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尊荣 唯您臻享

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

Inspired by Supreme Healthcare

Taiping Shengshi Golden-Shield Group Medical Insurance

客户服务手册

Customer Service Guide

本说明书仅供了解保障计划之用，具体应以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卷首语
每一天，都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爱默生
尊敬的客户：
欢迎加入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计划！
为了保证您加入计划之后可以更加方便、有效地享有您的健康医疗保障，
我们制作了这本“太平金盾医疗客户服务手册”。如果您在阅读完这本册子
之后需要更加详细的信息，请来电或邮件联系我们。
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
客户专享服务电话：(0086) 400-820-3136
电子邮箱：tpservice@mshchina.com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峨山路91弄20号陆家嘴软件园9号楼北塔5楼东单元
邮编：200127
传真：(0086) 21-6160-0209

什么是永恒？延长了的霎那而已。因为在一个惊奇、对立、无法预期的年代，每天
醒来，我们都将面对这个略有不同的地球。
然而，
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将凭借高明的本能，
凭借成千上万的生活经历积聚而成的
意识，形成一种追随智慧的天赋。这种天赋将引领我们逃离人性加诸的种种局限，
引领我们热爱自然和健康，安全和尊重，理解和关爱，引领我们最终找到那个
栖息身体和精神的自由王国。

温馨提示：
以上联系方式十分重要，我们将其印在您的健康保险卡背面，请您务必
随身携带此健康保险卡，以便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
本说明书仅供了解保障计划之用，具体应以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健享太平慈善行动:
您购买本健康保障计划后，
中国太平将投入相当于您所支付
保费金额的千分之三，
用于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
慈善事业中。我们也会定期将相关慈善举措的实施情况与
成果，向您正式通报。

健享太平环保倡议:
关注绿色森林、关注地球生命之源、减少纸张消耗。
我们将尽最大可能采用无纸化操作。希望您以投保时提供
您的有效电子邮件地址，来支持我们环保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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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集 国 际 化 服 务 与 个 性 化 医 疗 保 障 为 一 体 ，为 企 业 精 英 度 身
打造的“健康金盾”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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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计划为我司中高端健康保险产品线品牌“健享太平”旗下的一款
产品。我们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高标准的健康保险服务，以达成“高端、
品质、珍视、健康”
的品牌内涵。

防御之器

唯您独享的尊贵服务
“太平金盾”医疗卡：
每一位客户都可以拥有一张个人专属的
“太平金盾”
医疗卡，
卡上提供了金盾医疗服务热线电话。建议您将此卡连同
身份证或护照随身携带，
便于您在紧急情况时能获得及时的
帮助。
全天候24小时事先授权热线及工作时间内医疗咨询：
我们为您设立了24小时的事先授权热线及工作时间内的
医 疗 咨 询 热 线：(0086) 400-820-3136。这 意 味 着，只 需
简单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获得最快捷、最及时的帮助。

更加广泛的医疗机构选择：
本计划的被保险人可以在如下两类医疗机构的广大范围内
选择就医：

1）所有的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
医院（包括此医院的特需住院部与特需门诊部），但不包括
主要为康复、
护理、
疗养、
戒酒、
戒毒或相关类似的医疗机构；
2）本公司指定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详见本手册第22页）

本说明书仅供了解产品之用，
具体应以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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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享受的保险利益

基本保障责任—住院医疗

2.生育医疗

4.体检保障

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
如果您因为意外或加入本保险30天后
因疾病在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住院治疗，我们将承担
相应的医疗费用。
住院医疗包括以下各项费用：
1. 床位费
2. 住院药品费
3. 手术及麻醉费
4. 住院杂项费
a) 重症监护费
b) 护理费
c) 各项检查、化验费
d) 所使用的医疗材料及消耗品的费用
e) 其他合理的住院费用

那么我们将承担
如果您的预产期是在加入本保险10个月后，
您在保险期间内在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内因该次怀孕或分娩
发生的医疗费用。但您在续保后的保险期间内怀孕，则不受
10个月期限的限制。生育医疗费用包括：
- 产前检查费用
- 分娩费用
- 产后42天内发生的检查费用
- 新生婴儿出生后7天的护理费用

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您可以自行前往体检医院进行体检，
或拨打我们的金盾医疗咨询热线(0086) 400-820-3136，
由我们来根据您的计划为您设计安排健康体检，并支付
体检费用。

