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大学生居保与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的方案：
保障项目

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

理赔案例：

大学生居保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

每年赔付

（110 元/人/年）

（100 元/人/年）

限额：

居保范围内：
（1）居保范围内：每次住
起 付 标准 （ 三 级 医 院 300 院，扣除居保支付部分和居
元；二级医院 100 元；一级 保起付线以后，按 100%赔
医院 50 元）扣除以上起付 付
标准后按三级医院 60%，二 （2）大病住院的，扣除居
住院医疗费用
级医院 75%，一级医院 80% 保及居保大病应支付部分
的比例支付。
后，按 100%赔付。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

居保范围外：按 50%给付
居保范围外：无
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
司，总部位于北京，注册资本 282.65 亿元人民币。作为《财
富》世界 500 强和世界品牌 500 强企业——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的核心成员，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专

大病门诊

业领先的竞争优势及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社会最广泛客

医疗费用

户的信赖，始终占据国内保险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被誉为中
国保险业的“中流砥柱”。
业内学生保险的权威机构
中国人寿的学生保险，多年来始终本着回馈社会、服务
学校的原则。自 1989 年开始，中国人寿已经在上海高校开
展学生保险近 28 年。中国人寿作为开展学生保险项目最久、
承保范围最广的保险公司，在业内受到多方的认可。2012

罕见病特殊治
疗药物费用
疾病身故、
意外身故

同普通门急诊：
赔付 10 万元）
（1）校内门诊：校内门诊
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各院校
按不低于 90%支付，其余部 对于居保范围内发生的大
分由个人自负。
病门诊医疗费用，在扣除居
（2）校外门急诊：起付标 保及居保大病应支付部分
准 300 元；年累计超过起付 后，按 100%赔付。
线以上部分，校方按三级医
院 50%，二级医院 60%，一
级医院 70%的比例支付。
无

法布雷病、戈谢氏病、粘多 10 万 元 ， 其 中
糖病、糖原累积病Ⅱ病和苯 “ 苯 丙 酮 尿
丙酮尿症：按 100%赔付。 症”为 2 万元

无

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身
故，按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年我司参与了上海市大学生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
设计工作，并在 2013 年配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制定了《上
海市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指导意见》（沪保同业公会

6 万元

因意外伤害导致残疾或烧
意外残疾
及烧伤

无

[2013]第 005 号）
。同年 5 月，市教委等 5 部门联合发文，在

伤，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
标准（行业标准）按比例给

6 万元

付保险金

沪教委体〔2013〕9 号文件中明确了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

意外门急诊

险的居保补充地位，并要求各高校积极配合做好大学生补充

医疗费用

医疗保险工作。

特定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按 20 万元（其中居
100%赔付。
（见备注）
保范围外最高

无

意外门急诊医疗费用补偿，
医保范围内 100%赔付。

5000 元

注：本方案所称特定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是指：因患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
血、恶性肿瘤进行符合规定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肾、肝移植等手术费用及术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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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异药物费用，接受肾透析的住院医疗费用。

理赔延续性，承担社会责任
某大学 2011 级学生袁某，曾在 2004 年患四脑室脉络膜
乳头瘤，在 2011 年 11 月因四脑室瘤扩散于普陀区人民医院
住院接受治疗。在申请理赔时，由于该疾病属于保前疾病，
非保险责任范围。经家长反映，该生在中小学期间一直在中
国人寿安徽分公司投保学生保险。经我司与安徽分公司沟通
后，取得了该生的投保证明材料，我司认可该生为连续投保，
对上述疾病予以承担保险责任。之后，在 2011 学年内共计
理赔 50247.67 元；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理赔了
23896.60 元。使学生家庭及时得到了补偿，用于后续的治疗。
目前该生尚有较大金额医疗费用待理赔，我司将在保险期限
内继续为其提供服务帮助。
理赔人性化，深得人心
某大学 10 届广西籍学生刘某，在 2012 年 11 月在校期间
突然上吐下泻,当天被同学送往南汇中心医院。检查后，医院
发现刘某脑部患有恶性肿瘤。当年 12 月，刘同学家长为其
在校办理休学并回到老家治疗。在接到报案后，我司服务专
员积极与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沟通，并在 2013 年 3 月赔付
该学生在广西期间的部分医疗费用合计 15796.1 元。
2013 年 10 月 28 日，广西医院传来噩耗，宣布刘同学治
疗无效身故。之前为了治好孩子的病，本不富裕的家里已经
四处举债，入不敷出。考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且学生在外
地住院的医药费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医保结算，我
司在和学生辅导员沟通后，于 2013 年 12 月先行将刘同学合
计 4 万元身故理赔款交到了他父母手中。
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家长，都对我司的尽责和人性
化理赔予以高度肯定。
理赔无忧，方便快捷
某大学学生吴某某，于 13 年突然查出患有卵巢癌，先
后住院五次，该生家庭经济贫困，由于病情严重，学校十分
重视。我司在收到齐全的理赔资料后，后在一周之内给出了
赔付。先后共计赔款 15050.47 元，用于后续的治疗。
涵盖意外小额赔付，保障更全面
某大学学生于某某，在 2013 年 9 月 18 日的傍晚，因走
路时碰到台阶而不慎摔伤，导致左臂桡骨骨折，于 2013 年 9
月 21 日住院进行手术治疗。住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医疗费
用 8 千余元；由于该同学在校购买了中国人寿的补充商业医
疗保险，在居保报销后，我司给予意外小额赔付补偿 1200
元，医疗费用理赔了 4577.35 元，意外门急诊理赔了 720 元，
共计 6497.35 元。使得该学生在经济上得到了赔偿，从而减
轻了家庭的负担。

