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保须知 

（一）本产品为安邦人寿〔2019〕医疗保险005号《安邦医无忧医

疗保险》。为保障您的权益，投保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并特

别注意责任免除、免赔额、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 

（二）保险期间：本保险合同自您成功购买保险的次日零时开始

生效，自生效日零时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三）等待期：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 30天。 

（四）投保人限制： 

1、投保人必须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在中国大陆有稳定住所； 

3、投保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五）被保险人限制： 

1、年龄限制：首次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范围为出生满 28天至 50

周岁，续保可至 100 周岁； 

2、职业类别限制：本产品承保职业要求被保险人职业为 1-4 类，

拒保职业详见《拒保职业分类表》。如对职业分类不确定，请联系客

服。 

（六）投保份数：每位被保险人最多投保一份。 



（七）保证续保：自首次投保本保险的合同生效日起，每 6 年为

一个保证续保期间；在保证续保期间内，您享有保证续保权。 

（八）销售区域：本产品在我司设有分支机构的地区销售，目前

我司在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四川、广东、河北、山东、辽宁、

湖北、湖南、河南、黑龙江、江西、吉林、山西、安徽、天津、深圳

设有分支机构。 

（九）保险合同：网上投保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电

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发票配送及收费：您可以拨打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69 提交发票申请，我公司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寄出纸质发票，邮

费需请您自付。 

（十一）保险费支付方式：本产品为网络销售产品，网上投保、

网上核保、网上支付并在承保通过后向您出具电子保单。 

（十二）电话回访：根据监管相关规定，安邦人寿会在犹豫期内

对您进行回访，安邦人寿全国统一客服电话为 95569。  

（十三）信息安全:安邦人寿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

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完备的网络、加密、用户控制等技术

手段以及相应的信息技术工作管理制度，保护您提供的个人信息、数

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 



（十四）根据保险法规定： 

1.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足以影响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

险合同。 

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3.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

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责任， 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十五）保险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支出，本公司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计入年免赔额：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自杀、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

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酗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

驶证的机动车； 

5.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6.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7.被保险人在非本主险合同约定的医院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 

8.各种医疗咨询和健康预测（如健康咨询、睡眠咨询、性咨

询、心理咨询等费用）、精神行为和障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

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9.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10.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滑雪、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

或滑翔伞、探险活动、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

高风险运动； 

11.被保险人所患既往症及本主险合同约定的除外疾病引起的医

疗费用； 

12.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13.被保险人接受矫形、视力矫正治疗、美容、变性手术、性功

