即可对六大高发癌种（肺癌、肠癌、肝癌、食管癌、

胰腺癌、卵巢癌）进行精准的早期检出，可有效提升癌症的治

愈率并降低全程医疗费用。该服务在客户满足服务使用条件

时，为其一名直系亲属提供。

1 次

2 远 程 会 诊 服 务

（国内书面单学

科会诊）

通过现有病历、临床记录、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报告等

资料，为客户提供病例整理、会诊预约、诊疗意见反馈等服务，

协助客户获得国内最顶级专家的权威的书面会诊。

1 次

3 肿瘤伴随用药基
提供肿瘤伴随用药基因检测，通过客户的组织病理切片，一次

性检测 108 个肿瘤相关基因，以指导临床医生制定靶向药精

准用药方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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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检测

4 CAR-T 就医
客户在服务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淋巴

瘤），并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就医，经评估适合 CAR-T

适应症，且身体状况适合 CAR-T 治疗，可申请 CAR-T 免疫治

疗就医绿通服务申请。

服务方会根据客户申请的 CAR-T 免疫治疗绿通服务，为

其预约 CAR-T 免疫治疗绿通网络范围内的医院网点（具体详

见附页），保司邮件派单至服务方提出服务申请后的 1 个工作

日内响应，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及 CAR-T 评估可临床使用信息

后的 3-7 个工作日安排 CAR-T 免疫治疗门诊绿通。

1 次

5 质子重离子服务
为客户提供专家门诊及多学科综合诊疗（MDT），评估其

是否适合质子重离子治疗，若适合，，提供放疗计划制定（CT

模拟定位，根据勾画范围设定计量，设计完成个性化放疗计

划）、质量控制（对假人模型进行实际照射，测量/验证实际照

射的剂量）以及质子重离子治疗协助。

1 次

6 特药服务
保险公司负责客户报案及理赔材料收集，出具最终理赔结

论及理赔通知书，服务方负责提供中间服务的节点内容包括：

特药理赔客户首访、用药合理性审核、特药理赔理算。

多次

7 海南博鳌全球特

药服务

为客户安排海南博鳌乐城就医服务，提供海外药品，海南

博鳌乐城就医服务，提供海外药品，获取全球最好医药资源。

提供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专家门诊就医服务，过

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客户自行承担。

1 次

说明：上述服务赠送 1 年，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服务，途中如退保则服务取消。

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

客服热线： 010-85630976

四、 服务项目--多癌种早筛服务

（一）服务内容

通过高通量测序全面覆盖 16 万+甲基化位点，仅需 10ml 静脉血，即可对六大高发癌种（肺癌、肠癌、

肝癌、食管癌、胰腺癌、卵巢癌）进行精准的早期检出，可有效提升癌症的治愈率并降低全程医疗费用。

该服务在客户满足服务使用条件时，为其一名直系亲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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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流程

1、客户提交肿瘤早筛的申请，保司客服在收到使用申请后 24 小时内与申请方确认使

用资格；

2、经保司审核客户资质及符合保险保障范围后，通过线上系统或邮件形式将客户的信

息发送至服务方；

3、服务方针对客户详细介绍服务的内容、流程、价值，并解答客户对于服务资源和流

程方面的问题，协助客户签署服务相关文件和收集病历等资料，并在 12 小时内电话联系客

户确认期望的采血时间和采血方式；

4、客户可选择三种采血方式，(前往线下医疗机构、前往线下体检机构、护士上门采血) ，

样本完成采集后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和纸质版本的检测报告；

5、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客户，服务方客服会在报告出具后 24 小时内联系客户预约医学

团队报告解读，并在报告解读后 48 小时内再次联系客户确定其意向的影像学时间并为其预

约影像学复核（费用由服务方承担）；

6、影像学复核为阳性的客户，服务方客服会在 48 小时内为客户提供就医绿色通道指

引及服务；

7、服务结束。

（三）服务标准

a. 服务时效： 48 小时内响应全国样本采集需求（省会城市 24 小时内），并由专属病

案经理提供全程一对一服务，协助投保人或被保人完成病情沟通、样本送检、报告解读等服

务环节。

b. 启动条件：被保险人在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首次确诊恶性肿瘤（具体以保单载明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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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待期：30 天