保险答疑：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

问 1：为什么要购买中国人寿的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付保险金的责任：

答：中国人寿拥有丰富的承保和理赔服务经验，并且随着大学生医保政策
的不断变化而完善保险方案，为高校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意外伤害和医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疗保障服务，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与操作流程，成为了大学生社会保障
3、被保险人自杀或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自杀或故意自伤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司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的承保面已达到了五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十多所高校，为近五十万大学生提供优质的保险服务。
4、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本保险计划体现公益性和社会互助性的原则，为大学生提供住院医疗、人身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 伤害、重大疾病、罕见病多项保障，而年保险费只有 100 元，一天三毛钱 24 小
时保平安，因此中国人寿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是物美价廉的保险产品，每年
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6、被保险人参加潜水、跳伞、攀岩、探险、武术比赛、摔 有 80% 以上的在校学生参加。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7、被保险人的产前产后检查、妊娠（含宫外孕）
、流产（含
人工流产）、分娩（含剖腹产）、避孕、绝育手术、治疗不孕不
育症以及上述原因引起的并发症；
8、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或服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
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在此限）；
9、被保险人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
常；
10、被保险人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11、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12、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13、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前的未愈疾病；
14、被保险人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
异常；

问 2：发生医疗费用支出时，如何办理理赔？
答：中国人寿有一支专门的理赔服务队伍，服务专员每月定时、定点为需要
理赔的学生提供服务。当学生发生保险赔偿时，学生持相关理赔资料，按时到
学校指定地点向我们的服务专员申请。
问 3：高校学生享受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保”
）待遇后
是否有必要再参加中国人寿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
答：还是有必要参加。因为居保对于大学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仅承担居保范围
内的部分费用，学生自己还需承担居保范围内 25%-45%的医疗费用及居保范围
外的医疗费用。根据上海市人社局统计，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居保内新
生住院费用次均个人承担额为 2604 元。若学生购买了中国人寿的补充商业医疗
保险，不仅医保内个人承担的部分由中国人寿全额赔付（扣除起付线后），而且
中国人寿还承担了部分医保外自费项目的费用，大幅度减轻了学生个人承担的
高额医药费用。除此之外，本保险计划还包含了疾病身故、意外伤害、住院补
贴等保障内容，可以作为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

15、被保险人洗牙、牙齿美白、正畸、烤瓷牙、种植牙或
镶牙等牙齿保健和修复；
16、被保险人的视力矫正手术或变性手术；
17、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整容或矫形手术；
18、被保险人从当地学生基本医疗保障机构或其他途径已
经获得补偿或给付的部分；
19、被保险人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或中国境外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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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4：中国人寿的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与市场上的其他商业保险有何不
同？
答： 中国人寿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是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投保的“学平
险”的延续，针对性更强、责任范围也更具特色性。作为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补充，由学校统一选择保险方案、大学生自愿参加。大学生的补充
商业保险正好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若学生发生了重
大疾病住院，绝大部分都是自费项目，中国人寿的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能承担部
分医保外自费项目的费用，给家庭减轻了承重的负担。

延此虚线自行剪下

责任免除：

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回执
保险费：100 元/人/年*实际年制

班级__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愿意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家长签名: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