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星联合百汇少儿高端医疗计划
项目 说明

每年赔付限额 600 万

保障地域 中国大陆

保单免赔额 0 元

指定医疗机构

门急诊：百汇医疗在中国大陆地区所属各地指定诊所或

医院，经百汇医疗转诊，可前往公立医院（含特需部、

外宾部、国际部等，中国大陆境内不限地区）就诊，不

包含除百汇医疗外的其他私立医疗机构

住院：百汇及公立医院（含特需部、外宾部、国际部等，

中国大陆境内不限地区）

住院医疗责任

双人病房（在中国大陆接受住院治疗的，可为标准单人病房）床位费 无单项限额

急诊室费 无单项限额

重症监护病房费 无单项限额

医院提供并出具发票的膳食和营养配餐费 无单项限额

陪床费 无单项限额

手术室和恢复室费，手术敷料费 无单项限额

输血、血浆、血浆扩容药物以及所有相关化验、操作设备和服务费用 无单项限额

药品费 无单项限额

医师诊疗费 无单项限额

手术医师费和麻醉师费 无单项限额

护理费 无单项限额

吸氧费 无单项限额

化验费 无单项限额

检查费 无单项限额

移植费：被保险人作为受体接受器官、骨髓、干细胞移植费 无单项限额

可视为住院医疗的特殊门诊费:包含门诊肾透析费；门诊恶性肿瘤治疗费，

包括放射治疗（含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化学治疗、肿瘤免疫疗法、

肿瘤内分泌疗法、肿瘤靶向疗法等的治疗费用；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

治疗费用；门诊手术费；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急诊留观

无单项限额

由医师或注册呼吸治疗师实施的呼吸治疗费 无单项限额

物理治疗、职业疗法费 无单项限额

为治疗吞咽障碍由语言治疗师实施的电子喉镜检查费 无单项限额

入住经本公司许可的机构接受的康复治疗和由专业护士实施的专业护理

费用
累计给付日数限额:30 日

门诊医疗责任

累计赔付限额 无单项限额

次免赔额 100 元，将由百汇医疗直接收取

赔付比例

百汇医疗：100%

经百汇医疗转诊至公立医疗机构：100%

未经百汇医疗转诊的公立医疗机构就诊：50%

挂号、医师诊疗费 无单项限额

检查费 无单项限额

化验费 无单项限额



项目 说明

手术室和恢复室费 无单项限额

急诊室费 无单项限额

手术医师费和麻醉师费 无单项限额

放射治疗（含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化学治疗、肿瘤免疫疗法、肿瘤

内分泌疗法、肿瘤靶向疗法等治疗费用
无单项限额

牙科意外伤害治疗费 累计给付限额 40,000 元

理疗费

不涵盖
中医治疗费：由注册中医医师处方开具的中草药费、挂号费、诊察费相关

费用

由具有相应医疗资质的专业医师实施的针灸治疗、顺势疗法费

门诊处方药费 无单项限额

住院无理赔日额补贴医疗责任

住院无理赔日额补贴医疗责任（指不通过百汇医疗报销住院费用则额外补

贴）
800 元/日

特殊疾病和特殊项目医疗责任

精神和心理障碍治疗费：

不涵盖

门诊费用

住院费用

特殊检查费：

女性主被保险人或作为配偶的女性附属被保险人每一保险期间一次常规

乳房 X 线照片或乳房 B 超，一次子宫颈抹片或液基薄层细胞检测

男性主被保险人或作为配偶的男性附属被保险人每一保险期间一次前列

腺特异抗原检查费

医师向被保险人推荐的家族疾病筛查费

专业护士家庭护理费

专业护理费

耐用医疗设备购买或租赁费

临终关怀费：

门诊费用

住院费用

睡眠检查和治疗费

矫形改造手术费

先天性疾病和症状治疗费

医疗及身故援助责任

紧急医疗运送费用 无单项限额

紧急医疗转运费 无单项限额

其中：陪同人员住宿费 累计给付日数限额：12 日，每日限额 800 元

异地就医交通费用 累计给付限额：5,000 元

遗体运返或安葬费用 累计给付限额：160,000 元

可选福利

疫苗套餐（30 天-1 岁）
仅限上海地区，只限在百汇瑞浦、瑞祥、新瑞（筹备中）

门诊部进行接种

疫苗套餐（1-2 岁）
仅限上海地区，只限在百汇瑞浦、瑞祥、新瑞（筹备中）

门诊部进行接种



项目 说明

年度牙科检查套餐（适用于 1 岁以上儿童） 含一次全面牙科检查和涂氟治疗

百汇医疗福利

每个保险年度的第一个月内，百汇医疗将为被保险人进行一次年度常规健康体检。

被保险人和其父母（投保人）将自动成为百汇-复星联合会员，享有特殊福利，非保险保障范围内的服务和医疗产品享受特殊折扣。

每个被保险人将选择和指定一家主要服务诊所。被保险人将在其主要服务诊被安排一名医生，该医生将作为被保险人在百汇医疗接

受医疗服务的主要负责人，并帮助被保险人安排在百汇医疗的各种医疗服务。



疫苗套餐
1 个月-12 个月 疫苗套餐

1 month to 12 months old Vaccination Rider

项目 内容 数量

Contents Details Number

医生咨询包括： 2 个月

1体检及发育跟踪； 2 months

辅食及营养建议；

疾病筛查 4 个月

1Doctor visits include: 4 months

- Physical examination

- Growth tracking 6 个月

1- Dietary advice 6 months

- Disease screening

9 个月

19 months

疫苗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沛儿）
3

Vaccinations PCV-13 (Prevenar)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
1

Hepatitis B (Engerix)

脊灰-百白破-b 型流感嗜血杆菌（潘太欣五联）
3

IPV-DTaP-HIB (Pentaxim)

冻干 A+C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3

Meningococcal Group A+C

乙脑疫苗
2

Japanese Encephalitis



12 个月-24 个月 疫苗套餐

12 months to 24 months old Vaccination Rider

项目 内容 数量

Contents Details Number

医生咨询包括： 12 个月

1体检及发育跟踪； 12 months

辅食及营养建议；

疾病筛查 15 个月

1Doctor visits include: 15 months

- Physical examination

- Growth tracking 18 个月

1- Dietary advice 18 months

- Disease screening

24 个月

124 months

疫苗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沛儿）
1

Vaccinations PCV-13 (Prevenar)

水痘减毒活疫苗
1

Varicella

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
1

MMR

甲型肝炎纯化灭活疫苗儿童（维塞瑞安）
2

Hepatitis A (Vaqta)

脊灰-百白破-b 型流感嗜血杆菌（潘太欣五联）
1

IPV-DTaP-HIB (Pentaxim)

冻干乙型脑炎灭火疫苗
1

Japanese Encephalitis

ACYW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或冻干 A、C 群脑膜

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1

Meningococcal Group ACYW135 or

Meningococcal Group A, C

血检查 血常规
1

Lab Tests CBC lab test

血铅
1

Lead lab test



百汇医疗医院（门诊部）列表

序号 名称

1 上海瑞祥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虹桥

2 上海汇星金浦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

3 上海瑞浦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金桥

4 成都百汇馨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成都

5 苏州工业园区园汇诊所有限公司，苏州

筹备中：（计划 2019 年 10 月起）

6 上海新瑞医疗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广场

7 成都鹰阁医院有限公司，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