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要提醒- 
 

尊敬的客户您好，感谢您购买平安境内险产品，为了更好的协助

您进行后续相关操作，您可了解下方重要提醒内容，建议您保留此页

以便后续查看，谢谢！ 

 

境内紧急救援电话             理赔入口 

 

95511 转 9 

 

 

 

 

- 详细指引 - 

 

一、境内救援流程 

1、在境内如何拨打救援电话 

2、如何申请救援 

3、救援服务介绍 

4、常见问题 Q&A 

 

二、理赔流程 

1、理赔方式 

2、理赔材料 

3、重要除外责任 

 4、常见问题 Q&A 

 

  



一、境内救援流程 

1、在境内如何拨打救援电话 

请拨打全国统一热线 95511转 9获得救援。 

2、如何申请救援 

如果您在旅游途中出现保险事故，请直接拨打平安服务热线 95511转 9，告

知客服人员您所需要的服务，并提供您所在地详情、您的保单号。平安将有专属

人员全程跟踪您的救援需求。 

紧急救援服务不可视为替代当地政府的公共救援服务，当发生重大紧急情况

时，为了得到最高效的救助，请优先拨打当地急救电话寻求救援，待紧急状况缓

解，可立即拨打平安境外救援电话 95511转 9，平安将竭诚为您服务。 

3、救援服务介绍 

*相应服务的费用额度和范围以产品保险条款和保险方案为准，超出保险责

任范围内的需自费。 

*救援公司电话协调并妥善安排相关服务，不保证派遣专员至现场进行协助。 

 

服务 责  任 

紧急医疗转运或

送返 

救援服务机构的授权医生从医疗角度认为被保险人病情需要，且当地

医院条件不能保证被保险人得到充分的救治时，救援服务机构将以事

发地能够提供的最合适的方式安排医疗设备、运输工具及随行医护人

员，将被保险人转运至授权医生认为更适当的医院接受治疗，救援公

司将承担相应的运送费用。 

*救援公司医生及被保险人主治医师有权针对被保险人伤病情况做出

专业的转运送返安排及判断是否有必要安排医疗护理人员。 

遗体/骨灰送返、

丧葬安排 

若被保险人不幸遭受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事故而致身故，救援公司承

担保险责任内事发当地的火化、安葬费用，或者运送遗体、骨灰返回

境内常住地的费用。 

丧葬安排费用包含：尸体防腐、保存、火化、运输及骨灰盒等材料和

服务费用。 

亲属前往探访、

处理后事 

因遭遇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在当地接受治疗时连续

住院时间七天(含)以上而需其亲属前往探视或因遭遇保险条款约定的

保险事故致其身故需要其亲属前往事发地办理善后，救援公司可代为

安排该被保险人的一位成年直系亲属从国内到被保险人入住医院探望

或前往事发地办理善后，协助安排往返机票（经济舱）及安排当地住

宿并承担相关费用。 

境内住院垫付及

电话医学咨询 
被保险人发生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事故时，救援公司可协助推荐当地

医院供选择，当被保险人费用不足时救援公司可为被保险人提供住院



期间医疗费用的担保/垫付和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垫付结束后，由救援公司代被保险人向平安申请理赔。 

*担保垫付金额需在保险方案规定的保障额度内。 

*电话医学咨询服务不应被视为电话诊疗、120或 911服务。 

 

4、常见问题 Q&A 

Q1 境内遭遇紧急情况举目无亲怎么办？ 

A1 若您在境内的预计住院时间超过七天(含)以上，我们可协助您的直系亲

属前往所在医院探访，并且为他们安排当地住宿。 

Q2 旅行期间若不幸身故怎么办？ 

A2 我们可安排被保险人的遗体或骨灰从身故地转送至其居住地。 

Q3 境内出险住院医疗费用怎么办？ 

A3 您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使用垫付服务，您无需额外支付。 

 

 

二、理赔流程： 

1、理赔方式 

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刻拨打平安服务电话：95511 转 9，

平安竭诚为您服务。 

其他情况，您可扫描右方二维码通过在线理赔小程序报案，

轻松实现在线理赔。 

   

2、理赔材料 

通用理赔材料 

（1）保单号； 

（2）被保险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 

（3）旅行交通票据（如机票、车票等）、酒店住宿票据、旅游团费单据等旅

行凭证 

 

单项理赔材料-人身意外类 



险种 责任 所需理赔材料 

平安旅行意外伤害

保险 

意外身故责任 

1.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

人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2. 户籍注销证明 

意外伤残责任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

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意外医疗责任 
释义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和医疗费用原始凭

证 

平安旅行附加住院

津贴保险 
住院津贴责任 释义医院出具的病历和住院证明 

平安个人酒店住宿

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身故责任 

1.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

人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2. 户籍注销证明 

3. 被保险人的酒店住宿票据 

4. 酒店出具的说明意外事故发生在酒店经营

场所范围内的证明 

意外伤残责任 

1.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

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2. 被保险人的酒店住宿票据 

3. 酒店出具的说明意外事故发生在酒店经

营场所范围内的证明 

平安附加旅行期间

急性病身故或全残

保险 

急性病身故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

明书，以及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急性病全残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

