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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烽火台 畅享家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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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0年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和统筹基金支出 2012-2020年职工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和人均待遇次数

数据源：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次均住院费用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

院费用为12657元，比上年增长6.5%。

• 2020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人均就诊5.0次，比上年减少1.4次；

住院率15.9%，比上年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在职职工住院

率为8.6%，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退休人员住院率为36.0%，

比上年下降6.5个百分点。

产品开发背景



2020年居民医保各级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 住院报销水平稳步提高。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
支付70.0%，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按医疗机构等级分，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分别为：三级65.1%、二级
73.0%、一级及以下79.8%。其中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政策
范围内基金支付74.6%，比三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高出9.5个
百分点。

医保谈判 抗癌神药 医疗改革
名贵药品纳入医保，保障额度再次提升

全面体现家国情怀

2021医疗大事记

产品开发背景

数据源：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烽火台又称烽燧，俗称烽堠、烟墩、墩台。古时用于点燃烟火

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敌人入

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

递消息。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

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可以多次给付自带豁免的医疗险！

有长城，更保险

当健康面临着风险，有没有一款保险可以跟长城烽火台一样守
护着我们的健康？

意义与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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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年龄
0周岁（指出生满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65周岁

（含），被保险人投保时须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

疗，并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交费期间

趸交，3/5年交

基本保额规则

≤45岁：5万起，1万整数
倍递增，最高10万
＞45岁：5万

等待期

90天

交费方式

趸交，年交

保险期间

5年

烽火台

产品要素



医保补偿金额 不属于医保补偿金额范围项目

本主险合同的医保补偿金额是指被

保险人在接受治疗期间发生的医疗

费用，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结算后，被

保险人从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

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获得的医疗费

用补偿的金额。

未经基本医疗保险、公费

医疗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结算的医疗费用均不属于

本主险合同的医保补偿金

额范围。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90日内（含第90日）为等待期。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确诊疾病，无论该疾病导致的医疗费用发生在等待期内还
是在等待期外，我们均不对医保补偿金额进行累计，且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医保补偿
金额

产品责任-医保补偿金额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经医院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所患
疾病必须接受治疗的，且被保险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我们将对被
保险人治疗期间实际支出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所对应获得的
医保补偿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医保补偿金额达到下列标准时，我
们将依次对应给付疾病治疗津贴保险金：

产品责任-疾病治疗津贴

10倍基本保额

最高百万守护

医保累计 依次给付 没有间隔 10倍呵护

当累计医保补偿金额达到人民
币5万元，我们将按本主险合同
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第一次疾
病治疗津贴保险金，本主险合
同的现金价值自该给付之日起
即降为零，本主险合同继续有
效；

继续有效 继续有效继续有效 继续有效 合同终止



指被保险人在住院前30日（含住院当日）

内或出院后30日（含出院当日）内发生的

与该次住院相同原因的门急诊医疗费用，

包括诊疗费、检查检验费、治疗费、药品

费、救护车使用费（但不包括特殊门诊医

疗费用和门诊手术医疗费用）。

住院医疗费用

指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发生的

住院医疗费用。对于保险期间

届满前发生的且延续至满期后

180日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我

们仍将按照本主险合同的约定

对医保补偿金额进行累计。

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门诊手术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

指被保险人在特殊门诊治疗期间发生的特
殊门诊医疗费用，包括：
（1）门诊“恶性肿瘤——重度”、“恶性肿
瘤——轻度”治疗费用，包括化学疗法、放
射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
肿瘤靶向疗法的治疗费用；
（2）门诊肾透析费；
（3）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

指被保险人在门诊手术治
疗期间发生的门诊手术医
疗费用。

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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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费

加床费

膳食费

药品费

材料费

医生费（诊疗费）

治疗费

护理费

检查化验费

器官移植费
救护车费用

住院医疗费用

手术费

住院医疗费用



五万医保补偿金

豁免保费更安心

疾病治疗豁免保险费

疾病治疗豁免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累计获得的医保补
偿金额达到人民币5万元后，我
们将豁免本主险合同自上述标
准达到之日起的续期保险费，
本主险合同继续有效。
被豁免的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
视为已交纳。



责任免除及健康告知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我们不对医保补偿金额进行累计。
一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 被保险人斗殴，酗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四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
动车；

五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六 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
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八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九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十 本主险合同生效时未如实告知的现患疾病或既往症，及本主险合同特别约定
除外的疾病和治疗；

十一 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分娩（含难产）、流产、堕胎、节育（含
绝育）、产前产后检查以及由以上原因引起的并发症；

十二 精神疾患、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十三 被保险人被冒名住院、被保险人未到达医院就诊（即代诊）引起的医疗费用。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2.2保
险责任”、“3.2保险事故通知”、“8.1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9.7医院”、
“9.11住院”、“9.12住院医疗费用”、“9.13恶性肿瘤——重度”、“9.14恶性
肿瘤——轻度”中以粗斜形式显示的内容。

