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泰康

让人们更健康 更长寿 更富足  
让保险更安心 更便捷 更实惠



依托集团世界500强，综合实力更深厚

泰康人寿依托实力强大的泰康保险集团，拥有丰富资源，公司外延和内生增长动力

更加强劲。泰康保险集团是一家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

务集团。2021年连续四年荣登《财富》世界500强，位列第343位。截至2021年6月底，泰康

保险集团管理资产规模超过24000亿元，累计服务个人客户3.88亿人。旗下拥有泰康人

寿、泰康资产、泰康养老、泰康健投、泰康在线等多家子公司。业务范围全面涵盖寿险、互

联网财险、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医疗养老、健康管理、商业不动产、海外业务

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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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泰康方案
初心不改，创新永续，商业向善

2002年
一张保单保全家
2002年，泰康在业内率先推出综合家庭保障计划，
从此“一张保单保全家”成为泰康的“专属名词”

2003年
新生活三大件：买车、买房、买保险
2003年，从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和百姓生活方式变
迁的角度，泰康提出新世纪三大件就是买车、买房
、买保险。

2016年
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更健康、更长寿、更富足
基于对生命的认识与热爱，泰康致力于改变人们对
生命的态度，提高人们生命质量，让人们更健康、更
长寿、更富足。

2020年
长寿时代 泰康方案
围绕长寿时代的主题，泰康通过打造长寿、健康、
富足三个闭环，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

安心、便捷、实惠
健康、长寿、富足

泰康未来的战略方向，就是大健康的产业生态体系，我们没有用生态链这个词，
我们用的是产业生态体系，“安心”“便捷”“实惠”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我
们的要求、我们的创新。下面的六个字——“健康”“长寿”“富足”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我们专注的业务领域。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

建设多层级大健康生态 泰康人寿四大健康服务网络

积极链接主流互联网药店

医院网

健康网
体检机构700+家
齿科诊所1700+家
第三方检测机构10余家

医生网
在线问诊医生50万名
绿通优先专家10000+名
泰康医生集团

医药网
DTP药店400+家

健保通网络：2300+家
绿通覆盖医院：1000家三甲医院
百强医院100%覆盖



医养康宁 实体布局

泰康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亚、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昌、厦门、沈阳、长沙、南宁、宁

波、合肥、深圳、重庆、南京、郑州、青岛、福州、温州、天津、济南等24个核心城市布局大型连

锁医养社区和康复医院。

泰康医疗在全国核心区域建设五大医学中心，规划五千余张医疗床位，覆盖长三角、华

中、大西南和粤港澳大湾区；泰康康复医院采用国际标准康复和照护体系，以老年医学、康复

医学和健康管理为特色，为长辈健康保驾护航；首个高端综合门诊泰康医疗成都诊所已成功

运营，提供高品质、全方位健康服务；高端口腔连锁泰康拜博口腔，每年为百万中国人提供专

业的口腔诊疗服务，坚定落地“支付+服务”的齿科闭环。

北京 泰康之家·燕园（已开业）
          北京泰康燕园康复医院（已开业）
          北京九公山长城纪念林（已开业）
武汉 泰康之家·楚园（已开业）
         武汉泰康之家楚园康复医院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已开业）
         湖北仙鹤湖湿地园（已开业）
长沙 泰康之家·湘园
郑州 泰康之家·豫园
上海 泰康之家·申园（已开业）
         上海泰康申园康复医院（已开业）
苏州 泰康之家·吴园（已开业）
          苏州泰康吴园康复医院
杭州 泰康之家·大清谷（已开业）
          杭州泰康医院
          浙江径山竹茶园（已开业）
南昌 泰康之家·赣园（已开业）
厦门 泰康之家·鹭园
宁波 泰康之家·甬园
          泰康宁波医院（筹）
合肥 泰康之家·徽园
南京 泰康之家·苏园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已开业）
          泰康南京国际医学中心（筹）
青岛 泰康之家青岛养老社区
福州 泰康之家·福园
温州 泰康之家·瓯园
成都 泰康之家·蜀园（已开业）
          成都泰康蜀园医院（已开业）
          泰康西南医学中心（筹）
          泰康医疗成都诊所（已开业）
          锦官府
重庆 泰康之家·渝园
广州 泰康之家·粤园（已开业）
           广州泰康粤园医院（已开业）
           广东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已开业）
三亚 泰康之家·三亚海棠湾度假村
南宁 泰康之家·桂园
深圳 泰康之家·鹏园
           泰康深圳前海国际医院（筹）
沈阳 泰康之家·沈园

