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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保险VIP客户服务手册

“邮”你“邮”我   国内外尽享安康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扫码关注【我的中邮保险】,开启健康服务



目录暖心守护您和家人健康

更专业 在线医生三年以上从业资质，全国顶尖专家权威领衔

更专业
最短时间内撬动海内外一流医疗资源，专业
陪诊保驾护航，咨询+就医安排全流程健康服务，
一站式尊享体验

更全面 时刻守护家人健康，365天随时随地咨询

更权威 汇聚顶级医疗资源，专注领域服务，守护千万家庭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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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保险充分依托邮政网络和资源，以"服务基
层、服务三农"为己任，坚持专业化与特色化并举的原
则，以小额保险为切入点，以促进城乡保险业均衡发
展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一个体系现代化、服务大众化、
管理规范化，政府满意、监管放心、百姓欢迎的新型高
效商业保险公司，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保险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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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问诊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专区-健康服务”菜单页面，
或打开“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专科
医生图文咨询，进入服务页面。

申请预约

为每位客户提供18个精选科室三甲医院专家图文咨询健康服务。
服务权益

利用专科医生的临床优势，为客户提供系统、针对性的健康咨询服务。
服务内容

① 在客户于每日8：00-20：00之间提出咨询问题后的5小时内回复；
② 服务医生由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领衔，团队人员均具备
三年及以上行医资历。

服务说明

图文问诊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专区-健康服务”菜单页面，
或打开“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家庭
医生图文咨询，进入服务页面。

申请预约

为每位客户提供家庭医生在线咨询服务，全年不限次数。
服务权益

为客户提供日常健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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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内容

① 服务时间每日08：00-22：00，15分钟之内回复；22:00-08:00为非服务
期间，医生将在次日09:00前回复；
② 家庭医生均具备三年及以上行医资历。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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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问诊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视频医生

服务”，进入服务页面，启动服务。

申请预约

为每位客户提供7*24小时全科医生问诊服务。
服务权益

通过视频方式为客户提供每周7*24小时日常健康咨询服务。咨询内容
包含：全部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咨询，如疾病饮食调节、亚健康咨询、OTC
等常用药品的用药指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病管理、重症专业分
诊、术后康复护理知识咨询等。

服务内容

① 7*24小时提供实时视频医生咨询，平均1分钟内接听，每次通话时长
不超过10分钟；
② 视频医生均具备有效医师资格证。

服务说明

电话问诊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私人电话

医生服务”，进入服务页面，拨打服务电话。

① 直接拨打400-012-3255电话医生咨询热线，根据语音提示选择
“按1，身份证号”或“按2，其他证件号”完成权益识别，验证会员权益通过

后即可向医生进行咨询；

申请预约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为客户提供7*24小时私人医生电话咨询服务。
服务权益

通过电话方式为客户提供每周7*24小时日常健康咨询服务。咨询内容
包含：全部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咨询，如疾病饮食调节、亚健康咨询、OTC
等常用药品的用药指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病管理、重症专业分
诊、术后康复护理知识咨询等。

服务内容

① 7*24小时提供实时电话医生咨询，平均1分钟内接听，每次通话时长
不超过10分钟；
② 电话医生均具备有效医师资格证。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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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约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① 拨打400-807-9096，根据语音提示按1，再按3，接通后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后即可申请服务；

申请预约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专区-健康服务”菜单页面，
或打开“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专家
预约，进入申请预约页面。

① 针对发生重大疾病的客户，提供三甲医院专家预约服务。
② 每位客户每年可使用一次。

服务权益

① 根据临床病症，结合对就诊时间及医院的需求，提供就诊建议，预约最
适合的医院、科室及专家；
② 服务资格经审核后的5个工作日内安排门诊就诊。

服务内容

① 客户门诊预约挂号过程中，在医院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医事服
务费（挂号费）、检查费、药品费、治疗费、床位费、手术费等，需客户自行
承担；门诊预约挂号日期确定前，可取消就诊服务，权益不受影响；
② 门诊预约挂号日期确定后取消，则视为放弃该权益，不提供二次服务。

