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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政策背景
2017年1日1日起，医保个人账户
资金购买商业保险试点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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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卡余额支付保费，激活闲置的个人账户资金

保费优惠，性价比高

加强个人重疾及住院自费保障，最高可保20万

一年一缴费，支持自动续保

住院自费赔付包含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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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保险期限 1年

保障内容

经医院初次确诊发生指定的45种重大疾
病

（首次投保有90天等待期，续保或因意外伤
害导致初次发生重疾的，无90天等待期）

在上海市医保定点公立医院普通部或质子重离子
医院住院治疗，合理且必须的自费医疗费用支出，
赔付50%

（首次投保有90天等待期）

保险金额 10万元、20万元两档可选 10万元
（在可保年龄内，累计赔付最高20万元）

45种重大疾病保障 25-31种重大疾病保障 自费费用补充 仅包括社保覆盖范围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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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医保条件 投保人均需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健康人群

首年购买
年龄范围 16-65周岁

续保
条件

最高续保年龄为75周岁（含）。已患本合
同所指的重大疾病的被保险人不再具有续
保资格。被保险人年满55周岁（含）后，
投保人存在未续保本保险情形的，则最高
续保年龄为65周岁（含）。

被保险人年满 55 周岁（含）后，投保人
存在未续保本保险情形的，则最高续保年
龄为65周岁（含）。
除上述情形外，无最高续保年龄限制。

个人账户
余额要求 个人历年医保账户余额足够支付首期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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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住院自费费用补充医疗保险费率表，为了便于参保人理解，产品采用分组费率，具体如下：

年龄 第一次参保 续保

35周岁以下 439 395

35-45周岁 585 527

46-55周岁 813 732

56-65周岁 1300 1170

66-75周岁 2816 2534

76周岁及以上 5809 5228

保额：10万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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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住院）

购买住院自费补充医疗保险，
出险住院后获得理赔

右图为实际发票

24037

6717

18716
社保统筹

自负及分类自负

自费

参保前

24037

6717

9358

9358
社保统筹
自负及分类自负
自费
保险理赔 

个人自担比例51% 个人自担比例32%

参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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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保险责任包含的45种重大疾病列举：
1 恶性肿瘤 10 慢性肝功能衰

竭失代偿期 19 严重帕金森病 28 重症急性胰腺炎 37 严重原发性心肌病

2 急性心肌梗塞 11 脑炎后遗症或
脑膜炎后遗症 20 严重Ⅲ度烧伤 29 肌营养不良症 38 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

重痴呆

3 脑中风后遗症 12 深度昏迷 21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
压 30

系统性红斑狼疮－
Ⅲ型或以上狼疮性
肾炎

39 植物人状态

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13 双耳失聪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31 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40 重症肌无力

5
冠状动脉搭桥术
（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

14 双目失明 23 语言能力丧失 32 1型糖尿病 41 溃疡性结肠炎

6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
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15 瘫痪 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33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

炎 42 肾髓质囊性病

7 多个肢体缺失 16 心脏瓣膜手术 25 主动脉手术 34 严重克隆病 43 全身性硬皮病

8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17 严重阿尔茨海
默病 26 严重多发性硬化 35

因输血导致的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

44 肺源性心脏病

9 良性脑肿瘤 18 严重脑损伤 27
因职业关系导致的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

36 严重冠心病 45 慢性肾上腺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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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一次性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费率表，为了便于参保人理解，产品采用分组费率，
具体如下：

保额：10万元
单位：元

首次投保 续保
年龄 男 女 男 女

16-25 75 82 68 74

26-30 132 132 119 119

31-35 186 208 167 187

36-40 312 345 281 311

41-45 574 555 517 500

46-50 1032 832 929 749

51-55 1698 1131 1528 1018

56-60 2564 1557 2308 1401

61-65 3525 2261 3173 2035

66-70 5148 3393 4633 3054

71-75 7442 4958 6698 4462

投保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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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演示：
投保示例

姓名：张小姐
年龄：30岁
购买本产品：2016年以
264元购买本产品2份，享
受20万重疾保险

患乳腺癌入院

     结果：

本产品理赔给付20万元

获益情况：757倍         264元200000元
保险责任：

等待期90日后，对被保险人经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初

次确诊发生合同所列的恶性肿瘤、冠状动脉搭桥等

45种重大疾病，保险公司将按保额给付保险金。其

中，被保险人连续投保或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初次发

生重大疾病的，无等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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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如何购买
Ø 好福利APP投保
Ø 二维码微信扫描投保
Ø 具体流程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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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渠道1：平安 好福利 APP

