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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全球特药
险2021版投保通道正式开启，其中，海南版1
人1年保费仅需29元，全国版39元起。投保
仍然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且既
往症可保可赔，实现全新突破。参保人可通过
官方指定投保平台“乐城发布”或“乐城先行区
管理局发布”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参保，可以
同时为父母、配偶和子女投保。

乐城全球特药险是首款由政府指导的省
级惠民型全球特药险，2020年一经推出就受
到广泛关注，上线仅仅2天，参保就突破10万
人，最终参保人数超过170万人。作为海南省
惠及近千万居民的重大惠民项目，乐城全球特
药险2021版对产品进行了保障升级。

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海南版在维持29
元1人1年的保费标准、100万元保额的基础
上，从药品数量、惠及人群和健康服务等方面
对产品进行了全面升级——

一是药品数量更多，从去年的70种增加
到100种，包括75种海外特药和25种国内社
保外特药，涵盖海南高发的肝癌、肺癌、乳腺
癌、结直肠癌、胃癌等，同时增加白血病、前列
腺癌、淋巴癌等高发病种；

二是惠及人群更广，海南省户籍人员、海
南省身份证持有人、海南省当地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可参保，不限年龄、不
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既往症可保可赔，比如若肺癌患者投保后
因其他病症需赔付，具体病症不是由既往症引
起的，可以正常赔付，若具体病症是由既往症
引起的，则按比例赔付，这是今年特药险“带病
体投保”的重大突破；

三是健康服务范围扩大，升级8项增值服
务，包括全球找药服务、患者招募服务、癌症基因
检测服务、重大疾病早筛、质子重离子就医直通
车、图文问诊、海外二次诊疗和紧急救援服务。

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全国版每年39元
起，支持中国大陆境内居住的所有国籍人士进
行投保，首次投保年龄在出生满28日至60周岁
之间，非首次投保年龄不超过99岁。包含100
种特定药品保障、10种海外医疗器械保障、12项
健康管理服务，家庭单投保可享更低价格。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刚表
示，乐城全球特药险的诞生，是海南自贸港制
度集成创新的一个小案例、小缩影。此次
2021版创新，再次打破了既有的诸多制度框
架，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自主改大胆闯大胆试的魄力，也标志着乐城在
惠民服务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介绍，自2020年首次推出以来，经过一
年的保障服务，乐城全球特药险持续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发展思想，在解决国内患
者“用药难、用药贵”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性进
展，凝聚多方力量，将医疗、特药、保险与民生
有机结合，完善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乐
城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功能平台发挥作
用，提升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具体体现，
也为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乐城全球特药险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承保，由鲲鹏保险经纪（北京）
有限公司提供经纪服务，海南圆心惠保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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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乐城特药险，我父亲才得以
继续接受治疗，29元的保险帮我们家
解决了大难题。”近日，得知海南自贸
港博鳌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版上线
后，海南文昌居民李兴勇十分激动，他
去年帮家人投保了乐城特药险2020
版，后来正是依靠乐城特药险的支持，
才得以支付父亲昂贵的医疗费用。

据介绍，2020年10月，李兴勇85
岁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每个月需要
支付的治疗费用大约4万元，这对于
很多普通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担的。

“我很幸运，9月为父亲购买了29
元的乐城特药险。正因为特药险的理
赔，父亲的生命才得以延续。”李兴勇
说，他是经朋友介绍买的，“当时朋友
说这个保险是政府指导的惠民政策，
是给我们海南人的福利，我看价格也
很便宜，保障金额也挺高，就给家里人

投保了。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李兴勇说，他是2020年 9月 28

日给父亲投保的，10月1日生效。10
月中旬父亲身感不适，经常摔倒，到
文昌人民医院就诊时被确诊为肺癌，

“父亲确诊后几个月，母亲就去世
了。因父亲年龄较大，无法进行手
术，医生建议进行靶向药物治疗。如
果不进行治疗，那么父亲的生命只剩
下2-3个月的时间。”

“拿到诊断结果的时候还是挺难
接受的，父亲年纪大了，治疗也不确
定有没有效果，另一方面也有经济方
面的顾虑。”李兴勇说，为了给父亲治
疗，他与哥哥商量后，决定卖掉车子，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确实想过要不要
放弃治疗，每个月差不多4万元的用
药费用，压力很大。”

幸好还有乐城全球特药险为李

兴勇提供支持。“报案后保险公司很
快为我们启动了理赔流程，每次用药
之前会有专门的药师联系我们，将药
品送到医院内。目前父亲正在积极
治疗中。”李兴勇说，截至目前，父亲
共申请16次用药报销，累计获得理赔
金额38.6万余元。

李兴勇激动地说，乐城特药险这
个产品最让他满意的一点是便宜，大
部分人都买得起，“我肯定会给身边
人推荐的，因为我的家人就是实实在
在的受益者，确实因为这份29元的保
险，帮我解决了大难题。买保险的时
候谁都不希望以后用得上，但若真的
生病还是需要保险的保障。”

截至2021年5月底，乐城全球特
药险2020版全国参保人数已超170
万人，在已赔付案例中，预估满期赔
付最高可获赔55万元。

29元的乐城特药险
帮文昌这个家庭解决了“大难题”

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海南版
常见问题解答

1
Q：什么是乐城全球特药险？
A：乐城全球特药险（海南版）是

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区优质药械资源
打造的海南省惠民保障，是由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指导，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共同承保的一款境内
外治疗癌症和罕见病的特种药品费
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2
Q：怎么办理乐城全球特药险？
A：可关注【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发