d. 服务次数：1 次

e. 有效期：服务有效期自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共计一年。途中如退保则服

务取消。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

五、 服务项目--远程会诊服务

（一）服务内容

通过现有病历、临床记录、影像资料、实验室检验报告等资料，为患者提供病例整理、

会诊预约、诊疗意见反馈等服务，协助客户获得国内最顶级专家的权威的书面会诊，加之国

内强势医疗资源的后续配合治疗，全面提升客户会诊效果。

（二）服务流程

1. 客户提交服务申请，保司客服在收到使用申请后 24 小时内与申请方确认使用资格；

2. 经保司审核客户资质及符合保险保障范围后，将客户的信息发送至服务方指定邮箱；

3. 服务方收到邮件后，安排医学顾问与客户联系，并根据以下步骤开展服务：

1) 前期咨询：医学顾问（医学博士级别）为客户解答疑问，确认会诊需求；

2) 收集资料：医学顾问为客户收集病历资料，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件证明、二级及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恶性肿瘤诊断证明，门急诊、住院病历资料、病理诊断报告、

血液检查报告、核磁或内镜等特殊检查报告、影像检查：胶片或 DICOM 格式资料以

及其他重疾确诊的相关资料等，同时提醒客户准备会诊需要解决的问题 1-3 个；

3) 整理资料：医学顾问根据医院要求为客户整理病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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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资料：通过官方账号提交病历资料，保障客户资料安全，保护客户隐私；

5) 会诊预约：预约专家，由专家根据收集的病历资料提供书面会诊报告；

6) 会诊总结：会诊结束，服务方提交书面会诊报告并送达客户；

7) 后续跟进：协调后期国内就医安排；

（三）服务标准

a. 启动条件: 被保险人在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经中国大陆二级以上（含二级）公

立医院专科医生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并能提供相应的病历、影像报告

及病理检查报告的，可申请远程会诊服务。

b. 服务时效: 资料收集完整后国内会诊 7-15 个工作日内安排完成会诊。

c. 等待期: 30 天

d. 服务次数: 服务期限内，每位被保险人仅限服务一次

e. 有效期:服务有效期自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共计一年。途中如退保则服务

取消。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

f. 其它部分: 会诊如需被保险人主治医生参与的，需自行联系其主治医生参与会诊。

如被保险人服务期内有效服务次数已经用完，还需再次使用该服务，则需经保险公司同

意后，依据产品市场价格自行购买服务。

六、 服务项目--肿瘤伴随用药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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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提供肿瘤伴随用药基因检测，通过客户的组织病理切片，一次性检测 108 个肿瘤相

关基因，以指导临床医生制定靶向药精准用药方案。

（二）服务流程

1、客户出险后，由客户或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向保险人提交恶性肿瘤基因检测申

请；

2、经保司审核申请人资质及符合保险保障范围后，将申请人的信息发送至服务

方指定邮箱，服务方会针对申请人沟通了解客户的病情状态，同时会基于客户实际情况

评估进行基因检测的最佳时间点以及选择的样本类型；

3、服务方负责人向申请人详细介绍服务的内容、流程、价值，并解答申请人对

于服务资源和流程方面的问题，协助申请人签署服务相关文件和收集病历等资料，并确

认收取样本地址和取样时间；

4、服务方会安排工作人员收取样本安排基因检测，并出具正规医学检验所资质

的检测报告；

5、服务方安排面向申请人及客户主治医生的报告解读，全面解析检测结果中包

含的可能治疗机会，协助客户主治医生制订治疗方案。

（三）服务标准

1、服务时效： 48 小时内响应全国样本采集需求（省会城市 24 小时内），并由专属病

案经理提供全程一对一服务，协助投保人或被保人完成病情沟通、3 个工作日内样本采集、

样本送检、15 个工作日出具报告、报告解读等服务环节。

2、启动条件：被保险人在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首次确诊恶性肿瘤（具体以保单载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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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等待期：30 天

4、服务次数：1 次

5、有效期：服务有效期自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共计一年。途中如退保则服

务取消。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若被保险人在服务有效期内确诊，则

自确诊后 1 年内，该服务不因保险期间结束而终止服务。

七、 服务项目-- CAR-T 就医流程

（一）服务内容

客户在服务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淋巴瘤），并在二级以上（含二级）

公立医院就医，经评估适合 CAR-T 适应症，且身体状况适合 CAR-T 治疗，可申请 CAR-T

免疫治疗就医绿通服务申请。

服务方会根据客户申请的 CAR-T 免疫治疗绿通服务，为其预约 CAR-T 免疫治疗绿通

网络范围内的医院网点（具体详见附页），保司邮件派单至服务方提出服务申请后的 1 个工

作日内响应，客户提交完整资料及 CAR-T 评估可临床使用信息后的 3-7 个工作日安排

CAR-T 免疫治疗门诊绿通。

CAR-T 免疫治疗定点医疗网络目前有上海瑞金医院、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武汉同