服务说明

住院预约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① 拨打400-807-9096，根据语音提示按1，再按3，接通后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后即可申请服务；

申请预约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住院预约”，

进入申请预约页面。

② 每位客户每年可使用一次。
① 针对发生重大疾病的客户，提供三甲医院住院/手术预约安排。

服务权益

① 根据客户临床病症，结合客户对住院/手术需求，协助客户开住院/手术单
（先预约挂号对应专家），为客户协调住院/手术，并及时告知客户协调结果；

② 服务资格经审核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安排住院。

服务内容

① 客户住院/手术过程中，在医院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医事服务费
（挂号费）、检查费、药品费、治疗费、床位费、手术费等，需客户自行承担；

② 住院/手术日期确定前，可取消就诊服务，权益不受影响；住院/手术日期
确定后取消，则视为放弃该权益，不提供二次服务。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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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二次诊疗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① 拨打400-807-9096，根据语音提示按1，再按3，接通后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后即可申请服务；

申请预约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国内二次诊

疗”，进入申请预约页面。

① 提供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名医专家，根据病情、诊断结果和现有治疗方案
出具诊疗意见，并在咨询结束后将诊疗意见整理成方案报告后，反馈书
面报告；
② 服务资格经审核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国内二次诊疗。

服务内容

① 咨询内容仅供客户参考，不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② 诊疗专家预约成功前，可取消诊疗服务，权益不受影响；诊疗专家预约
成功后取消，则视为放弃该权益，不提供二次服务。

服务说明

健康助理陪诊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① 拨打400-807-9096，根据语音提示按1，再按3，接通后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后即可申请服务；

申请预约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专业陪诊”，

进入申请预约页面。

专业医学健康助理一对一陪同就诊，协助办理挂号、取号、取报告，提供
当次门诊或住院就诊的全程专业医护陪诊，手术/住院的陪诊协助办理
完成所有住院手续。

服务内容

① 就诊前一日，健康助理通过约定的方式提醒就诊事宜；
② 该项服务可单独选择，也可与专家预约或住院预约同时申请使用。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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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申请专家预约、住院预约的客户，可提供陪诊权益。
服务权益

② 每位客户每年可使用一次。

① 针对发生重大疾病的客户，提供国内三甲医院二次诊疗服务。
服务权益

② 每位客户每年可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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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服务

黄金客户  铂金客户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为已使用专家预约、住院/手术预约、国内二次诊疗、海外二次诊疗的客户
进行电话关爱随访服务，连续3个月每月提供1次15-20分钟的电话关爱随
访服务。

服务内容

海外二次诊疗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① 拨打400-807-9096，根据语音提示按1，再按3，接通后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后即可申请服务；

申请预约

 ② 打开“我的中邮保险”微信服务号，进入“健康服务”菜单页面，或打开
“中邮保险”官方APP“我的-更多-权益服务-健康服务”选择“海外二次诊

疗”，进入申请预约页面。

针对发生重大疾病的客户，提供海外专家二次诊疗服务。每位客户
每年可使用一次。

服务权益

① 推荐适合的3名海外权威专家，指定专家提供书面远程咨询服务，根据
病情、诊断结果和现有治疗方案出具诊疗意见，并在咨询结束后将诊疗
意见整理翻译成方案报告后，反馈书面报告；
②服务资格经审核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海外二次诊疗。

服务内容

① 咨询内容仅供客户参考，不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② 海外二次诊疗专家预约成功前，可取消诊疗服务，权益不受影响；海外
二次诊疗专家预约成功后取消，则视为放弃该权益，不提供二次服务。

服务说明

①随访时间将与客户协商，由客户确认时间后回访，如客户拒绝接受回访，
则视为放弃本次服务；

② 回访内容不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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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礼遇 客户等级标准