责任免除
1、（被保险人）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 （投保人）身高 厘米，体重 公斤。
2、您是否每日吸烟超过10支，若是，请详述每日吸烟支数及吸烟年限；每日饮酒（白酒）超过100毫
升？若是，请详述饮酒量、饮酒年限。
3、您是否曾经或正在使用任何成瘾药物,如镇静安眠剂、迷幻药、吸食有机溶剂或毒品？
4、您在过去6个月内是否有下列情形：反复头痛、眩晕、晕厥、咯血、胸痛、呼吸困难、呕血、黄疸、
便血、听力下降、耳鸣、复视、视力明显下降、原因不明的皮肤或粘膜或齿龈出血、原因不明的发热、
体重下降（3个月内超过5公斤）、原因不明的肌肉萎缩、身体的其他感觉异常或活动障碍等。
5、您在过去两年内是否做过血压、血液化验、心电图、X线、B超、超声心动图、CT、核磁共振、内
窥镜及活体组织检查？若是，请在“特别说明”栏中注明检查原因、检查时间与检查结果。
6、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诊疗或者医生建议住院诊疗？若有,请写明原因、时间、治疗结果及医院
名称
7、您是否目前或曾经患有，或被怀疑患有下列疾病？
(1)呼吸系统疾病（例如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结核、肺纤维化等）；
(2)心血管疾病（例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先天性心脏病等）；
(3)脑血管疾病（例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塞、脑出血、脑动脉瘤等）；
(4)消化系统疾病（例如消化道溃疡、胰腺炎、肝炎、肝硬化、溃疡性结肠炎等）；
(5)血液系统疾病（例如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紫癜等）；
(6)泌尿系统疾病（例如血尿、蛋白尿、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功能衰竭等）；
(7)内分泌和自身免疫疾病（例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
柱炎、结缔组织病等）
(8)眼、耳、鼻、喉、口腔疾病（例如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中耳炎等）；
(9)神经及精神系统疾病（例如癫痫、帕金森氏病、阿尔茨海默氏病、抑郁症等）
(10)恶性肿瘤、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的肿瘤、息肉、肿块、结节、囊肿、赘生物；
(11)上述未提及的疾病或症状。
8、您是否患有或被怀疑患有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职业病？是否有智力发育异常？是否失明、
聋哑、小儿麻痹后遗症？是否有脊柱、胸廓、四肢、五官、手指、足趾畸形或功能障碍？
9、您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中，是否有人患有癌症、糖尿病、多囊肝、多囊肾、血友病、精神疾
病及其他遗传性疾病？
10、女性告知（大于等于14周岁填写）您目前如已怀孕，孕周是否≥16周？如是请告知具体孕周___周。
11、两周岁以下儿童（含两周岁）告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是否出生体重<2.5kg、早产（不足37周）、出生时留院超过10天、双胞胎、多胞胎、早产、难产、
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畸形、体重不增或增长缓慢？

健康告知



投保规则及费率表

投保年龄
0周岁（指出生满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65周岁

（含）

保额规则

投保年龄 基本保额

≤45周岁
5万、6万、7万、8万、9万、

10万

＞45周岁 5万

职业规则 仅限医疗险职业分类中的一类职业投保

特殊规则

1.同一被保险人仅限一份有效保单；
2.同一被保险人仅限一份定额给付医疗保险，即长城烽火
台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互联网）（00705）和长城烽火台
定额给付医疗保险（00706）不得重复投保；
3.被保险人投保时须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年龄
男性 女性

趸交 3年交 5年交 趸交 3年交 5年交

0 202.70 74.30 47.10 202.80 74.30 47.10

5 150.40 55.10 34.90 150.40 55.10 34.90

10 149.80 54.90 34.80 149.80 54.90 34.80

15 152.60 55.90 35.40 152.60 55.90 35.40

20 158.30 58.00 36.80 158.40 58.00 36.80

25 170.30 62.40 39.60 170.50 62.40 39.60

30 238.30 87.40 55.60 238.60 87.50 55.60

35 388.50 142.70 90.90 389.10 142.80 90.90

40 566.10 208.40 133.20 567.40 208.60 133.20

45 978.90 361.60 232.50 982.50 362.20 232.50

50 1493.60 554.50 359.80 1502.00 555.90 359.50

55 2127.40 795.50 522.00 2144.30 798.20 521.40

60 3335.20 1261.00 844.90 3373.00 1267.40 843.40

65 4445.90 1709.20 1175.00 4522.90 1721.90 1170.80

投保规则 费率表

• 上表为1万元基本保额对应的年交费率表。



投保示例1

产品名称 基本保额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年交保费

长城吉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挚爱版）-基
本部分

30万 20年 终身 7920元

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10万 5年 5年 556元

长城安心无忧百万医疗保险 200万 1年 1年
首年267元
续年386元

30周岁城女士，已有基本医疗保险，为自己同时投保长城吉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挚爱版）、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
疗保险、以及长城安心无忧百万医疗保险，具体如下：