注 ：保 险 保 障 请 对 照 您 的 金 盾 保 险 合 同 或 保 险 凭 证 上 所 列 的

助产士费用等不在本项保险责任范围内。

以上所有保险利益描述详见
《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
条款，并最终以我们签发的保险合同或保险凭证上列明的
内容为准。

如果您由于怀孕或分娩引发的并发症及任何原因导致终止
妊娠应属于本计划的住院或门诊的保险责任范围，
相关医疗
费用赔付以门诊或住院保险责任项下的责任限额为限。
注意事项：产前辅导课程、或家中分娩产生的费用及生产无关的

保障责任。

3.牙科医疗

可选保障责任— 门诊医疗、生育医疗、牙科
医疗、体检保障
我们的金盾保险计划提供以下几项可选的保障责任，
以确保
金盾被保险人的医疗保障得到全面满足。请对照您的金盾
保险合同或保险凭证上所列的保障责任，对照下面的责任，
以了解您的保障利益：

1.门诊医疗
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
如果您因为意外或加入本保险14天后
因疾病在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门急诊治疗，
我们将承担
相应的医疗费用，包括挂号费、诊疗费、药品费、检查费、
化验费、材料费和治疗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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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我们将承担您因下列牙科疾病治疗
及护理发生的各项医疗费用:
- 紧急牙科治疗
- 预防性治疗：每年一次洗牙、口腔常规检查
- 基础修补性治疗：补牙、牙根治疗（但不包括牙冠、嵌体和
桥式义齿）、拔牙
- 牙周疾病的治疗：牙龈炎、牙周病及其他牙龈治疗
紧急牙科治疗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直接造成的口腔
或牙齿损伤而进行的紧急治疗。
在保险期间内，
本公司承担的
紧急牙科治疗费用仅限于在发生意外事故后48小时内接受
紧急治疗以减轻被保险人疼痛的费用。
注意事项：
本项责任不包括：
任何具有美容性质的牙科治疗如陶瓷镶盖牙齿，
美白牙齿以及种植，
正畸治疗；任何牙科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贵金属材料、
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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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地区

什么是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

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计划覆盖面广泛，使您不论身处中国
何处，都可以享受我们优质的服务。

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是指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
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提供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的
医疗和护理等服务的医疗机构。

金盾保障地区涵盖
（可选择其中之一）
：

具体包括下列两类医疗机构：

1. 中国大陆地区
（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 大中华地区

1. 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
医院（包括此医院的特需住院部与特需门诊部），但不
包括主要为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相类似的
医疗机构

请根据您的保险合同或保险凭证上所列的保障地区确定您所适用的保障地区。

2. 本公司指定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具体医院信息请
详见本手册所附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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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何就医和理赔
医疗就医服务指南
付款担保就诊流程

因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的医疗费用，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投保前已罹患的既往症引起的索赔，但被保险人告知
并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承保的除外

• 人造心脏移植

• 酒精中毒、吸毒及自我伤害
• 避孕和绝育

• 近视或远视或其他眼部缺陷视力的纠正手术，但因意外
事故或在保险期间内罹患疾病导致引起的除外

• 接受定期或长期透析的慢性肾炎或肾衰竭

• 任何超过本计划规定限额的费用

• 试验性医疗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或未经证实的医疗
治疗或药物治疗

• 在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范围之外的医疗机构发生的任何费用
（因紧急情况在就近医院抢救发生的费用除外，但在病情
稳定后须转入我们指定的医院治疗）

• 任何疗养、康复治疗、美容或整容，以及非医疗必需的诊断
或治疗
• 任何职业病、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先天性畸形、
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 器官移植定位费用

住院 生育

被保险人事先通过热线电话(0086) 400-820-3136，提前48
小时通知太平金盾运营服务人员以获得医疗建议并获得理赔
和医疗费用支付的事先授权。
当发生紧急事件时，如果被保险人客观上不能与本公司取得
联系，
则被保险人或其指定的人需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
本公司。

其它除外责任请参阅《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条款及您的
保险合同。

填写授权申请表，并附上医学报告，
发送传真：
(0086) 21-6160-0209
或电子邮件：tpservice@mshchina.com
太平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将对疾病治疗意见或预期治疗费用
进行评估，并在48小时内将住院担保书传真回申请的医生
或联系人。

需要办理住院付款担保（网络医院内）

住院治疗

被保险人康复出院，
太平金盾
运营服务商与医院进行费用
结算。

如治疗过程中治疗费用等
超出事先担保范围，则需
再次进行事先授权。

太平金盾运营服务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寄送
理赔明细报告给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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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诊治疗、牙科治疗、生育门诊检查、体检的
就医理赔指南