 钻石客户
服务对象

钻石客户：年交折标保费之和≥20万元
铂金客户：5万元≤年交折标保费之和< 20万元
黄金客户：2万元≤年交折标保费之和< 5万元

其中，年交折算标准保费=—年期以上新单期缴保费收入×折算系数+一年期以上新单
趸缴保费收入x0.1+一年期及以内短期险保费收入×1.0 （具体折算系数详见下表）：

说明

① 有效保单的认定标准为∶纳入保费折算的保单需处干有效状态，如保单已满期，
失效、退保、理赔终止等，则该保单不再被计入统计范围。若保单进行了投保人变更，
该保单计入新投保人折算保费中；
② 如需了解您的客户等级，请致电客服电话∶ 400-890-9999。

备注

① 本手册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以及细则以最新公布的为准，我公司有权根据需要终止
或更换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客户等级标准及实施细则；

② 以上服务项目均不作为保险合同的批注和附加内容。

提供每年1次国内近300家机场头等舱休息室、商务舱休息室、贵宾
休息室候机服务。候机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当地休息室的免费冷热饮品
小食、电视报纸杂志、无线上网、提醒登机/车、指引登机/车等服务。

服务权益

缴费年期≥10年

年缴保费
1

1年期及以下短期险

缴费年期X<10年

趸交

万能险

趸交保费

当年缴费

追缴保费

1/10

X/10

1

1/10

保单类型 保费基数 折算系数

打开专属短信中的二维码链接，前往可使用的机场贵宾休息室，
出示给现场工作人员刷卡/二维码即可申请使用。

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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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您问我答

当您到达一定等级时，即可享有相应的服务。
钻石客户∶ 私人电话医生、专家预约、住院/手术预约、国内二次诊疗、
海外二次诊疗、视频医生、贵宾礼遇、关爱服务、图文问诊、专科图文、
专业陪诊；

铂金客户∶私人电话医生、专家预约、住院/手术预约、国内二次诊疗、
视频医生、关爱服务、图文问诊、专科图文、专业陪诊；
黄金客户∶私人电话医生，专家预约、关爱服务、图文问诊、专科图文、
专业陪诊。

哪些客户有资格享受服务?

私人电话医生、视频医生、图文问诊、专科图文本人家属均可使用，
其它服务仅限您本人使用。

以上服务可以给家属使用吗?

所有健康服务均可登录“我的中邮保险”微信公众号 选择“服务专区”
菜单，点击【健康服务】板块，或进入“中邮保险”APP，点击进入“更多
服务”板块，下滑应用程序，点击“权益服务”中的【健康服务】板块，
进入服务页面申请使用服务。

方式一：在线申请

方式二：电话预约
① 私人电话医生可直接拨打400-012-3255电话医生咨询热线，根据
语音提示选择“按1，身份证号”或“按2，其他证件号”完成权益识别，
验证会员权益通过后即可向医生进行咨询；

② 专家预约、专业陪诊、住院预约、国内二次诊疗、海外二次诊疗服务
均可拨打400-807-9096服务热线，根据语音提示完成服务权益验证，
即可申请使用服务。

服务应该怎样预约?

专家预约是由健康专员为您预约好三甲医院专家后您亲自到约定
医院就诊; 重大疾病二次诊疗多数是复诊，想进一步了解权威专家
建议，在您不便亲自前往的情况下，可将既往完整检查资料等发（寄）
送给健康专员，由健康专员预约专家并携带您的检查资料等代您进
行问诊，并将完整专家建议反馈给您。

专家预约与重大疾病二次诊疗的区别都有哪些?

当您发现重大疾病，国内顶级医院权威专家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或
期望了解海外专家建议等时，您可选择重大疾病海外二次诊疗，由医
疗服务团队为您预约海外相关疾病专科最权威的专家， 由专家在详
细了解您的疾病状况后为您进行海外二次诊疗。

什么情况下推荐使用海外二次诊疗?

① 当您申请使用专家预约及住院/手术预约时，
可同时申请健康助理陪诊，我们将安排健康
助理陪同就诊，若您在日常就诊时需要健康
助理陪同协助您，也可以单独申请陪诊服务；
② 陪诊服务每年仅可申请使用一次。

陪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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