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服务专线：400-810-9339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理赔申请书

理赔案号：     

出险人姓名 国籍 保险单号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出险人类型 □被保险人本人         □被保险人之配偶          □被保险人之子女         □被保险人之父亲或母亲

申请类型 □门急诊、住院医疗 □意外伤害医疗 □重大疾病 □因病身故 □因病全残 □意外身故
 □意外残疾 □生育医疗 □住院津贴 □失能 □老年金 □保费豁免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原因：

 详细经过：

出险人现状 □治疗中      □治疗结束      □身故（身故日：        年    月    日）         □残疾           □其他请详述

出险人是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保险 □是    承保公司、险种、保额（                                        ）    □否

申请人： （如有多名受益人，请每名受益人分别填写申请书并签字确认）

申请人身份 □被保险人本人        □指定受益人        □法定继承人        □受益人（法定继承人）的监护人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关系        □配偶        □子女        □父母        □其他               

受益人姓名  性  别 □男   □女 职业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省/直辖市 市 区/县 邮政编码

E-mail（如有请填写） 是否委托他人办理理赔申请 □是（请出具《理赔授权委托书》）□否

领款人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 分行 支行 分理处 所

开户行省市

开户名   账号 

声明与授权：

1、 本人保证理赔申请书上所填写的内容真实详尽；

2、 本人同意贵公司向医疗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调阅、摘抄、复印与理赔申请相关的资料，承诺配合贵公司合理的调查
行为，例如按要求至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接待调查人员的拜访等，若本人未尽上述同意或承诺义务，本人愿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3、 因本人或代理人过错而导致转账不成功，未及时或未收到保险金，贵公司不承担责任。

4、 被保险人与投保单位关系确认：在职员工（                     ）       退休员工（                     ）            已离职（                     ）

申请人：                                         日期：                  年         月         日

投保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事
故
经
过

投保单位证明：

投保单位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服务专线：400-810-9339

申请项目 应备资料 说明 索取方式

 疾病住院津贴 1、2、4、5、6

 意外住院津贴 1、2、4、5、6、9

 重大疾病 1、2、4、7

 重大疾病（意外） 1、2、4、7、9

 意外残疾 1、2、9、11

 疾病身故 1、2、3、10、12、14

 意外身故 1、2、3、9、10、12、14

 疾病全残 1、2、4、11

 意外医疗 1、2、4、5、6、9

 自驾车意外残疾 1、2、8、9、11

 自驾车意外身故 1、2、3、8、9、10、12、14

 门急诊住院医疗 1、2、4、5、6

 生育 1、2、4、5、6、13

重要提示：

以上材料为您办理理赔申请时所需的基本材
料，但由于保险事故的具体情况不同，本公司可
能还会需要您提供一些与本次理赔相关的其他材
料，如果需要，我公司理赔部门会及时与您取得
联系。如委托他人代办理赔申请，需提供受益人
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注明授权范围），同时
提供受益人、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1. 理赔申请书，保险合同

2.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或
户籍证明

3. 受益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

4. 诊断证明（附病理、
血液、检查报告）

5. 住院病历/门诊病历

6. 医疗费用收据及明细清单

7. 重大疾病诊治报告书

8. 驾驶证、行驶证

9. 意外事故证明（公安、
交通等）

10. 死亡证明书

11. 医院鉴定诊断书或司法
鉴定诊断书

12. 户口注销证明

13. 结婚证、生育证

14. 火化证明

★申请时，提供各类证明原
件，公司审核结案后，原
件返还客户，公司留存复
印件（医疗收据除外）

1、 人身险理赔申请书等理
赔申请的相关表格：您
可以向您的保单服务人
员索取、或到我公司免
费领取。

2、 门（急）诊病历/出院小
结/医疗费用收据、费用
清 单 （ 处 方 ） / 诊 断 证
明：请向就诊医院索取。

3、 意外事故证明：请您联
系相关部门，如交通事
故，可向交警部门索要
“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认 定
书”等权威部门提供的
证明材料。

4、 司法鉴定书或医院鉴定
诊断书：残疾保险金的
索赔须提供残疾诊断证
明，您可以从我公司认
可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获得该项证明。

伤残鉴定部门由理赔部
指定，在您前往鉴定前，请
务必和理赔部取得联系，并
领取鉴定通知书，我们会提
示您必要的注意事项。

理赔温馨提示

1、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您或您的家属及时通知我公司。

对于意外事故、可能涉及身故、残疾等索赔金额较高的
保险事故，请您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我们，以便减少因事
故原因、事故性质难于认定，而给您后期理赔带来的麻烦和
损失。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报案：

1、请拨打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10-9339
2、联系保单服务人员

2、就诊医院：

您若欲在我公司索赔医疗相关保险金，请根据保险合同
约定，前往本公司的定点医院进行诊治。

您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到本公司定点医院诊治，需及时通
知我公司，并得到我公司的同意。否则将有可能给您的理赔
带来不便和损失。

3、诊治项目和药品：

如您投保我公司医疗报销型保险，请您在就诊时提示医
生自身的保险情况。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您的各项医疗费
用，需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含公费）管理部门的规定。

1、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您或您的家属及时通知我公司。

对于意外事故、可能涉及身故、残疾等索赔金额较高的
保险事故，请您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我们，以便减少因事
故原因、事故性质难于认定，而给您后期理赔带来的麻烦和
损失。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报案：

1、请拨打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10-9339
2、联系保单服务人员

2、就诊医院：

您若欲在我公司索赔医疗相关保险金，请根据保险合同
约定，前往本公司的定点医院进行诊治。

您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到本公司定点医院诊治，需及时通
知我公司，并得到我公司的同意。否则将有可能给您的理赔
带来不便和损失。

3、诊治项目和药品：

如您投保我公司医疗报销型保险，请您在就诊时提示医
生自身的保险情况。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您的各项医疗费
用，需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含公费）管理部门的规定。

住院治疗者须提供个人住院费用结算清单。

 4、伤残鉴定： 

当您需索赔残疾保险金时，请您前往我公司认可的、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完成鉴定，获得鉴定证明。在您前往鉴定
之前，请与我公司理赔部门取得联系，我们会就相关注意
事项给予您详细的提示。

5、死亡保险金受益人的确定：

如果被保险人指定了身故受益人，该受益人享有保险
金请求权；如果未指定身故受益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身
故受益人为法定的遗产继承人。需提供相关公证文件或司
法机关生效判决以确定继承人身份。

5、理赔处理：

在我们收齐您的理赔申请材料之后：一般案件将在5个
工作日内结案；需调查的案件（索赔金额较高的重大疾病、
残疾、身故案件），理赔时效可能会超过五个工作日，但
我们保证会在法定时效内及时结案，同时我们会主动与您
和投保单位进行沟通，以便使您了解案件的进展程度。

欢迎您拨打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了解您的理
赔申请处理进度，同时，使我们的服务日臻完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