若发生紧急事件，您客观上不能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
您或您指定的联系人需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我们。

1. 您可直接前去本公司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也可以在
就诊前拨打医疗咨询热线与我们的金盾运营服务人员
联系，获得医疗建议和咨询。

如果您未能履行以上义务，则本公司对所发生的住院费用
需承担的赔付金额将减少25%。

2. 就诊过程中，您需在治疗或检查时先行支付所有的费用。
《理赔申请表》
3. 就诊完毕后请尽快向我们理赔。您需先填写
（可从我们的网站：
http://www.tppension.com/txfw/zgdjkxfw/
，
请如实完整的填写，
包括需要主治
jdyl/default.shtml下载）
医生填写的内容，
并提供保险凭证复印件、金盾医疗卡及
您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
以及所有医疗费用的原始发票
原件和所有其他的能支持此次理赔的相关书面资料复印
件（包括X-光检查、实验测试、诊疗报告等资料），与《理
赔申请表》一同寄到我们规定的理赔申请材料邮寄地
址：中 国 上 海 浦 东 峨山路 91 弄 20 号陆家嘴软件园 9 号
楼北塔 5 楼东单元。
邮编：200127

1. 我们的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在收到您的理赔申请后进行
审核，若材料缺失，会与您沟通要求补充的缺失材料。
金盾运营服务人员进行理赔，
向您支付
2. 理赔资料齐全后，
理赔款到您指定的银行账户，并通过电子邮件将理赔
明细报告寄送给您。
您若仍有任何疑问，
可随时与我们联系。
3. 理赔过程结束，

二、住院治疗或入院分娩的就医理赔指南
1. 当您需要进行住院治疗或者入院分娩，您必须提前48小时
拨打我们的事先授权热线电话通知我们，以获得理赔和
医疗费用支付的事先授权以及医疗建议。

《事先授权申请书》
（可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2. 您需要填写
http://www.tppension.com/txfw/zgdjkxfw/jdyl/
，
default.shtml，在网络内医院就诊的可由医生协助填写）
并附上相关的医疗报告发送传真或email给我们的金盾
运营服务人员：
传真：(0086) 21-6160-0209
Email: tpservice@mshchina.com

3. 我们的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将对您的疾病治疗意见和预期
治疗费用进行评估，并在收到完备的个人身份资料信息
和医疗信息后48小时内将住院担保书传真回申请医生
或联系人，您便可以入院治疗。
a) 无需付款担保：
若您不需要申请住院付款担保，
您需要先自行支付医疗费用，
并在住院治疗结束后按照上述门诊的理赔流程进行理赔。
b) 需要付款担保：
如果您在我们规定的可以提供住院付款担保的
“金盾补充
网络医院”就医，您可以向我们申请要求提供付款担保，
我们的医疗理赔人员将在收到您的授权申请书和相关
医疗报告后，对疾病治疗意见和预期治疗费用进行评估，
我们会在收到完备的个人身份资料信息和医疗信息后48
小时内向医院发放您的费用担保，治疗结束后我们会与
医疗机构结算您的相关医疗费用。对于您及您的附属被
保险人在网络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而发生的、不属于保险
责任范围内、或在您的保险保障计划中规定应由您及您的
附属被保险人承担但网络医疗机构未向您及您的附属被保
险人收取的医疗费用。
请您在我们通知您之日起30日内，
向
我们归还相应费用。
提示：
若您没有在我们的网络医院就医，
则按照上述门诊等的流程
理赔。

（或您家人）
康复出院后，
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寄送
4. 您
理赔明细报告。

5. 若您还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医疗咨询热线电话：(0086) 400-820-3136
(法定工作日内9：00~17：30提供咨询服务)
事先授权电话：400-820-3136
(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提供授权服务)

Email: tpservice@mshchina.com
医疗咨询及理赔服务商（金盾运营服务人员）：
上海万欣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MSH China）
理赔申请材料邮寄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峨山路91弄20号陆家嘴软件园9号楼北塔5楼东单元
邮编：200127
传真：(0086) 21-616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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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赔付金额的计算示例

牙科

某企业为提升公司管理人员的医疗福利水平，
以使管理人员
更好地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决定推行公司中高层管理
人员福利计划。公司有中、高层管理人员25人，其中，高层
管理人员3人，平均年龄45岁；中层管理人员22人，平均年龄
35岁。公司计划为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能够突破社保医疗
保障并提供附加值服务的医疗保险产品，于是选择投保
《太平盛世金盾团体医疗保险》。