济医院、天津肿瘤医院等 43 家医院，覆盖全国 17 个城市（具体详见附页）。

（二）服务流程

1、客户出险后向保司提交 CAR-T 就医服务申请；

2、保司通过线上系统或邮件形式将客户的信息发送至服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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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方负责人及时联系客户，收集客户病历、检查检验报告、相关授权书及申请书、

其他理赔资料等；

4、专家审核资料：医学专家审核患者资料，判断是否符合 CAR-T 免疫治疗要求；

5、审核结果反馈：如符合治疗要求，在服务网络中为客户提供 3 家医院，由客户选

择 1 家进行后续治疗，并安排 CAR-T 专家门诊绿通。如不符合治疗要求，将电话告知持

卡人说明情况；

6、CAR-T 专家门诊绿通：协助客户预约所选医院的 CAR-T 专家门诊，不限次，直至

专家给出诊疗决定， 形成治疗计划；

7、在申请人使用专家门诊就诊期间，提供全程专业医学陪诊，并协助客户在所选医院

进行后续的 CAR-T 住院治疗；

8、客户接受 CAR-T 治疗出院后 3 个月内，如客户需要，为其安排一次治疗医院专家

门诊；

9、新药临床试验入组（含 CAR-T 实体瘤临床）：患者可申请新药临床试验，试验期间

为患者提供精心筛选的新药临床试验项目信息，指导并协助用户完成临床试验入组申请。

10、服务结束。

（三）服务标准

1、服务时间：工作日 9:00-18:00（不含节假日及公休日）

2、启动条件：被保险人在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首次确诊恶性肿瘤（具体以保单载明为

准），经审核后符合 CAR-T 治疗需求；

3、服务次数：1 次

4、等待期：30 天

5、使用有效期：服务有效期自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共计一年。途中如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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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服务取消。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若被保险人在服务有效期内确诊

并经医生审核可以使用 CAR-T，则提供完整服务，不因保险期间结束而终止服务。

八、 服务项目--质子重离子服务流程

（一）服务内容

为客户提供专家门诊及多学科综合诊疗（MDT），评估确定其是否适合应接受质子

重离子治疗，若适合，提供进行放疗计划制定（CT 模拟定位，根据勾画范围设定计量，设

计完成个性化放疗计划）、质量控制（对假人模型进行实际照射，测量/验证实际照射的剂量）

以及质子重离子治疗协助。

（二）服务流程

1、客户向保司提交病历材料并发起质子重离子就医申请；

2、经保司审核客户资质及符合保险保障范围后，通过线上系统或邮件形式将客户的信

息发送至服务方；

3、服务方负责人针对客户详细介绍服务的内容、流程、价值，并解答客户对于服务资

源和流程方面的问题，协助客户签署服务相关文件和收集病历等资料。【注：上海质子重离

子医院，接诊均为副主任级别以上的专家】；

4、病历资料收集齐全后 3 个工作日预约首次专家门诊；

5、专家初步判断后，5 个工作日加急安排多学科联合会诊；

6、最终确定适用后，10 个工作日制定放疗计划；

7、客户如约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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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客户治疗出院后，医院会进行周期性的安排复诊与随访；

9、服务结束。

（三）服务标准

1、启动条件：被保险人在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首次确诊恶性肿瘤（具体以保单载明为

准）

2、服务时效：被保险人资料收集齐全后 5 个工作日完成预约

3、等待期：30 天

4、服务次数：1 次

5、有效期：服务有效期自保单过等待期的次日开始计算，共计一年。途中如退保则服

务取消。客户续保后服务延续，保单终止后服务取消。若被保险人在服务有效期内确诊并经

医生审核可以使用质子重离子治疗，则提供完整服务，不因保险期间结束而终止服务。

九、 服务项目--特药服务流程

（一）服务内容

保险公司负责客户报案及理赔材料收集，出具最终理赔结论及理赔通知书，服务方负责

提供中间服务的节点内容包括：特药理赔客户首访、用药合理性审核、特药理赔理算。

（二）服务流程

1、首访

（1）保险公司通过系统接口对接方式就已发生报案的特药理赔案件向服务方进行派单；

（2）服务方联系报案人，开展首访服务，了解患者发病经过、就医现状、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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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情况等信息（工作日 3 小时内响应，17：00 前的派单当日反馈，17：00 后第二天 9