注：本图示使用地图仅显示部分中国行政区，数据截至2020年10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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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中心

五大医学中心   泰康拜博口腔诊所
5个医学中心规划  5000余张医疗床位  泰康拜博口腔布局全国24省50余城

拥有200余家诊所

感受印象泰康，聆听泰康故
事，体会廿五载不变向善初
心；体验健康生活，了解泰康
特色健康解决方案；沉浸式长
寿体验，享受长寿时代下的泰
康方案

泰康印象
健康生活
长寿体验
“财富”方案

南京 太原

成都 合肥



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
健康管理服务介绍

感谢您购买泰康人寿保险产品，泰康人寿依托公司“保险+

医养康宁”大健康战略，为您特别打造安心便捷的健康管理

服务，构建诊前预防、诊中治疗、诊后快捷理赔的完整服务

体系，全面覆盖您的健康维护、疾病预防和特疾就医需求。

为便于您了解并使用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

调）健康管理服务，特制定本服务手册，供您查阅。



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
健康管理服务介绍

不限次健保通一站式理赔便捷理赔

随门诊全程医学陪诊

1次/年全程专家复诊

1次/年住院护工协助

1次/年全程专家病房

随门诊全程医学陪诊

1次/年全程专家门诊

随门诊专家推荐

诊后

诊中

诊前

健康守护

12次/年*三甲图文问诊

不限次

服务次数

泰活力

服务项目服务类型

本服务手册仅供帮助您理解、使用健康管理服务参考之用，健康管理服务约定以《泰康附加健康心享

医疗保险（费率可调）》条款为准；

*特疾指保险合同约定的16种特定疾病

*表中“年”指保单年度

以上服务均为年度权益，限在对应的保单年度内使用，保单年度之间不可累积。

（健康咨询/健康
促进/疾病预防）

特疾*就医
专案服务

（就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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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服务）



健康守护

越坚持，越健康，越收获！

（健康咨询/健康促进/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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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活力

“泰活力”是一款面向泰康客户的健康促进计划，加入“泰活力”，完成健
康任务，可获得对应健康值。
在有效的保单年度内积累的健康值将对应产品条款中的优选体续保费
率。

实名后即可查看当前健康群体

查看当前所属健康群体
第 3 步

输入被保人实名信息
加入健康群体

第 2 步
点击进入【医疗险专区】

第 1 步

*《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被保人每次续保时，我们会根据被保险人在上一有效的保险合同的保险
期间的积累周期内的运动状况和健康状况将被保险人分为不同健康群体，分别适用不同的续保时基准费率。详情请
查看保险条款以及相关披露信息。 
我们会在泰康人寿官网（www.taikanglife.com）“公开信息披露”专栏的“专项信息”栏目下设“长期医疗保险”子栏
目中披露被保险人运动状况和健康状况的提交和收集方式、健康群体的组别定义标准或者确定方式。

不同健康值对应不同健康群体*，健康值越高，续保越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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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活力-健康值任务

“参与健康值任务，健康值涨涨涨，保费省省省”

健康值与健康群体的对应关系

优选体四档优选体三档优选体二档优选体一档标准体对应健康群体

1800+1500-17991100-1499600-10990-599保单年度对应积累周期*
内健康值

以小泰的一天为例：

1.每天早上，小泰按时起床，养成了良好的睡眠习惯。
早起后，小泰第一时间打开泰康医生APP，完成早起打卡，健康值+1

2.每天学习健康科普知识，完成活力日贴答题。
在泰康医生APP完成答题后，健康值+2

3.每日坚持锻炼，每日8000步。   
当走满8000步后，小泰打开泰康医生APP，同步步数，健康值+4

这样，小泰在一天内就收获了7个健康值。
此外，泰康医生APP还会不定期发布健康任务，助力健康值的累积。

小泰还能通过【医疗险专区】查看健康值以及对应的优选体状态。
在续保时，即可按照对应费率进行续保。

*积累周期说明详见20页附录

早起打卡（健康值+1）

步骤： 点击【去打卡】

活力日贴（健康值+2）

步骤： 点击【去答题】

活力计步（健康值+4）

步骤： 点击【去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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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活力-活力币兑换*

“完成健康任务后，您还能积累活力币，兑大奖”