能障碍治疗、牙齿治疗、戒酒治疗、戒毒治疗、各种预防性医疗项

目、非意外事故导致的整容手术； 

14.康复治疗或训练、休养或疗养、健康体检、非处方药物、保

健食品及用品、体外或植入的医疗辅助装置或用具（义肢、轮椅、

拐杖、助听器、眼镜或隐形眼镜、义眼等）及其安装、耐用医疗设

备（指各种康复设备、矫形支具以及其他耐用医疗设备）； 

15.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因本主险合同约定的

职业关系、输血或器官移植导致的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除



外）； 

16.被保险人因不孕不育治疗、避孕、节育（含绝育）、子宫体

腔内妊娠、产前后检查、流产、堕胎、分娩（含难产）、变性手术、

人体试验、人工生殖，或由前述任一原因引起的并发症； 

17.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出现疾病、症状或体征，等待期内接受

检查，但在等待期后确诊的疾病、症状或体征； 

18.被保险人接受试验性治疗（即未经科学或医学认可的医

疗），或接受未被治疗所在地权威部门批准的治疗； 

19.被保险人接受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

精神鉴定、验伤鉴定、基因鉴定。 

（十六）拒保职业分类表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业分类表-5、6 类及拒保职业 

职业大分类 职业中分

类 

职业小分类  职业细分类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第二大类    

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

人员 

地质勘、测工

程技术人员 

2020106 海洋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海

上作业） 

兵器工程技术

人员 

2020704 火炸药工程技术人员 

交通工程技术

人员 

2021305 海上救助打捞工程技术人员

（参与海上搜救、打捞等行

动） 

民用航空工程

技术人员 

2021403 通用航空技术人员（从事航

空摄影、航空物探、航空吊

挂吊装、石油航空作业、航

空环境污染检测、航空护

林、播种、喷施、研究航空

体育运动等） 

水利、海洋、

水产工程技术

人员 

2021806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

程技术人员（海洋矿产、油

气资源开发利用） 



2021808 海洋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技术

人员（进行海洋、海底勘察

人员） 

气象、地震、

环境保护工程

技术人员 

2022111 紧急救助员 

飞机和船

舶技术人

员 

飞行人员和领

航人员 

2040101 飞行驾驶员 

2040102 飞行机械员 

2040103 飞行领航员 

2040104 飞行通信员 

船舶指挥和引

航人员 

2040201 甲板部技术人员 

2040202 轮机部技术人员 

2040203 船舶引航员 

2040204 船长 

2040205 轮机长 

2040206 大副 

2040207 二副 

2040208 三副 

2040209 大管轮 

2040210 二管轮 

2040211 三管轮 

2040212 报务员 

2040213 事务长 

2040214 引水员 

喷气式民航班

机飞行人员和

领航人员 

2040301 民航飞机驾驶员 

2040302 民航飞机机械员 

2040303 民航飞行领航员 

2040304 民航飞行通信员 

教育机构

教学人

员、学员 

教育机构教学

人员、学员 

2090112 飞行教官 

2090113 飞行训练学员 

文学艺术

工作人员 

演员 2100309 武打演员 

2100310 特技演员 

2100311 高空杂技飞车飞人演员 

2100315 替身演员（从事普通演员不

能完成的武打镜头，高难度

动作等工作） 

体育工作

人员 

滑雪运动 2111701 教练员 

2111702 滑雪运动员 

曲棍球运动 2112502 曲棍球球员 

冰上曲棍球球

员 

2112602 冰上曲棍球球员 

橄榄球球员 2112702 橄榄球球员 



马术运动员 2113099 马术运动员 

摔跤运动运动

员 

2113102 摔跤运动运动员 

职业拳击运动

员 

2113202 职业拳击运动员 

业余拳击运动

员 

2113203 业余拳击运动员 

角力运动员 2113402 角力运动员 

空手道运动员 2113502 空手道运动员 

柔道运动员 2113602 柔道运动员 

潜水 2113701 教练 

2113702 潜水运动员 

赛车 2113801 教练 

2113802 赛车运动员 

滑翔运动 2113901 教练 

2113902 驾驶人员 

跳伞 2114098 教练 

2114099 跳伞运动员 

跆拳道运动员 2114402 跆拳道运动员 

冲浪 2114701 教练 

2114702 冲浪运动员 

新闻出

版、文化

工作人员 

新闻、出版工

作人员 

2120104 战地记者 

第三大类    

行政、治安、

邮电、广告人

员 

警察、保

卫和消防

人员 

人民警察 3020104 交通警察 

3020105 刑警 

3020106 警务特勤 

3020107 防暴警察 

3020110 缉毒、缉私警察 

消防人员 3020301 灭火员 

3020302 防毒防化防核抢险员 

3020303 一般事故抢险员 

3020310 火灾暸望观察员(直升机) 

邮政、电

信业务人

员 

邮政、电信业

务人员 

3030118 快递人员(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 

电信通信传输

业务人员 

3030209 电台天线维护人员 

广告从业

人员 

室外工作人员 3040204 广告招牌架设人员 

3040205 霓虹光管安装及维修人员 

第四大类    

商业、服务业

人员 

购销人员 营业、推销、

采购人员 

4010109 烟花、爆竹销售人员 

废旧物资回收

利用人员 

4010304 船体拆解工(机舱、船体拆

解) 



4010305 船体拆解工(油船清洗工) 

仓储人员 储运人员 4020209 烟花、爆竹储运人员 

餐饮、饭

店、旅游

及健身娱

乐场所服

务人员 

旅游及公共游

览场所服务人

员 

4030306 假山工 

海水浴场 4030903 潜水教练 

4030905 救生员 

游乐园动物园 4031007 动物园训兽师 

4031009 观赏动物饲养工 

4031010 猛兽饲养工(动物园) 