点后联系客户并反馈）；

（3）首访完成后，对保司进行反馈。

2、回访跟进

（1）被保险人诊疗方案及用药方案明确后，指导被保险人提交理赔申请资料，并进行

用药合理性审核，审核通过的情况下，后续按月持续跟进被保险人治疗获益情况及下一次用

药时间，并协助跟进后续理赔申请。

3、用药合理性审核

（1）保险公司通过线上系统向服务方进行派单；

（2）服务方根据保险人/被保险人提供的理赔申请资料进行处方审核；

（3）审核结果在理赔资料齐备情况下，1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及意见反馈。

4、特药理赔理算

（1）服务方处方审核通过，且获得保险人授权提供理赔服务；

（2）服务方通过接口将理算后完整用药合理性审核、医疗单证信息、圆心审核结论等

信息回传保险人。

5、慈善赠药指引申请服务

（1）已获得理赔资质的客户，若用药时长符合慈善机构援助项目赠药（以下简称“援

助用药”）申请条件（具体以各慈善机构公布的药品援助条件为准），服务方会在 1 个工作

日内通知并指引被保险人进行申请材料准备，并向保司同步被保人符合赠药条件，已开始申

请慈善赠药等信息；

（2）被保险人根据服务方指引，向慈善机构提交援助用药申请。若被保险人援助用药

项目审核通过后，应及时反馈服务方，已通过慈善赠药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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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机构审核通过被保险人的申请后，将通知被保险人至慈善机构定点药房领取

赠药。被保险人成功申请援助用药后，药品由慈善机构提供，被保险人无需承担该赠药部分

药品费用。

6、病程管理服务

协助完成被保险人的病程管理服务，医药师团队将从首次接触被保险人起，每月一次通

过线上一对一为被保险人提供病程管理服务，包含治疗方案跟进、用药及不良反应的问询回

访。

（三）服务标准

1、启动条件：被保险人确诊罹患恶性肿瘤 （具体以保单载明为准）

2、观察期：30 天（和条款中等待期一致）

3、服务次数：多次

4、有效期：被保险人确诊后 1 年

十、 服务项目--海南博鳌全球特药服务流程

（一）服务内容

为被保险人安排海南博鳌乐城就医服务，提供海外药品，海南博鳌乐城就医服务，提供海外

药品，获取全球最好医药资源。提供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专家门诊就医服务，

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二）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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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报案：

客户向保险人进行报案后，由保险人进行责任初步判断，并向服务方通过接口调取服务

申请。

2、首访及初审：

接到保险人派单后（被保险人基本情况及相关理赔资料影像件），服务方收集相关病例

资料及被保险人前往指定医院（根据国家规定具备引进海外特定药品资质的医院）就医。

3、指定医院就诊：

指定医院的医生根据被保险人病情体征，评估其是否符合使用保单内海外特定药品的医

学条件，若被保险人的治疗方案涉及保单内海外特定药品，指定医院将根据国家规定政策向

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的申报流程，并在获批后，为被保险人进行海外特定药

品的治疗方案的执行。

（三）服务标准：

1、启动条件：被保险人确诊罹患恶性肿瘤 （具体以保单载明为准）

2、观察期：30 天（和条款中等待期一致）

3、服务次数：1 次

4、有效期：被保险人确诊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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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Car-T 治疗认证医院

序号 省份 城市 医院

1 北京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东院）

2 北京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西院）

3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4 福建 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广东 广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6 广东 广州 广东省人民医院

7 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8 广东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9 广东 深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0 河南 郑州 河南省肿瘤医院

11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2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

13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本部）

14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

15 江苏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 辽宁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 辽宁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 上海 上海 高博医学（血液病）上海研究中心（闸新院区）

20 上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1 上海 上海 上海市同济医院

22 上海 上海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 上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4 四川 成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5 四川 成都 四川省肿瘤医院

26 天津 天津 天津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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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天津 天津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28 天津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9 天津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 浙江 杭州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31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2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3 浙江 温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4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5 重庆 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36 重庆 重庆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