*奖励兑换及抽奖好礼非保险产品责任或附加服务，系泰康医生APP平台用户活动，与保险及保险销售无关。
法律规定范围内，泰康医生拥有对本活动的全部解释权。

活力币可兑换各类奖励：
京东E卡红包、三甲问诊

券、珍珠大米等等

参与各类抽奖好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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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图文问诊（快速问诊（三甲））

服务优势

3分钟快速接诊，一对一图文咨询，7*24小时全天可咨询

30万+精选三甲医院医生系统智能分配

每年可享12次三甲问诊

“大病小病放心问，三甲医生随时问”

操作指引

添加成员，描述症状
上传图片后，点击“下一步”

第②步

点击“快速问诊”
第①步

第一步 第二步

多种疫苗能同时接种吗？
通常来说，多种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的，并且跟单独

接种一样安全有效，不会增加不良反应，也不会降低

疫苗效果。所谓“联合疫苗”其实就是多种疫苗混合在

一起的。如果实在担心，可以问问医生。

泰医小贴士



特疾就医专案服务

就医全程有专家
特疾应对更从容

（就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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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疾就医专案服务

服务内容

服务优势

针对保险合同约定的16种特定疾病，经国内二级及以上医院疑似/确
诊，均可享受服务

保单有效期内，服务权益年年给*，持续保障，长久享安心

“基础+特需”双网络护航，高端医疗服务便捷可及

“专人专属就医服务”

*注
保单生效90日后可启用
全程专家门诊/全程专家复诊：针对同一专家，公司可在使用本服务项目后的一定期限内不限次提供门诊协助服务，
不额外扣减权益；但如客户提起门诊协助申请的时间距上次在该专家处门诊就诊的时间间隔大于30日的，我们将额
外扣减权益。
全程医学陪诊：限通过全程专家门诊/复诊预约的门诊就诊时；
全程专家病房：需客户持有泰康服务网络内医院有效住院单；
住院护工协助：仅承担通过本服务预约的护工护理费用（本服务不支持客户自行安排的护工护理费用报销），客户
申请本服务时需提供对应医院住院证或住院单，且符合医院护工制度（ICU、无菌病房等特殊病房可能无法提
供）；
服务权益年年给：为年度服务权益，限对应有效保单年度使用，保单年度之间不可累积。
本 服 务 不 受 理 危 急 重 症 申 请 ， 亦 不 支 持 放 疗 科 / 核 医 学 科 / 移 植 相 关 科 室 / 产 科 / 急 重 症 相 关 科 室 （ 急 诊 科
/CCU/ICU/NCU等）。

全程专家复诊 在客户需要复查问诊时，协助安排所选专家为客户提供门诊诊疗服

务。（1次/年）

住院护工协助 在住院阶段，协助客户预约医院护工，并为客户承担最长连续15日

的护工费用。（1次/年）

全程专家病房 协助客户入住专家所辖病房进行外科手术或内科治疗。（1次/年）

全程医学陪诊 为客户配备专业医学陪诊人员，陪同就诊。（随全程专家门诊/复诊

提供）

全程专家门诊 协助安排所选专家为客户提供门诊诊疗服务。（1次/年）

专家推荐 根据客户病情，为客户推荐1-6名专家，帮助客户找对专家。（随全程专家

门诊/复诊提供）

本服务为客户专人提供专属专案管理师，由全科医生、医学陪诊等专业团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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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种特定疾病

疾病清单以及疾病描述以《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产品条款为准

打通就医康复全流程

专家推荐 专家门诊 医学陪诊 专家病房 住院护工 专家复诊

帮你找 帮你诊 领你看 让你住 护你治 有复诊

专案管理师*全程提供服务

贯通就医全程
专案管理师：由全科医生、医学陪诊等专业团队组成

序号 疾病名称 

1 恶性肿瘤（重度）

2 较重急性心肌梗死 

3 严重脑中风后遗症 

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5 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6 严重慢性肾衰竭

7 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8 严重慢性肝衰竭 

序号 疾病名称 

9 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

10 深度昏迷 

11 严重III度烧伤 

12 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13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1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5 严重克罗恩病 

16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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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启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选择查看权益
第②步

选择特疾就医专案服务
第③步

选择健康心享
第①步



便捷理赔

系统多跑路，客户少跑腿
打通商保支付高速路

（便捷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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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健保通服务以泰康与医院实际合作为基础。由于受到与医院合作关系的影响，合作医院名单存在变更的可
能。具体名单以本公司网站的最近公布信息为准。
2：为了享受到健保通便捷的理赔服务，请您在入院后及时报案，否则可能影响健保通使用。
3、仅支持健保通网络医院普通部；暂不支持特需、国疗部。
4、在保险等待期后方可使用。