可选
责任

紧急牙科治疗年度赔付限额

—

2,000

赔付比例

—

100%

每年免赔额

—

0

预防性治疗年度赔付限额

—

2,000

赔付比例

—

80%

每年免赔额

—

200

基础修补治疗年度赔付限额

—

2,000

赔付比例

—

80%

每年免赔额

—

300

牙周疾病的治疗年度赔付限额

—

2,000

赔付比例

—

80%

每年体验保障限额
体检

保障区域

大陆地区

大中华地区

年度限额

200,000

500,000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保障责任
100%

800

1,200

每次手术费用赔付限额

20,000

50,000

每次其他住院费用赔付限额

30,000

80,000

床位费每日赔付限额

必选
责任

住院

800

1,200

30,000

50,000

80%

100%

0

0

检查及化验费年度赔付限额

3,000

10,000

其他门诊费用每日赔付限额

600

1,200

每次生育保障限额

—

30,000

赔付比例

—

100%

重病监护每日赔付限额
门诊年度赔付限额
赔付比例
门诊

可选
责任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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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免赔额

500

1,500

100%

100%
单位：人民币（元）

理赔案例：
100%

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门诊：

住院：

推荐就诊：投保后2个月，该公司某员工某日突感胃部疼痛，
于是拨打医疗热线电话向医疗服务人员咨询。
在了解了相关
病情后，医疗服务人员建议其去某三甲医院A就诊。

该员工胃痛加剧，
并再次前往A医院进行就诊。
经过
2个月后，
进一步诊断结果，医生建议其进行手术治疗。

经诊断，该员工患有胃炎，医院并对其进行了常规性治疗。
期间共花费医疗费用1100元，其中挂号费50元，检查及化验
费用350元，药品费500元，其他费用200元。

事先授权：在入院接受治疗的前两天，该员工通过医疗热线
告知医疗服务人员相关情况，同时客户将所有医学必须的
原始单据寄往金盾运营服务人员进行付款担保申请。
两天内
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向医院发放了付款保证。

事后理赔：
治疗结束后一周内，
该员工填写了理赔申请，
并将
身份证复印件、
医疗发票等理赔资料寄到太平养老指定
保单、
理赔地点。经审核，理赔金额共1100元。

住院治疗：此次该员工住院时间共25天，床位费1000元/天；
重 症 监 护3天，1000元/天；手 术30000元；其 他 住 院 费 用
45430元（已除去社保支付）。

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即刻向该员工支付相关理赔款项。

理赔结算：
该员工出院后，
金盾运营务人员与医院进行结算，
共 向 其 支 付25000+3000+30000+45430=103430元，该
员工自己不承担此次治疗花费。
注：以上示例仅供理解产品，具体保障利益以《太平盛世金盾团
体医疗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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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问：每次就诊，是否都需要携带“太平金盾”医疗卡？
答：
如果您在我们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内住院并且需要住院
付款担保，您需要携带
“太平金盾”医疗卡，以及您的身份证
或护照等相关证件，以便医务人员确认您的相关信息，及时
反馈信息给金盾运营服务人员，并向您发放付款担保。但是
在其他情况下的就医诊疗，
不是必须要携带金盾医疗卡的。
我们建议您就医时都带着它，这样您可以在需要时查看
上面的热线电话，并确保在紧急状况下可以联系到我们。
问：如果我的“太平金盾”医疗卡遗失了，
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不慎遗失了
“太平金盾”医疗卡，可拨打热线电话
(0086) 400-820-3136寻求帮助，我们会尽快与你的企业
经办联系，安排为您补寄一张新卡。您也可以委托您所在
企业的经办人与我们联系，为您补办新卡。

可选医疗机构的范围包括：
1）所有的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
医院（包括此医院的特需住院部与特需门诊部），但不包括
主要为康复、
护理、
疗养、
戒酒、
戒毒或相关类似的医疗机构；
2）本公司指定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详见本手册第22页）
问：我在香港出差旅游时生病能获得治疗吗？
这需要根据您已购买的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计划来确定。
答：
如果您购买的计划是承保大中华地区的，不管您是在度假
还是在出差，
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保障，
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问：谁提供付款担保和理赔服务？
答：太平养老委托上海万欣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为金盾
保险的客户提供住院付款担保及理赔资料的审核和保险金
的支付。