布】微信公众号，或长按下方二维码
进行参保。

3
Q：哪些人群可以投保乐城全球

特药险（海南版）？
A：海南省户籍人员、海南省身份

证持有人、海南省当地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及其直系亲属。

4
Q：乐城全球特药险海南版投保

年龄有限制吗？
A：乐城全球特药险海南版对投

保年龄无限制。
5

Q：乐城全球特药险可以保障多
久？

A：乐城全球特药险保障时间为
一年。所有参保人统一自2021年10
月1日0时开始生效，2022年9月30
日24时终止，保险期间为1年。

6
Q：本人未参保乐城全球特药险，

是否可以为父母投保？
A：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为

配偶、子女、父母投保乐城全球特药
险，不受本人是否已参保的限制。

7
Q：既往症的情况下可以投保

吗？
A：本产品保险金额为100万，无

免赔额，赔付比例100%。有既往症
人群，因该既往症导致在保险期间内
发生的特定药品费用报销比例为
30%。

8
Q：乐城全球特药险存在等待期

吗？有免赔额吗？
A：乐城全球特药险无等待期、无

免赔额。
9

Q：什么是无免赔额、无等待期？
A：免赔额，是由保险公司和被

保险人事先约定的一个金额，被保
险人损失额在规定数额之内，自行
承担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保
险等待期，是指保险合同在生效的
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
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这段时
期称为等待期。

乐城全球特药险无免赔额，赔付
比例100%。有既往症人群，因该既
往症导致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特定
药品费用报销比例为30%。乐城全
球特药险2021海南版10月1日起生
效，生效后无等待期，即生效后立即
可申请赔付。

10
Q：什么是无须健康告知？
A：健康告知是保险公司在接受

客户投保申请前，要求投保人确认的
与健康因素有关的信息，以保证被保
险人的真实情况符合其承保风险要
求。乐城全球特药险2021海南版参
保无须健康告知、无年龄限制，即使
患病，也可享受保障。

11
Q：投保前已经使用的药物可以

报销吗？
A：保单生效前已经使用的药物

不可以报销，以保单生效后的处方为
赔付依据，投保前已患病的，按照
30%的比例赔付保单生效后的药品
费用。

12
Q：报销比例是多少？
A：本产品保险金额为100万，无

免赔额，赔付比例100%。有既往症人
群，因该既往症导致在保险期间内发
生的特定药品费用报销比例为30%。

13
Q：什么职业可以投保乐城全球

特药险？
A：投保乐城全球特药险，不限职

业类别。
14

Q：没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

疗可以购买乐城全球特药险吗？
A：海南省户籍人员、海南省身份

证持有人、海南省当地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可作为本保
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15
Q：已经有了医保还有必要购买

乐城全球特药险吗？
A：“乐城全球特药险”的保障范

围和医保的保障范围是互补关系。
16

Q：我在哪里可以查询到保单信
息呢？

A：关注“乐城特药险”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个人中心”-“特
药保单”，即可查看获取保单号及保
障信息。

17
Q：我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填

写错了，怎么改？
A：关注“乐城特药险”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个人中心”-“保
单批改”，发起批改申请。或拨打太
平洋保险服务热线95500-3。

18
Q：我该如何退保？
A：关注“乐城特药险”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个人中心”-“保
单退保”，发起退保申请。或拨打太
平洋保险服务热线95500-3。

19
Q：中途退保是否可以退费？
A：自本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

提出解除本合同，保险公司将退还保
单未满期保费，但保险金申请人已领
取过本保险合同项下任何保险金的
除外。保期未满可中途申请退保，未
满期保险费=保险费×（1-保险期间
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保险单已
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20
Q：出险后如何报案？
A：请拨打太平洋保险服务热线

95500-3进行报案，或者可通过关注
“乐城特药险”微信公众号发起线上
理赔申请。

21
Q：乐城全球特药险有哪些健康

管理服务？
A：乐城特药险可提供的健康增

值服务有全球找药服务、临床试验申
请（患者招募）服务、癌症基因检测服

务、重大疾病早筛、质子重离子就医
直通车、图文问诊、海外二诊服务、紧
急救援服务。

22
Q：增值服务如何申请？
A：乐城特药险增值服务均致电

客服专线95500-3（工作时间9：00-
18：00）提出预约申请。

23
Q：乐城全球特药险指定医疗机

构有哪些？
A：国内25种特定药品指定使用

医疗机构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医
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或者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
构，但不包括单独作为诊所、康复、护
理、疗养、戒酒、戒毒等或相类似的医
疗机构。同时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
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疗
设备，并且24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
驻院提供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国外75种特定药品指定使用医
疗机构为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博鳌恒
大国际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乐城分
院、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院、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乐城分院。

24
Q：理赔会与其他保险冲突吗？
A：没有冲突。被保险人发生

的医疗费用可以先后向不同的保
险产品申请理赔，但多次理赔的总
金额不会超过被保险人的医疗总
花费。“乐城特药险”的保障范围和
其他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是互补
关系。

25
Q：明年可以继续参保吗？
A：本产品不保证续保，保险期间

届满后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
请投保本产品，经保险人审核同意
后，投保人缴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
险合同。

26
Q：明年的保费有无变化？
A：根据本年度实际赔付和运营

情况，明年的保费可能会有略微浮
动，在保证产品稳定可持续的情况
下，经政府指导后，再进行相应的调
整。同时，在第二年参保期到来前做
公示，还请您密切关注“乐城先行区
管理局发布”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
最新动态。

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公共保税仓库内的

进口
药。

扫二维码，查看乐城
全球特药险海南版75种
海外药品清单和25种国
内药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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