健
保
通

健保通

“想出院后尽快领取理赔款？健保通帮您实现！”

直赔流程

快赔流程

操作指引

服务优势

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300座城市的超过2300+家医院

网络内三级及以上医院占比超过45%

支持100余种泰康保险产品，累计直付金额超过6亿元

客户住院 就诊登记 出院理赔审核理算客户报案

出院：在医院健保通窗口办理出院手续时，完成商保理赔

院中：住院期间准备理赔相关材料。

入院：入院后3天内，可通过医院健保通窗口、拨打95522客服热线或泰康
官方微信或泰生活APP报案

出院：出院后寄送理赔相关材料，泰康将在审核通过后支付理赔款。

院中：住院期间，通过泰康官微自主上传理赔相关扫描件。

 入院：入院后可拨打95522客服热线或通过泰康官方微信或泰生活APP及时报案。



就医服务资源

专业团队，优质资源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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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疾
就
医
专
案
服
务
资
源

特疾就医专案服务资源

专案管理师团队：一支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的核心服务团队，拥有多年医疗相关领
域工作经验。
住院护工：院内专业护工

覆盖医院

特需部 100+家
普通部 1000+家

优选专家
20000余名

知名专家：
200+名

副主任：
5000+名主任：

权威医院

权威医学专家

权威服务团队

15000+

5000+
15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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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特需医疗网络

《泰康附加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指定特需医疗网络清单

序号 省 市 医院 特需服务
部门名称 医院地址 病房位置备注

1 安徽省 合肥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安徽省
立医院)总院

国际医疗部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
路17号 医学保健中心17、18楼

2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本部）

国际部 合肥市蜀山区绩溪路218号 干部病房8楼

3 北京市 北京市 中日友好医院 国际医疗部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樱花东
路2号

国际部K2、K3栋

4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协和医院，东单
院区 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

内科楼病房办理入院：国际部
门诊一层（日间），国际部门
诊二层（夜间）
外科楼病房办理入院：外科楼
一层住院处国际医疗部专用窗
口

5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协和医院西单院
区

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41号

二层综合服务台

6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友谊医院，西城院
区

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95号 国际医疗中心

7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友谊医院，通州院
区

国际医疗部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东路101
号院 住院部

8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地坛医院

综合科病房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8号
门诊楼1楼

住院部甲丁座5层

9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 特需病房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67

号 1号楼特需病区

10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同仁医院（东
区） 特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内大

街8号 东区12-15层

11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
街11号 住院楼

12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积水潭医院，新
龙泽院区 特需 北京市昌平区龙域环路38

号院 南楼13层特需病房

13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 国际部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19号 国际部6-10层

14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医院 特需病房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1
号 病房楼2层

15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特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9
号 外一楼19层

16 北京市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 特需 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68号 住院部13楼

17 北京市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

特需病房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 老年医学中心（圆楼旁边）

18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 特需病房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7号 南楼10-11层

19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
院 特需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253号 谊侨楼

20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

特需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惠侨医疗中心

21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医院 特需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
号 科教楼8楼和10楼协和全科

22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
院 特需 广州天河区员村二横路26

号 1号楼28层雅和医疗

23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特需病房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58

号 5号楼22楼



11

24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特诊病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600号 6号楼1楼

25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北院）

综合科病房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07
号

中山楼17楼

26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南院）

全科医学科
综合病房 广州市海珠区盈丰路33号 逸仙楼18楼住院部

27 广东省 广州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广州华侨医院） VIP病房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13 号 4号楼19楼综合一区

28 广东省 珠海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特需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52

号 外科大楼7楼凤凰综合病区

29 广东省 深圳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
院 特需 深圳市深南中路3025号 4号14楼综合特需病房

30 广东省 深圳市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
院 国际医学部 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1333

号 住院部17楼

31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特需病房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20
号 内科住院部13楼

32 广东省 深圳市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
圳医院 老年医学科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89号 住院部20楼

33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特需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号楼19楼特需医疗中心

34 广东省 深圳市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国际医疗中
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海园
一路 V栋住院部

35 广西省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医院（桃源院区） 国际医疗部 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6号 2号楼住院部25-26楼

36 海南省 三亚市 三亚市人民医院 老年科/全
科医学科 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558号 内科楼16楼

37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肿瘤医院 特需医疗部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
西四街6号 8楼c区