问：我的理赔款以何种形式收到？
答：
如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付款担保，在您住院前和康复
住院时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但不包括需要您自己承担的医疗
费用，如免赔额、自负比例部分及超过保障限额的部分等）
，
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寄送理赔明细报告。
如果您在接受
治疗时支付了费用，那么您须向我们提交一份理赔申请表，
经审核后，我们会将保险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您
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通过电子邮件将理赔明细报告寄送给您。

问：加入本计划前罹患的疾病或伤害能得到保障吗？
答：投保前罹患的疾病或伤害不能获得保障。但是，如果
投保前您已在投保申请书上就投保前罹患的疾病或伤害
向本公司如实告知，并经本公司书面同意的，是可以得到
保障的。
请参考您的保险单来确认您的保障是否包含了该项
责任。

问：如果我在香港看病支付了港币，那么我获得的理赔款
是港币吗？
答：
无论您支付医疗费用使用的是外币还是人民币，理赔款
均以人民币支付。如果您支付医疗费用使用的是外币，我们
将以医疗费用发票上载明的日期所对应的汇率，折算成
人民币后支付。

问：我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吗？
答：只要您能获得充分的、合适的治疗，您可以自由选择在
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内进行就诊治疗。如果您需要我们
帮助您查找合适的医院，
可以致电我们的医疗咨询热线电话
(0086)400-820-3136。

问：如果我丢失了保险单或金盾医疗卡，或者用完了理赔
申请表和事先授权申请表，该怎么办？
答：(1)如果您丢失了保险单或金盾医疗卡，请拨打我们的
热线电话(0086)400-820-3136，我们会尽快与你的企业经
办联系，
安排为您重新补办保险单或或金盾医疗卡。
您也可
以委托您所在企业的经办人与我们联系，
为您补办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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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您需要使用理赔申请表或事先授权申请表，您可以
在我们的公司网站上下载理赔申请表。
网址：
http://www.tppension.com/txfw/zgdjkxfw/jdyl/
default.shtml
问：次年如何续保?
答：如果您需要续保，请在保单到期日前通过您所在企业的
经办人员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根据本期保单承保和理赔的
情况为您申请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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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医疗保险计划运营服务商

上海万欣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MSH China）

上海万欣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MSH China）
，
是一家在健康
管理服务领域内，充分地融合了全球优势、国际化资源并且
拥有在中国大陆长期运营经验的公司。

MSH China具有全面的管理运营和风险管控能力、专业的
服务团队。
MSH China成功地开发了医疗健康服务和第三方
管理的服务体系。建立了包括中国顶级公立医院和国际诊
所在内的庞大的医疗网络。在大中华区域，合作的直接付
费网络包括近300家医院和国际诊所，
遍布20多个大中城市，
如上海、
北京、
广州、
成都、
重庆、
大连、
沈阳、
武汉、
深圳、
杭州、
南京、香港、澳门，台北等。
目前，
MSH China已经在中国上海、北京、成都、武汉和大连
建立了五个服务中心，
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
包括客户服务、
事先授权、
案例管理、
理赔管理、
紧急援助和医疗网络维护等。
创新、
灵活、
及时和卓越服务是MSH China对客户永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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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背景

关于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养老”）
成立于2004年，注册地上海，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太平”）重要的成员子公司。
中国太平（原中国保险集团）成立于1929年，是隶属于
国务院的国有控股金融保险集团，以保险业务为中心，
资产管理为保障，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经营区
域遍及中国内地、港澳、欧洲、大洋洲、东亚及东南亚
等地区。
公司依托集团多元化金融服务平台，为广大客户提供包
括企业年金和员工福利保障计划在内的综合保险和金融
服务。公司养老保险业务以企业年金为核心，涵盖企业
年金受托和投资、养老保障委托管理、职业年金等多类
养老金产品、管理和服务。公司的员工福利保障业务涵
盖针对各类企业和团体的寿险、意外险、补充医疗和健
康管理等产品、管理和服务。此外公司在个人养老保险
和相关业务领域也在不断积极探索全新的服务理念和方
式。