等待期后，城女士的保障如下：
 吉康挚爱：轻症3次最高累计27万；中症2次最高累计30万；成人特定疾病额外给付30万，

重疾2次最高累计60万；（首次患重疾，后续每年7920元豁免）

 烽火台最高享受100万保障；（累计获得的医保补偿金额达到人民币5万元，后续每年

556元豁免）

 安心无忧百万医疗最高享受400万保障（首次患重疾，豁免保证续保期内的剩余各保险期

间对应保费386元）

重疾医疗加百万，三重豁免显大爱



30周岁山先生，已有基本医疗保险，为自己同时投保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
疗保险，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基本保额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年交保费

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 159100元 5年 保至105周岁 50000元

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10万元 5年 5年 556元

 在烽火台等待期后且在保险期间内：

 若山先生医保补偿金额累计达到30万：100万烽火台疾病治疗津贴+山海关第6个保单年

度初可通过减保领取的部分现金价值，超百万的贴心守护

 山先生若不出险，5年满期后：

 第6个保单年度初可通过减保领取山海关部分现金价值，使用其中的4545元再次购买烽

火台，给予山先生第2个5年保障。

“山海稳健，烽火情怀”

投保示例2

备注：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减保须符合该产品减保规则。上述4545元为再次购买烽火台的总保费。



产品名称 基本保额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年交保费

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 318200元 5年 保至105周岁 100000元

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疗保险 10万元 趸交 5年 2383元

 在烽火台等待期后且在保险期间内：

 若山先生医保补偿金额累计达到30万：100万烽火台疾病治疗津贴+山海关第6个保单年

度初可通过减保领取的部分现金价值，合计超百万的贴心守护。

 山先生若不出险，5年满期后：

 第6个保单年度初可通过减保领取山海关部分现金价值，使用其中的3885元再次购买烽

火台，给予山先生第2个5年保障。

“山海稳健，烽火轮回”

投保示例3

30周岁山先生，已有基本医疗保险，为自己同时投保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长城烽火台定额给付医
疗保险，具体如下：

备注：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减保须符合该产品减保规则。备注：长城山海关增额两全保险减保须符合该产品减保规则。上述3885元为再次购买烽火台的趸交保费。



产品特色03



产品
特色

低门槛 高杠杆

烽火台费率有诚意，最低0.88元/

天，最高享受百万守护

自带医疗豁免 保障依然有效

• 累计获得的医保补偿金额达到5万元后，豁免本
主险续期保险费，本主险合同继续有效。

• 被豁免的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视为已交纳。

多次赔付 逐步递增

• 累计医保补偿金额达到或超过5万，将依次
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倍数进行给付，最多5
次赔付；

• 保险期间内，最高享受10倍基本保额

住院费用可延期 住院前后门急诊费用
更友好
• 住院期间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保险期间届满

发生的费用可延续至合同届满180天

• 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为住院前30天（含住院
当日）或出院后30天（含出院当日）内发生的与
该次住院相同原因的门急诊医疗费用。

保障范围广 全家可投保

• 名贵药品纳入医保，医疗报销范围广

• 年龄覆盖到30天-65周岁，覆盖客群广

• 全家三代可投保，全家健康不能少

重疾好伴侣 山海有机体

• 5年烽火台，搭配重疾和百万，豁免保费重关爱

• 5年烽火台，加持山海关，更显长城情怀

产品特色



最高
百万守护

低门槛 高杠杆

男性/年龄（周岁）
5年交

10万保额
对应费率（元）

0 471

5 349

10 348

15 354

20 368

25 396

30 556

35 909

40 1332

45 2325

6岁儿童，10万保额，5年交
费率324元/年，颇具诚意
折合人民币0.89元/天



+50万

+20万

+10万

+10万

10万

累计医保补偿
金额达到5万

累计医保补偿
金额达到10万

累计医保补偿
金额达到15万

累计医保补偿
金额达到20万

累计医保补偿
金额达到30万

烽火台

多次赔付的医疗险

无时间间隔

对档依次赔付

先报再赔
医保双享

多次赔付逐步递增

1倍基本保额

累计2倍基本保额

累计3倍基本保额

累计5倍基本保额
累计10倍
基本保额

注：以上基于基本保额为10万的情形。



父母

未成年人
儿童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烽火台
定额给付医疗

覆盖人群广全家可投保

三代可投保覆盖人群广医保补偿达5万 烽火节节高

注：须通过核保审核。

0周岁（指出生满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至65周岁（含），被保险人投保时须已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并符合投保当时我

们的规定



自带医疗豁免保障仍有效

医保补偿达5万，豁免保费显诚意

•累计获得的医保补偿金额达到5万元后，
豁免本主险续期保险费，本主险合同继续
有效。

•被豁免的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视为已交纳。



4、可增可见张弛有度

住院期间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保险期间届

满发生的费用可延续至合同届满180天

住院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为住院前30天（含

住院当日）或出院后30天（含出院当日）内

发生的与该次住院相同原因的门急诊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

住院医疗费用可延期

180天

住院前后门急诊

前30天也纳入

住院费用可延期前后门急诊更友好



重疾
好伴侣 增额寿险

保障补充

重疾好伴侣山海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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