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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应被悉心呵护，感受世界的深情与爱意。 

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健康成长，享有世界的幸福与美好。 

执著于这真诚的夙愿，我们一直在努力。努力让孩子们

远离疾病的侵扰，努力让孩子们免受各大儿科医院的嘈杂、

拥挤，“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好医生”，守护本应属

于他们的纯真与烂漫。 

2018 年 9 月 25 日，我们发起“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

互助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开展儿科分级诊疗试点，组建高品质的儿科专科联盟，通过

统一培训、严格考核，筛选出“华西”标准的社区联盟医生，

让妈妈们体验“小病在社区、大病不出区”的儿科医疗服务。 

这一年多来，我们兢兢业业，收获了累累硕果。但是，

我们更翘首企足，期待您的关注与理解，期待能与您携手，

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健康的屏障。为此，我们现将项目运营

情况公告如下，希望得到您持续的支持： 

一、 我们是谁——华西妇儿联盟  

我们是儿科医联体“华西妇儿联盟”，诞生于 2017 年 11

月，由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充分发挥其在政策引导、平台搭建、

资源整合方面的综合管理优势，先后引进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以下简称“华西二院”）、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SZ300049）、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建立战略合作，共

同打造而成。 

我们积极探索儿科分级诊疗、家庭医生新模式。在成都

开展儿科分级诊疗试点以来，我们建立了“政府主导、专业

赋能、社企协同、社区互助”的社会治理机制，有效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真正将分级

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做实做细。截至目前，“华西妇

儿联盟”已覆盖成都 11个行政区，包括妇幼保健院 8 家、基

层医疗机构 107家、认证家庭医生 135名，并正向达州、巴

中、眉山、资阳、西昌等地数十家医疗机构拓展。 

我们不断发挥相互保险优势，升级妇儿保障体系。2019

年 5 月 10 日，在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牵头下，我们与众惠相

互签署战略协议，专营以医生为中心的相互保险计划，发挥

相互保险普惠性、非盈利性优势和特色，构建闭环式妇儿健

康分级诊疗保障体系，以“相互保险+科技”助力建设全国首

个妇儿全周期健康管理示范区，为保险业参与社会治理、服

务民生保障探索新路。 

二、 我们做什么——构筑千万妇儿家庭健康保障 

截至目前，我们已为成都市 4.38 万人次轻症儿童提供

线上预约、标准化看诊及直付结算体验，其中仅 1.2%患儿转

诊到华西附二院。试点区域中，基层儿科看诊人次同比增长



 

79.8%，次均看诊费用同比下降 24.20%——这些数字背后，

正是我们对孩子健康的孜孜以求。 

（一）筛选家庭医生：做孩子们的健康“守门人”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致力于解决“孩子看病难”问题。  

我们深知，当前，我国儿科“看病难”问题突出，家长

对儿科就诊的需求难以满足。三级医院或儿科专科医院等大

医院人满为患，家门口的社区医院优秀基层医生却屈指可数，

甚至缺乏合格的基层医生，无法缓解妈妈们“孩子看病难”

的焦虑。 

为此，我们联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培养了一大批高

素质的儿科医疗队伍，成立了由三甲医院、卫健部门、医学

协会共同参与的质量控制委员会，建立面向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医生的准入体系和执业标准，有效控制和提高基层

的医疗质量，通过统一培训、严格考核，筛选出“华西”标

准的社区联盟医生，为家庭医生赋能，真正地打造了一支群

众能够信任的基层儿科医生队伍。 

我们坚定地认为，孩子健康无小事。目前，我们已在成

都筛选 135名“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他们是孩子们“身

边的医生”，除了繁忙的日常就诊服务外，还要耐心细致，随

时回复众多妈妈们小到“怎么预防感冒”，大到“宝宝何时打

预防疫苗”的咨询问题，成为妈妈们最放心的、孩子健康的

“守门人”，真正实现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好医



 