太平养老始终不渝坚持“用心经营，诚信服务”的经营
理念，立志成为“中国最专业和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年
金和员工福利保障计划综合服务提供商”，凭籍我们对
专业和创新的不懈追求，努力为广大客户和合作伙伴创
造更多价值。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境内主要成员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伊始作为保险业代表参加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
的建制和商业化运作试点，凭借养老金管理领域的专
业优势，太平养老已成为国内养老金市场为广大企业
和合作伙伴广泛认同的重要供应商之一，客户和管理
资产规模处于市场领先地位。通过专业创新和持续精
益化建设，太平养老在中小企业员工福利保障、中高
端医疗等领域建立了富有国际化特色的独特优势，是
IGP（International Group Program，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员
工福利计划共保组织）在华唯一合作机构，我们也与商
业银行、人力咨询和其他众多专业机构积极开展合作，
为广大企业和客户提供更多产品、更便捷的服务和更综
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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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补充网络医院一览表
金盾医疗保险计划补充网络医院

首先您可以前往任何一家“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
就诊的医院，具体包括下列两类医疗机构：

1）所有的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
医院（包括此医院的特需住院部与特需门诊部），但不包括
主要为康复、
护理、
疗养、
戒酒、
戒毒或相关类似的医疗机构；
2）本公司指定的金盾补充网络医院（详见本手册第22页）。
同时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在中国大陆与大中华地区获得
“住院就医免现金直付担保服务”的需要，我们特别甄选、
组建了如下“金盾补充网络医院”。这些网络医院在提供
门急诊服务的同时，其中部分医院基于我们的担保指令，
能够向客户提供住院医疗费用的直付担保服务。

基于金盾补充网络医院的不断更新，以保证您享有更好的
医疗服务；您可以从如下方式获取更新后的信息：
专题信息网页地址：
http://www.tppension.com/txfw/zgdjkxfw/jdyl/
default.shtml
客户专享服务电话：
（0086）400-820-3136

城市

医院

地址

电话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上海市九龙路585号

021-63240090 ext. 2101
021-63243852

上海松江区文翔路1485号

021-37797630/33

注：中医治疗不享受直付服务

上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新院
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注：中医治疗不享受直付服务

上海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浦东分院)特需部

上海浦东新区北园路33号
健康保健中心裙楼三楼

021-68383120

上海

上海辰新医院

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937号18楼

021-62253456 ext. 2852

备注：我们规定的医疗机构，是指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

注：1）中医治疗不享受直接付费服务 2）中医骨伤科、康复治疗不享受直接付费服务

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提供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的
医疗和护理等服务的医疗机构。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特需门诊

上海市普安路185号曙光医院
门诊810室

021-53820179

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张衡路
528号贵宾楼1楼

021-51328888 ext. 8520

上海市宛平南路725号特诊部2楼

021-64385700 ext. 1203

注：特需门诊不提供中医骨伤科诊疗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浦东新院)
注：特需门诊无中医骨伤科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特需门诊部
注：特需门诊无中医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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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678号3楼

021-38626161 ext. 6032
021-58395238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特需门诊部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399号
(靠近顾戴路口)

021-64931507

注：疫苗注射请前往特需病房就诊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399号1号楼6楼

021-6404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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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浦东分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华路391号

021-68706550
021-68706667

上海

上海瑞东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秀东路120号

021-58331155
021-58339595 ext. 1000

上海

上海景康健康管理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398弄4号

021-63047175

上海
齿科

上海瑞尔齿科——力宝诊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222号力宝广场204室

021-53966538/9

上海

瑞慈健康管理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浦东
南路256号华夏大厦3F，200120上海
静安区江宁路212号凯迪克大厦2楼

021-68866919 ext. 8058
预约电话: 021-68866086

黄浦区西藏南路770号安基大厦
裙房五楼，200001

021-63460133
预约电话: 800-820-5110

上海

上海健维医疗

上海

上海元化门诊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0号天山大厦3楼

021-62293130

上海

上海东方医院特诊部

上海市浦东南路551号一楼特诊部

021-38804518 ext. 7246
021-58822171
021-58775261

上海
齿科

上海
齿科

上海

上海博爱医院

上海市淮海中路1590号

021-64339209
13918292255

上海

上海浦南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路219号17楼

021-50945088 (24小时)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特需医疗服务中心)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111号门诊四楼
特诊医疗中心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1111号住院部四楼C座特需病房(急诊)

021-62909911 ext. 1333

上海

圣安儿童医疗中心

上海闵行区伊犁南路85号

021-51096428

上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特需门诊

上海市宜山路600号

021-64369181 ext. 8613

上海

上海闵行中心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松路170号

13818992010 ext. 66018

上海

上海瑞视眼科诊所

上海卢湾瑞金二路197号，瑞金医院，
门诊大楼12层

021-64377445

上海

上海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外宾部)