38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
英院区） 保健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

路19号 保健中心楼

39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全科医学科
/老年病医
学科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31号 新门急诊楼20楼

40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人民医院 国际医疗一
病区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7号 东院病房楼7号楼

41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国际医疗保
健中心病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中环
路1号

5号楼15楼南

42 河北省 石家庄
市 河北省儿童医院 国际部病房 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

街133号 国际部

43 黑龙江
省

哈尔滨
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四医院 特需病房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

号 外科楼4号楼24层

44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院区）

国际医疗部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号

新综合医疗楼（6号楼）5楼国
际部

45 湖北省 武汉市
泰康同济（武汉）医
院 综合医疗科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
北路与连通港路交汇处
（四新北路322号）

综合楼13楼

46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国际病房 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87号 11楼或12楼

47 湖南省 长沙市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国际医疗部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139
号 内科楼22楼

48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总部） 特需病房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仙台

大街126号 20楼

49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总部） 干部病房 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71

号 8号楼6楼

50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 VIP病房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

街36号 A座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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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友谊医院 国际特需医
疗中心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8号 门诊综合楼8楼

52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三部

国际医疗部 大连市开发区龙滨路5号 A区17楼

53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二部

特需医疗科 辽宁省大连市联合路193号 A区16- 17楼

54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

国际医疗部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
街6号

国际医疗部

55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 干部病房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134号 3号楼

56 福建省 厦门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厦门医院

干部病房 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668号 3号楼19楼

57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
病医院

特需病房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路2999
号

住院部15楼

58 江苏省 南京市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特需病房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灵山
北路188号

门诊三楼

59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本部）

高级病房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1055
号

3号楼17楼

60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红角洲院区)

特需病房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学
府大道566号

北23楼

61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人民医院（本
院）

国际病房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204
号

6号楼住院楼12层

62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第一医院 国际医疗保
健中心

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59号 2号楼5楼,  （宁波市国际医疗
保健中心)

63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
院

VIP病房 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北路998
号

3号楼15楼

6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滨江院
区）

国际医学部
病房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
路1511号 中心楼住院部24楼

6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 VIP病房 杭州江干区庆春东路3号 2号楼11楼

6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 国际医疗保
健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
路上塘路158号 6号楼12楼

67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
院区) 国际病房 青岛东海中路5号 B楼5楼

68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中心医院 干部保健部 青岛市市北区四流南路127
号 1号楼15楼

69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
中心医院

国际保健病
房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
路105号 10号楼16-17楼

70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立医院（东
院）

国际特需病
房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
路9677号 5号楼3楼

71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肿瘤医院 特需病房 济南市槐荫区济兖公路440
号 8号楼15楼

72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人民医院 老年医学科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寺街29
号 最矮的三层楼（老年医学科）

73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老干科住院
部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277
号 健苑楼

74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人民医院 特需/干部
病房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
西路256号 西院二病区（2-3楼）

75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国际医疗保
健中心/全
科病房

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86号 12号楼9-10楼

76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松江新院)

国际医疗保
健中心/全
科病房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650
号 住院部10楼

77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浦东
分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园路33
号 外科大楼17-1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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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浦西
分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黄浦区山东中路145
号 4号楼7楼

79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2000
号

住院部11楼东侧和住院部12楼
东侧

80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儿童医院特诊
部，普陀新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普陀区泸定路355号 住院部13楼

81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儿童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400弄24号

7号楼3楼 

82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399号 2号楼2楼

83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总院）

国际医疗中
心

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中
路12号

6号楼15-16楼

84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中

路12号 6号楼21-22楼

85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197

号
10号楼19-20层，9号楼10-12
层

86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嘉定
分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嘉定区双丁路889号 2号楼7层

87 上海市 上海市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
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389号 同济楼10楼

88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

国际部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678号 2号楼13层

89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150
号 住院楼17-18层

90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南
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台路
1800号

B栋7-9楼

91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180号 20号楼7-21楼

92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浦南医院(南
院)

国际医疗部
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路279
号

南院急诊出口方向乘1号和3号
电梯到11楼

93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同仁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111

号 2号楼5楼

94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600号 干保楼19楼

95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同路358
号 7号楼9楼

96 上海市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
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221

号 5号楼4-8楼

97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闵行区瑞丽路128号 10号楼20楼60病区

98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虹口区三门路1279
号 住院楼23楼

99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 特需病房 上海市宛平南路725号 11号楼16-17楼

100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浦东新院 特需病房 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衡路528号