生”的夙愿。 

（二）推出互助保险：让家庭“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我们始终心怀善念，致力于为患儿家庭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围绕基层医生机构和家庭，打造了儿童健康管理服

务内容，但我们依然渴望倾听会员妈妈们的反馈与意见，不

断根据妈妈们的意见升级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家长对

儿科就诊的需求。而妈妈们的莫大信任与期许，让我们无比

动容，更让我们在产品的打造之路上，丝毫不敢松懈，继续

降低患儿家庭门诊及用药负担，避免罹患重疾大病的患儿家

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在让更多患儿家庭“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使命感驱

使下，我们推出“家庭医生互助保险产品”——华西妇儿联

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每年只需缴费 999 元，可分期月缴 89

元，便可享家庭医生服务和保险保障。其中家庭医生服务包

括提供 7*24 小时家庭医生咨询服务、华西妇儿联盟医生门

诊预约、重症全年转诊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绿色通道。保

险保障则包括基层医院门诊费用可报销 2000 元，如遇大病

快速转诊治疗，并享受最高 100万元的兜底保障，为患儿家

庭减轻了诊疗压力。我们更推出了“体验版”，每年缴费 199

元，即可享受重大疾病绿色转诊服务和最高 100万元的医疗

费用，以满足更多家庭风险保障需求。 

（三）建立健康管理档案——携手构筑健康护城河 



 

我们始终锲而不舍，致力于会员健康的全面呵护。 

我们为参与会员建立健康档案，提供 50种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疗，并出具年度健康报告等，呵护每位宝宝健康成长。 

请相信，我们始终在与爸爸妈妈们并肩作战，为宝贝的

健康筑起坚固的护城河！流感季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发起“流

感季保卫宝宝健康”活动，为建档的孩子进行全面的健康评

估，在成都市高新区南新社区、龙泉驿区洛带镇公立卫生院，

600 支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提供的疫苗，方便宝宝安心

免费接种。 

（四）家庭医生进校园——带动更多家庭加入互助保障 

我们始终身体力行，致力于提升学校儿童疾病防控水平。 

2019 年 6 月 21 日-26 日，为加快成都高新区全国首个

妇儿全周期健康示范区建设，在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

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紧紧围绕高新区有关工作安排和部

署，组织开展了 5 期华西妇儿联盟教师培训，全面启动家庭

医生签约进校园活动。活动覆盖高新区 103所幼儿园，覆盖

率达 100%，组建线上微信群 107 个，覆盖家长约 28234 人，

回答家长咨数万次人次。 

我们邀请华西妇儿联盟医生代表及社区医院负责人，为

学校老师、校医、家长和小朋友们上了一堂堂生动形象的“儿

童传染病的预防”健康知识讲座，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精彩

有趣的配图、生动形象的比喻，介绍传染性疾病以及构成传



 

染性疾病的要素，要求各校医全面了解儿童比较常见的典型

传染病病症。从病毒种类、潜伏期、流行季节、传染的强度、

主要临床表现、病程、并发症、家庭护理、预防措施等，以

及增强自身抵抗力、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全方位普及儿童疾

病防控医学知识，获得学校老师、家长等的一致认可，推动

更多家庭和孩子加入我们的互助计划。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合计 7847 名儿童参加“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

划”。 

三、 我们做得怎样——政府支持与公众口碑 

（一）政府大力支持 

我们深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化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国务院亦多次对分级诊疗工作作出部署。因此，

我们积极践行国家“分级诊疗”政策落地，并取得显著成效，

得到了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和四川省

政府、成都市委、市政府等多个政府部门及各研究机构、学

者的大力支持。 

2018 年 10 月，原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印发《成都地区妇

儿联盟建设实施方案》，要求以“华西妇儿联盟”模式解决全

川儿科“打拥堂”难题。 

2019 年 1 月 18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参加成都

高新区与华西二院共同举办“四川妇儿健康全周期管理论



 