运输服务

人员 

公路道路运输

服务人员 

4040108 搬运工人 

航空运输服务

人员 

4040301 航空运输飞行服务员 

4040314 飞机外壳洗刷人员 

4040323 喷气式民航班机乘务员 

水上运输服务

人员 

4040402 船舶客运员 

4040404 厨师 

4040406 救难船员 

4040407 实习生 

社会服务

和居民生

活服务人

员 

供水、供热及

生活燃料供应

服务人员 

4060216 瓦斯分装工 

环境卫生人员 4061105 高楼外部清洁工、烟囱清洁

工 

第五大类    

农、林、牧、

渔、水利业生

产人员 

种植业生

产人员 

营造林人员 5010403 抚育采伐工 

森林、野生动

植物保护及自

然保护人员 

5010503 森林防火员 

5010504 野生动物保护员 

木材采运人员 5010601 木材采伐工 

5010602 集材作业工 

5010603 木材水运工 

5010604 装卸归楞工 

5010605 森林锯木工人 

5010606 运材车辆司机及押运人员 

5010607 起重机操作人员 

畜牧业生

产人员 

家畜、家禽饲

养人员 

5020109 有毒动物饲养工（蛇、蝎

子、蜈蚣等） 

渔业生产

人员 

水产养殖人员 5030106 珍珠养殖工（海水） 

5030108 水产养殖潜水工 

5030112 养殖工人（沿海） 

水产捕捞及相

关人员 

5030202 渔业生产船员 

5030203 水生动植物采集工 

5030205 捕鱼人（沿海） 



5030207 捕鱼人（远洋） 

水利设施

管理养护

人员 

河道、水库管

养人员 

5040101 河道修防工(堤、坝施工人

员) 

其他农、

林、牧、

渔、水利

业生产人

员 

农林专用机械

操作人员 

5050101 拖拉机驾驶员 

农村能源开发

利用人员 

5050201 沼气工程施工人员 

第六大类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勘测及矿

物开采人

员 

地质勘查、测

绘人员 

6010101 钻探工 

6010102 坑探工 

6010104 地震物探爆破工 

6010107 海洋地质取样工 

6010113 地质探测员（不含海上作

业） 

矿物开采人员 6010201 露天采矿挖掘机司机 

6010202 钻孔机司机 

6010203 井筒冻结工 

6010204 矿井开掘工 

6010205 采矿工 

6010206 支护工 

6010208 矿井机车运输工 

6010213 火药、雷管等火工品管理工 

6010214 矿山井下抢险、救灾人员 

6010215 矿物开采辅助工 

6010219 海上所有作业人员(不包括

潜水人员) 