企业客户: 【首页】—【点击企业专属】—在线购买

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Ø 支持在线投保

Ø 支持自动续保
Ø 支持保障查询

为企业员工提供：
l 专属客户经理咨询服务
l 员工宣导说明会等服务
l 95511热线

企业客户专属
产品1月中旬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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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渠道2：手机端二维码扫描分享页面投保

手机微信端的H5页面也可以点入进行在线投保。

优势：无需注册，直接购买

             可直接分享给家人朋友投保

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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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医保个账产品和公
司保险福利的区别
Ø 医保账户报销解读
Ø 构建完善的个人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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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

住院总费用

医保范围内费用

医保范围外费用
（自费费用）

共负段：1500元以
上部分医保统筹承担
80%-85%

起付线：1500元内
个人承担 公司为大家购买的商业保

险，可理赔：对起付线以

下个人承担部分及共负段

个人承担部分

上海医保账户住院自费医

疗保险，可针对这部分自

费费用进行理赔

【结论】上海医保帐户住院自费医疗保险，与公司目前为大家提供的保险之间无交叉，
员工若购买该产品，可以对住院自费部分费用形成有效补充

【问题】该产品与医保、公司为我购买的商业保险直接有什么差异？是否有交叉？我
是否需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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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保账户重大疾病保险
【问题】公司已经为我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这个险种，我是否还需要购买？保额是
否可以叠加？有什么建议？

1、上海医保帐户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额与公司为我购买的重疾保额是否可以叠加？

该产品与公司为员工购买的重疾保险，理赔款可以叠加。比如公司为您购买了10万保额重疾；您自己购买了该

产品20万保额；那么，如果在等待期后罹患重疾。则可以获得10+20=30万理赔

2、公司已经为我买了10万保额的重疾，我是否还需要再买？建议？

保险行业内对重疾保额的建议为：重疾保额=医疗费用+治疗期间收入损失。同时还要考虑未来的医疗费用上涨，

具体是否购买？可根据我们的建议并结合个人需求决定是否购买

3、还有什么其他建议？

因为该产品为政府惠民保险，所以：（1）产品定价低，性价比高；（2）可用医保卡个人帐户金额支付，激活

沉淀资金，不占用现金流；（3）该产品政府规定了45种重大疾病，比一般的重疾险种疾病种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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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统一标准化产品，保障内容
都一致的前提下，平安可以提供
的附加值服务又有哪些呢？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完善的售后咨询服务

在购买投保完成之后，个人客户或者员工可以在以下渠道获得售后服务支持。

在线查询
可登录平安官网www.pingan.com一账通上查询相关保单内容。
或者登录“医账通”APP查询，以及登录好福利APP查看相关信息。

95511热线
可直接拨打95511按#-6-5后，热线直通人工客服获得帮助支持。
服务时间：365天×24小时

专属客户经理服务支持（For企业客户）
企业客户员工获得帮助还可联系该企业专属服务经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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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自助理赔

可通过手机端在线直接申请
理赔

平安处理，理赔款到账

step
1

step
2

无需填写线下繁琐的表格材料
无需复印病历，身份证等原件材料
无需跑去指定递交地点提交材料

只需2步

1、填写信息拍照
上传发票原件即可

2、等待钱款到账

应用市场下载
“医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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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升级

l 配套健康管理增值服务提升产品吸引力；购买产品的用户都可获赠三次免费在线问诊、一次
重疾住院安排、一次重疾国内二次诊疗服务；

ü 7*24小时，全年无休

ü 1000名全职医生在线

健康咨询、看病开药

ü 24大科室

ü 三甲专家领衔团队

ü 全国三甲医院，专属绿色生命通道
ü 覆盖67个主要城市、556家三甲医院、80

种重大疾病全面保障
ü 快速响应：1个工作日内联系响应客户，收

集完客户材料后1个工作日内联系好医院和
专家，10个工作日内安排客户入院

ü 关怀陪诊：全程关怀，专人陪同办理住院手
续

ü 优质诊疗：优先安排顶级优质医院，例如: 
北京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瑞金医
院……

ü 为已获得相关重疾诊断的客户联
系国内权威医院的专病专家，给
出书面诊疗意见及治疗方案，让
客户更放心。

ü 北上广医疗资源：二诊专家来自
北京、上海、广州17家三甲知
名医院。

ü 治疗方案权威：针对病情提出证
据更扎实、不良反应更少、伤害
更小的治疗方案

ü 专业报告解读

平安强大的互联
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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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