上海市瑞金二路197号38号楼

021-64664483
021-64370045 ext. 668101

200021
上海瑞尔齿科——时代广场诊所

上海浦东张扬路500号
华润时代广场416 - 417

021-58367336
58368100 / 58388102

上海瑞尔齿科——徐家汇诊所

上海浦西天平路245号巾帼园2楼

021-64737733 / 63599359

上海瑞尔齿科——浦东诊所

上海浦东陆家嘴西路168号，
正大广场地下一层F16室

021-50476878

长宁区虹桥路1919号西郊花园别墅
(东苑)M幢(西郊宾馆东面边）

021-62702875
13918111319 (急诊)

上海德清会口腔诊所(金桥店)

上海浦东蓝桉路160号

021-50307858
021-50307868

上海德申会口腔诊所(联洋店)

上海浦东丁香路1198号

021-68561040
021-68561045

上海德真会口腔诊所(虹桥店)

上海虹桥开发区兴义路8号
万都中心3楼

021-52080208
021-52080218

上海德诚会口腔诊所(静安店)

上海大沽路386号

021-63400270
021-63400290

上海新景口腔门诊部

上海卢湾区新天地马当路
119号201室

021-63843010
021-63847062

上海爱满地口腔门诊部

上海浦东张江青桐路22号，
中芯国际生活园区

021-58955878
021-58957489

上海黄浦区南苏州路333号
华隆大厦1楼E室

021-63230828
13564257907

注：请提前预约

上海康怡口腔门诊部

注：请提前预约

注：请提前预约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宾部——
逸仙医院

上海枫林路180号中山医院
门诊A楼6楼逸仙门诊

021-64041990 ext. 2718
021-64038293

上海
齿科

注：请提前预约

上海
齿科

上海王艺口腔诊所

注：请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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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齿科

上海景康口腔医学中心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398弄4号

021-63040132

北京市和平里樱花东路2号，100029

010-64222952
010-64282297 (咨询)
010-64223209 (预约)

注：请提前预约

北京
齿科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丙12号
数码01大厦3层

010-65862517
2537/2557/25

北京固瑞齿科(国贸诊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商城地下2层210

010-65059439
010-65059431

凯尔佳口腔诊疗中心

注：请提前预约

北京
齿科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53号
住院部2楼

010-65295269
010-65295283/4 (晚间)

北京固瑞齿科(亚运村诊所)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立路68号
阳光广场东侧F-D186B

010-64972173
010-64982173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特需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

010-66721960
010-66721424

北京固瑞齿科(21世纪诊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0号
21世纪饭店2层(燕莎商城东侧)

010-64664814
010-64612745

北京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南里12号

010-67035566

北京固瑞齿科(中瑞口腔)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22号11号楼
1层106室

010-88596912
010-88596913

北京

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56号
新门诊楼6层

010-68051126 (直线)
010-68028401 ext. 2966

北京固瑞齿科(欧陆诊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裕祥路99号
欧陆广场LB107

010-80466084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平心堂门诊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西配楼3层
王府井大街218-2号

010-65235566

北京新世界耀东诊所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3号
新世界中心商场五层

010-67085075

北京

北京

注：CT、MRI会转到公立医院完成

北京

北京博爱堂中医门诊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9号院

010-88514939 / 68412758

北京
齿科

北京瑞尔国际大厦诊所&儿童
牙宝贝世界

建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208号

010-65006472/3
010-85263235/6

北京瑞尔燕沙诊所

北京亮马桥路46号盛捷富景苑1层
100016

010-84401926/7/8

北京瑞尔京汇大厦诊所&种植牙中心

北京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
京汇大厦201室100022

北京瑞尔中关村诊所

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A座308室100080

注：请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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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提前预约

广州

环球医生广州诊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3号
富力盈力大厦北塔3A 401-403

020-38841410

广州

新奥美嘉医疗——
广州加拿大体检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火车东站
中泰国际广场A塔9楼

020-28861900

注：齿科无直付服务

广州

祈福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广路

020-84518222 ext. 82000
(24小时VIP护士）
020-84518999
(24小时急诊中心)

010-65675670
010-65675238

广州

广州长江医疗门诊部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36号
天誉花园C1

020-38805959

010-82861956/7/8

深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特诊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20号门诊6楼

0755-83923333 ext.
8607/8615/8600

注：特需中心无外科、产科及儿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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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齿科

深圳瑞尔诊所

深圳罗湖区深南中路5002号
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G3层2单元

0755-25835788

青岛东海中路5号

0532-85937690/7678
(预约)
0532-85967230
(24小时咨询)