钻井人员 6010401 井架安装工 

6010402 钻井工 

6010405 水下设备操作工 

6010406 钻勘设备安装换修保养工人 

石油、天然气

开采人员 

6010501 油、气井测试工 

6010502 采油工 

6010503 采气工 

6010504 井下作业工 

6010507 油气管道保护工 

6010509 技术员 

盐业生产人员 6010603 湖盐采掘船工 

6010604 湖盐采掘爆破工 

其他勘测及矿

物开采人员 

6010701 采石业工人 

6010702 采砂业工人 

炼铁人员 6020105 高炉原料工 

6020106 高炉炉前工 



金属冶

炼、轧制

人员 

6020107 高炉运转工 

炼钢人员 6020201 炼钢原料工 

6020202 平炉炼钢工 

6020203 转炉炼钢工 

6020204 电炉炼钢工 

6020205 炼钢浇铸工 

6020206 炼钢准备工 

6020207 整脱模工 

铁合金冶炼人

员 

6020302 铁合金电炉冶炼工 

有色金属冶炼

人员 

6020403 火法冶炼工 

6020406 烟气制酸工 

金属轧制人员 6020602 金属轧制工 

6020603 酸洗工 

6020605 金属材热处理工 

6020606 焊管工 

6020607 精整工 

6020608 金属材丝拉拔工 

6020609 金属挤压工 

6020610 铸轧工 

铸铁管人员 6020702 铸管工 

6020703 铸管精整工 

硬质合金生产

人员 

6020902 硬质合金成型工 

化工产品

生产人员 

化工产品生产

通用工艺人员 

6030115 防腐蚀工 

石油炼制生产

人员 

6030204 油制气工 

煤化工生产人

员 

6030303 炼焦工、焦炉机车司机 

6030304 煤制气工 

6030305 燃气储运工 

化学肥料生产

人员 

6030405 硫酸铵生产工 

6030406 过磷酸钙生产工 

无机化工产品

生产人员 

6030501 硫酸生产工 

6030502 硝酸生产工 

6030503 盐酸生产工 

6030504 磷酸生产工 

6030505 纯碱生产工 

6030506 烧碱生产工 

6030507 氟化盐生产工 

6030508 缩聚磷酸盐生产工 

6030510 高频等离子工 

6030511 气体深冷分离工、制氧工 



6030512 工业气体液化工 

6030514 二硫化碳制造工 

6030518 氢化钠生产工 

6030519 碳酸钙生产工 

6030520 硫酸钙生产工（包括生产二

水合物 CaSO4•2H2O 和半水

合物 CaSO4•1/2H2O） 

基本有机化工

产品生产人员 

6030601 脂肪烃生产工 

合成树脂生产

人员 

6030701 聚乙烯生产工 

6030702 聚丙烯生产工 

6030703 聚苯乙烯生产工 

6030704 聚丁二烯生产工 

6030705 聚氯乙烯生产工 

6030706 酚醛树脂生产工 

6030707 环氧树脂生产工 

6030708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物（ABS）生产工 

合成橡胶生产

人员 

6030801 顺丁橡胶生产工 

6030802 乙丙橡胶生产工 

6030803 异戊橡胶生产工 

6030804 丁腈橡胶生产工 

6030805 丁苯橡胶生产工 

6030806 氯丁橡胶生产工 

化学纤维生产

人员 

6030901 化纤聚合工 

火药、炸药制

造人员 

6031301 单基火药制造工 

6031302 双基火药制造工 

6031303 多基火药制造工 

6031304 黑火药制造工 

6031305 混合火药制造工 

6031306 单质炸药制造工 

6031307 混合炸药制造工 

6031308 起爆药制造工 

6031309 含水炸药制造人员 

6031310 火药爆竹制造及处理人员

（包括爆竹、烟火制造工） 

日用化学品生

产人员 

6031610 油墨制造工 

6031612 火柴制造工 

机械制造

加工人员 

机械加工人员 6040101 车工 

6040102 铣工 

6040103 刨工 

6040104 磨工 



6040105 镗工 

6040106 钻床工 

6040107 组合机床操作工 

6040108 加工中心操作工 

6040109 制齿工 

6040110 螺丝纹挤形工 

6040112 拉床工 

6040113 锯床工 

6040114 刃具扭制工 

6040115 弹性元件制造工 

6040119 车床工 

6040120 铸造工 

6040121 锻造工 

6040122 冲压工 

6040123 剪切工 

6040124 焊工 

6040125 金属热处理工 

6040126 粉末冶金制造工 

6040127 电切削工 

工件表面处理

加工人员 

6040202 涂装工 

机电产品

装配人员 

机械设备装配

人员 

6050104 工具钳工 

动力设备装配

人员 

6050203 锅炉设备装配工 

6050205 有关高压电工作人员 

电气元件及设

备装配人员 

6050301 铁心叠装工 

运输车辆装配

人员 

6050602 铁路机车机械制修工 

6050603 铁路车辆机械制修工 

6050604 铁路机车电气装修工 

6050605 铁路车辆电气装修工 

6050615 城轨接触网检修工 

五金制品制作

装配人员 

6051001 工具五金制作工 

6051002 建筑五金制品制作工 

6051003 制锁工 

6051004 铝制品制作工 

枪炮、弹药制

造人员 

6051206 枪支装配工 

6051209 炮弹装配工 

6051210 枪弹装配工 

6051211 火工装药工 

火工品制造人

员 

6051301 雷管制造工 

6051302 索状爆破器材制造工 

6051303 火工品装配工 



6051304 爆破器材试验工 

船舶制造人员 6051501 船体制造工 

6051503 船舶电气装配工 

6051504 船舶附件制造工 

6051509 拆船工人 

航空产品装配

与航空产品装

配与调试人员

调试人员 

6051623 航空环控救生装备试验工

（空中试验人员） 

导弹卫星装配

测试人员 

6051703 导弹部段装配工 

6051704 航天器引信装配工 