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平安附加交通工具

意外身故保险 
交通意外身故 

承运人或公安部门出具的交通工具意外事故

证明 

平安附加高原反应

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身故保险

责任 

1.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

人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2. 户籍注销证明 

意外伤残责任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

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意外医疗责任 
释义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和医疗费用原始凭

证 



平安附加高风险运

动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身故保险

责任 

1.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

人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2. 户籍注销证明 

3. 被保险人与高风险运动的组织方签订的运

动合同或相关凭证如门票 

4. 高风险运动的组织方或公安部门出具的事

故证明 

意外伤残责任 

1.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

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2. 被保险人与高风险运动的组织方签订的运

动合同或相关凭证如门票 

3. 高风险运动的组织方或公安部门出具的事

故证明 

平安附加个人自驾

游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身故保险

责任 

1. 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

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

人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2. 户籍注销证明 

意外伤残责任 
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

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单项理赔材料-责任类 

险种 责任 所需理赔材料 

平安旅行附加个人责任

保险 
个人责任 

1. 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相关材料； 

2. 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包括：受害人

的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等医疗原始单据；

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程度证明：受害人伤残的，

应当提供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伤残鉴定

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受害人

死亡的，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书； 

3. 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应包括：损失、

费用清单； 

4. 被保险人与受害人所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或

和解书；经判决或仲裁的，应提供判决文书或

仲裁裁决文书 

 

单项理赔材料-财产类 

险种 责任 所需理赔材料 

平安旅行附加行李物品

和旅行证件损失保险 

行李物品和

旅行证件损

失 

1. 财产损失清单，单件价格超过人民币

1000元的物品的购货发票原件 

2. 重新补办旅行证件的成本、手续费的费用



单据 

3. 发生第三方盗窃、抢劫案件的，警方出具

的报案证明 

4. 合法经营的承运人、酒店作为财产保管方

出具签章的书面证明文件，包含对事故的原

因、经过、损失情况的证明 

 

单项理赔材料-出行不便类 

险种 责任 所需理赔材料 

平安个人旅行航班延误

保险 

航班延误责

任 

1. 被保险人的登机牌 

2. 航空公司出具的关于延误或航班取消，以

及延误时间的证明材料 

 

3、重要除外责任（全量内容请以产品对应条款为准）： 

（1）平安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疾病、药物过敏、中暑、猝死； 

（二）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三）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四）因椎间盘膨出和突出造成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 

（五）营养费、康复费、辅助器具费、整容费、美容费、修复手术费、牙齿整形费、牙

齿修复费、镶牙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丧葬费。 

 
 （2）平安旅行附加行李物品和旅行证件损失保险条款 

下列各项损失不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内： 

（一）金银珠宝、首饰、水晶及其制品、玻璃及其制品、现金、证券、票据、信用卡、

代币卡、文件资料、动物、植物、食品饮料、家具、古董、古玩的损失。 

（二）用于商业活动的物品或样品的损失。 

（三）移动电话（或称手机）、手提电脑（或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游戏机、移

动影音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i-pod、i-touch、MP3/MP4/MP5播放机）、GPS商务助理设备

（或称 PDA）等用于商用和娱乐的电子设备的损失。 

（四）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刮痕和凹痕的损失。 

（五）机动车辆及其附件、船舶、飞机或其他运输工具的损失。 

（六）对于单件损失超过人民币 1000 元但被保险人无法提供购货发票原件的物品。 

 
 （3）平安个人旅行航班延误保险条款 

（一）被保险人在预订航班或投保时就已经知道或合理推断应该知道可能发生保险单载

明的时间或更长时间延误、或航班取消的情形的； 

（二）原预定航班于起飞时间 2小时之前（包括 2小时）被取消的； 

 
 （4）平安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被保险人参加下列运动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任何职业体育运动，或任何设有奖金或报酬的运动； 

（二）自行组织的活动，且未签订高风险运动合同的，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不在此限； 

 
 

 
 （5）平安旅行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二）椎间盘膨出或突出症、性病； 

（三）既往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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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并发症； 

（五）牙科治疗、整容、美容或修复、疗养、康复治疗、矫形、视力矫正手术。 

（六）被保险人患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期间； 

（七）被保险人违背医嘱而执意进行旅行，或被保险人旅行的目的就是寻求或接受治疗。 

 

4、常见问题 Q&A 

Q1 平安旅行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范围有哪些？ 

A1 提供出行途中的意外身故及残疾、意外医疗保障。 

Q2 保险起期能选当日吗？ 

A2 旅行意外险的保险起期一般最早只能是次日零时，详细以对应产品的投

保界面为准。 

Q3 旅游意外医疗如何理赔？ 

A3 您可扫描在线理赔二维码进行索赔，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95511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