成都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特需医疗部

四川省成都市青龙街82号

028-86631091

成都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医院

四川省郫县犀浦恒山大道

028-87859562
(周一至周五)
028-87841899
(节假日与晚上)

成都

华西金卡医院

成都市国学巷37号
华西金卡医院 一楼

028-85586698
028-85422408

注：请提前预约

青岛

青岛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
国际医疗门诊

贝利尔医疗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1号，
银都花园49号别墅楼

0532-8117118 / 85927119
13678861780 (急诊)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宾部

大连市联合路51号二部A座1楼

0411-84394929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部

大连市开发区龙滨路5号
急诊楼5楼特需医疗部

0411-83635963 ext. 7155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8号
住院部1号楼1楼

0411-82718822 ext. 8118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
门诊六楼

周一至周五:

大连

大连

大连市友谊医院特需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特诊部

0411-84581426
(07:30-17:00)
急诊: 0411-83089003
(17:00-19:30)

注：妇科儿科专家仅在周三、五接诊。

武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
门诊部一楼急救中心

13419609957

武汉

武汉雅兰医院
光谷医疗保健中心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光谷广场五层 430074

027-67885306

武汉

武汉同济医院 干部保健科

武汉解放大道1095号
综合医疗楼3楼 430030

027-83663039

武汉市武昌五珞路627号 430070

027-68878791 (预约)
027-68878111 (急诊)

注：儿科、感染科无直付及英文服务

武汉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注：齿科无直付及英文服务

沈阳

辽宁省金秋医院

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317号

024-24113438 ext. 3603

成都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都市高新南区万象北路18号
(石羊场)门诊大楼一楼

028-5313795/13980691077
13008100810 (工作时间预约)
028-85312621
(非工作时间预约)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中医名医馆

红星路一段44号(中医名医馆) 610017

成都

环球医生成都诊所

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21号盘古花园

028-85226058

成都

四川省人民医院金卡医疗部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028-87799173
028-8739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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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湖南脑科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赤苓路94号

0731-5230250

重庆

环球医生重庆诊所

重庆市中山三路139号，
希尔顿商务大厦701室

023-89038837

天津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国诊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022-23626360 (白天)
022-23626365 (24小时)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国医堂(原特需门诊)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14号4楼

022-27432795 (白天)
022-27432222 (24小时)

天津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贵宾服务中心

天津经济开发区第三大街61号1楼

022-65208250

028-86911027
028-8139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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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
齿科

天津市华达医疗机构华泰医院

天津爱齿口腔医疗中心

天津市开发区第五大街百合路8号

022-66208676
022-66209933
400-651-8989 (24小时)

天津和平区西康路72-74号
云翔大厦4层

022-85685616
022-85685606

台湾

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医院

台湾中正国际机场

886-3-3983456

台湾

台安医院 特诊中心(台北）

台湾台北市八德路二段424号
(门诊请直接到特诊中心）

886-2-27762654

香港

联合医务

UMP Medical Center (Central):
Rm 1401-1403, Wing On House,
71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52-28401636

Hong Kong United Medical Practice

UMP Medical Center (TST):
622, West Wing, New World Ctr.,
18-24 Salisbury R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852-23699536

注：请提前预约

苏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
VIP/外宾门诊

苏州市工业园区万盛街118号
门诊2楼

0512-62627998/7999

苏州
齿科

苏州德真会口腔诊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路88号
苏信大厦101单元

0512-67635720
0512-67635723

注：请提前预约

昆山

香港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绿卡门诊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西路91号
门诊楼1楼

0512-57531749

注：卓健医疗在香港有56个诊所提供全科医生服务，152个诊所提供专科医生服务，10个中医诊所。
住院治疗直付仅限QHMS网络内医生在如下医院：圣保罗医院，嘉诺撒医院，浸辛会医院，播道医院，仁安医院和圣德肋撒医院。

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特需门诊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300号
门诊1号楼4层210029

025-85038022

杭州

邵逸夫医院国际门诊

杭州庆春东路3号3号楼5楼

0571-86006118 (需预约)

以上网络医疗机构位于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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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83018301
(预约24小时电话)

香港卓健医疗服务中心

澳门

852-83018301
(预约24小时电话)

香港卓健医疗服务中心——
澳门普通科医生网络
注：卓健医疗在澳门有32个诊所提供门诊服务。

以上网络医疗机构位于大中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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