6051705 弹头装配工 

6051706 导弹总体装配工 

靶场试验人员 6052001 靶场试射工 

机械设备

维修人员 

机械设备维修

人员 

6060103 船舶修理工 

电力设备

安装、运

行、检修

及供电人

员 

电力设备安装

人员 

6070107 电力电缆安装工 

6070108 高压线路架设工 

6070110 电力设施之架设人员 

6070111 电力高压电工程设施人员 

6070112 小风电利用工 

6070113 微水电利用工 

输电、配电、

变电设备值班

人员 

6070301 送电、配电线路工 

6070302 变电站值班员 

电力设备检修

人员 

6070401 锅炉本体设备检修工 

6070402 锅炉附属设备检修工 

6070409 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 

6070410 变压器检修工 

6070411 变电设备检修工 

生活生产电力

设备安装、操

作、修理人员 

6070604 牵引电力线路安装维护工 

6070605 维修电工 

木材加

工、人造

板生产及

木材制品

制作人员 

木材加工人员 6150101 锯木工人 

6150114 木材搬运工人 

制浆、造

纸和纸制

品生产加

工人员 

制浆人员 6160101 制浆备料工 

6160102 制浆设备操作工 

6160103 制浆废液回收利用工 

6170101 水泥生产制造工 



建筑材料

生产加工

人员 

水泥及水泥制

品生产加工人

员 

6170102 水泥制品工 

6170103 石灰焙烧工 

6170107 一般工人 

6170108 采掘工 

6170109 爆破工 

墙体屋面材料

生产人员 

6170202 加气混凝土制品工 

装饰石材生产

人员 

6170501 装饰石材生产人员 

非金属矿及其

制品生产加工

人员 

6170602 石棉制品工 

6170604 金刚石制品工 

广播影视

制品制

作、播放

及文物保

护作业人

员 

广播影视舞台

设备安装调试

及运行操作人

员 

6190203 广播电视天线工 

工艺、美

术品制作

人员 

其他工艺、美

术品制作人员 

6210904 烟花爆竹制作工 

工程施工

人员 

土石方施工人

员 

6230101 凿岩工 

6230102 爆破工 

6230103 土石方机械操作工(推土

机、铲运机驾驶员、挖掘机

驾驶员、打桩工、铲运机操

作工) 

砌筑人员 6230201 砌筑工 

6230203 砌砖匠 

6230204 泥水匠 

混凝土配制及

制品加工人员 

6230304 建筑模板工 

施工架子搭设

人员 

6230401 钢筋工 

6230402 架子工 

装饰装修人员 6230604 铝门窗安装工人 

6230609 室外装潢人员 

6230611 铁门窗制造安装工人 

6230613 安装玻璃幕墙工人 

6230617 水电工(地下) 

6230618 油漆工、喷漆工(室外及高

空) 

筑路、养护、

维修人员 

6230701 筑路机械操作工 

6230702 筑路、养护工 



6230703 线桥专用机械操作工 

6230705 桥梁工 

6230706 隧道工 

6230707 铁路舟桥工 

6230708 道岔制修工 

6230714 高速公路工程人员 

6230715 电线架设及维护工人 

工程设备安装

人员 

6230806 电梯、升降机安装工人（高

空作业） 

其他工程施工

人员 

6230902 建筑工程车辆驾驶员 

6230903 建筑工程车辆机械操作员 

6230910 海湾港口工程人员 

6230911 水坝工程人员、挖井工程人

员 

6230912 潜水工作人员 

6230913 挖泥、挖沙船工作人员 

运输设备

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

员 

公（道）路运

输机械设备操

作及有关人员 

6240109 机动三轮车夫 

6240110 营业用货车司机、随车工人 

6240111 砂石车司机、随车工人 

6240112 工程卡车司机、随车工人 

6240113 液化、氧化油罐车司机、随

车工人 

铁路、地铁运

输机械设备操

作及有关人员 

6240219 地铁工程现场安装施工督导 

6240220 项目施工人员（桥梁、隧

道、地铁、河道） 

民用航空设备

操作及有关人

员 

6240304 航空摄影员 

水上运输设备

操作及有关人

员 

6240401 水手长、水手 

6240402 木匠 

6240403 铜匠 

6240404 船舶机工 

6240405 船舶轮机工 

6240408 潜水员 

6240409 视觉航标工（灯塔、航标维

护保养） 

6240410 港口维护工(码头维修、水

面防污、港口除尘) 

6240411 航道航务施工工 

6240412 泵匠 

6240413 电机师 

6240414 游览船驾驶及工作人员 

6240415 小汽艇驾驶及工作人员 



起重装卸机械

操作及有关人

员 

6240502 起重工 

第七大类    

军人 

军人 军人 7010102 特种兵（海军陆战队、伞

兵、水兵、爆破兵、蛙人、

化学兵、负有布雷爆破任务

的工兵、情报单位负有特殊

任务者） 

7010108 空军飞行官兵、空军海洋巡

弋舰及潜艇官兵 

7010109 前线军人 

7010110 军校学生及入伍受训新兵 

7010112 武警内卫部队官兵（参与处

置暴乱、暴力犯罪、恐怖袭

击等事件） 

7010114 武警黄金部队官兵 

7010115 武警水电部队官兵 

7010116 武警交通部队官兵 

7010118 边防部队官兵 

7010119 消防部队官兵 

7010120 警卫部队官兵 

第八大类    

其他人员 

其他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8010103 无固定职业人员（维持生计

的来源不固定者） 

特殊运动从业

人员 

8010201 特殊运动班学生（拳击、摔

跤、跆拳道等） 

8010202 武术学校学生 

  

备注： 若该表中未列明职业者,依其所从事工作的危险程度比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