肛肠科特需病房（一间）：2
号楼2楼
其他特需病房（一间）：2号
楼4楼

101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特需病房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国学
巷37号 内科住院部13楼

102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国际诊疗中
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B区10-11楼

103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全科护理病房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A区10-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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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泰达医院国际诊
疗部

VIP病房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三大街65号

住院部12楼

105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北院区)  

针灸临床部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14
号 

住院部 12- 13楼

106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南院区)  

针灸临床部 天津市西青区昌凌路88号 住院部 23楼

107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医院 国诊病房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06
号

B区住院部22楼

108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环湖医院 特需病房 天津市津南区吉兆路6号 A楼10楼

109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肿瘤医院 特需病房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45号
增1号

C楼24楼

110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肿瘤医院 高级病房A
区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45号
增1号

C楼22-23楼

111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儿童医院（龙
岩院区）

特需病房 天津市北辰区龙岩道238号 B座13楼

112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儿童医院(马
场院区)  

特需病房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25号 E座4楼

113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贵宾病房 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
路1号

5号楼19楼老年病科（VIP）

114 新疆 乌鲁木
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医院

干保病房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池路91
号

门诊楼10-11楼

115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
科医院

干部病房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砖厂
路7号

住院部15楼

116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交通医院 特需病房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交通
巷5号

外科楼15楼

117 贵州省 遵义市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医疗中
心

贵州省遵义市凤凰路98号 院区二号楼19楼

备注：根据医院实际情况，本公司保留对上述指定特需医疗网络清单做出适当调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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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咨询及投诉方式
拨打95522进行咨询或投诉。
2：咨询内容
服务权益获取方式、服务内容、服务基本流程、相关注意事项等。
3：咨询时间
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早9:00~晚17：00（不含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

服务须知

一：服务咨询及投诉方式

1：如因客户个人原因或保险人依保险条款约定行使解除权而终止保单的，我们将同时
解除服务权益，并停止提供相关服务；
2：除特殊约定外，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医疗相关费用不包含在本服务的范围，须由客户自
行承担；
3：由于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在使用本服务时，需满足合理且必要原则，即医学必需、符合
通常惯例，专业医生认可；
4：本服务手册仅做服务使用指导之用，具体服务定义、服务规则请详细阅读《泰康附加
健康心享医疗保险（费率可调）》服务条款，如有冲突以条款约定为主；
5：随着泰康人寿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运营与完善，我们提供的服务内容有可能变更或
者 扩 展 。我 们 将 在 变 更 、扩 展 时 向 您 提 供 更 新 的 服 务 手 册 并 在 泰 康 人 寿 官 网

（www.taikanglife.com）公示，说明健康管理服务调整的原因、决策流程及调整后结果，
同时以保险单上载明的方式通知您。您可在泰康人寿官网查询、阅读更新后的健康服务
手册。
6：本服务所覆盖的服务资源随着未来泰康大健康生态的建设升级，可能会发生改变，您
可在在泰康人寿官网（www.taikanglife.com）进行查询。
7:本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与否与保险理赔审核是否通过无关。

二：服务规则



如何使用这些服务？

下载泰康医生APP
注册绑定即可使用服务



下载泰康医生APP

下
载
流
程

（邀请码为您的代理人手机号）

iPhone
下载完成后点击“打开”

其他手机
扫码后请点击“立即下载”

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下载界面

苹果 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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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流程

注
册
流
程

输入手机号码
  点击“获取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

输入注册邀请码后
点击“登录”

（邀请码为您的代理人手机号）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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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启用流程

启
用
流
程

选择查看权益
第④步

选择健康心享
第③步

步骤1

选择权益福利
第②步

登录泰康医生APP
第①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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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服务启用流程

启
用
流
程

即可看到并启用相关服务
第⑧步

选择权益人
第⑦步

第七步

步骤1

选择填写

维护被保险人信息
点击保存

第⑥步

第⑤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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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群体组别的积累周期

首个健康群体积累周期：保单生效日（起）——下一保费应缴日前50天
（即结算日）；

后续健康群体积累周期：首年健康群体档位结算日后每个顺延年；

例：2022年5月1日保单生效日，即

首个健康群体积累周期：2022年5月1日——2023年3月11日（含当天）

后续健康群体积累周期：2023年3月12日——2024年3月11日（含当天）

                                        2024年3月12日——2025年3月11日（含当天）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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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扫码 下载体验  
邀请码为您的代理人手机号

最终解释权归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