坛”。 

2019 年 1月，由国投高新、华西二院、成都高新区管委

会共同举办的“闭环式妇儿健康分级诊疗保障体系”发布会

在成都隆重举行。启动并签署《高新华西妇儿联盟妇儿健康

全周期管理服务项目战略协议》 。 

2019 年 4月，成都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瑞武来京

调研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并听取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

助计划汇报。 

2019 年 5月，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牵头

进一步优化升级华西妇儿联盟项目，并与众惠相互签署战略

协议，助力建设全国首个妇儿全周期健康管理示范区。 

2019 年 7月，成都市副市长敬静现场调研，并要求加快

推进华西妇儿联盟项目。 

2019 年 7月，成都市政协成都高新区工作委员会调研华

西妇儿联盟分级诊疗模式。 

2019 年 8 月，四川副省长王一宏视察“华西妇儿联盟”

分级诊疗和“互联网+医疗”创新。 

2019 年 8月，受中国银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委托，四

川、北京银保监局调研华西妇儿联盟项目。 

2019 年 12 月，成都高新区财政出资 130 万元，为辖区

内现役军人、残疾人、低保等家庭子女 1300 余人赠送“华西

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计划和服务项目，以解决其儿童健



 

康管理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二）主流媒体报道和学界研究 

2019 年 7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看病花销大 保险

来兜底——成都引入保险工具激励分级诊疗，解决“门诊费

用高，儿科用药贵”等问题》的文章，全面报道华西妇儿联

盟及家庭医生互助计划运行情况。 

2019 年 7月 8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华西妇

儿联盟”为例，介绍近年来我国各地大型儿童医院牵头成立

儿科医疗集团和专科联盟，在儿童白血病治疗方面取得的成

绩。 

2019 年 8 月 19 日，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杨燕绥教

授调研项目。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医疗服务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杨燕绥教授牵头成立课题组，对项目进行跟踪、研究

与评估，肯定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为基层医生赋能的优秀案

例”，并将支持我们健康发展和复制全国，推动我国分级诊疗

改革落地； 

2019年 9月 17日，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实地调研。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赴成都当地社区医院，实地

调研我们的互助计划，详细了解相互保险机制创新实践。 

2019 年 9月 10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邢泉升等全国知名儿科专家，就“华西妇

儿联盟”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高新区管委会座谈。 



 

2019 年 10 月 12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院组织召开“联

体·连心·共建”中国医院医联体建设研讨会，重点介绍分

享华西妇儿联盟高新模式成功经验。 

（三）荣誉获奖大事件 

方舟奖：2019 年 7 月 12 日，荣获 2019年金牌保险产品

“方舟奖”。该奖项由《证券时报》和“中国保险自查管理业

协会”联合主办。 

商业向善奖：2019 年 10 月 17 日，荣获 2019“商业向

善奖”。该奖项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发布。 

华为公司 IDC 数字化转型奖：2019 年 10 月 22日，荣获

“华为公司 IDC数字化转型奖”。该奖项由华为公司主办。 

健康保险行业杰出产品创新奖：2019 年 10月 23日，第

三届亚太区健康与养老保险国际峰会暨“金创奖”颁奖典礼

上，荣获“健康保险行业杰出产品创新”奖项。 

前海优秀金融创新奖：2019 年 11 月 22 日，荣获 2019

年度“前海优秀金融创新”案例奖。该奖项由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主办。 

保险业信息化年度优秀案例奖：2019 年 12月 12日，荣

获 2019年“保险业信息化年度优秀案例”二等奖。该奖项由

中国银保监会下属中国银行保险报主办。 

四、 我们的经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



 

计划”互助保险基金年度总额 709.49万元。主要支出情况如

下： 

（一）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本计划项下保险产品的税

费、保险保障基金 6.39万元； 

（二）按本计划《公约》约定，按照年度互助保险基金

总额的 8%的标准，向本计划运营方众惠相互支付运营及服务

成本 56.76万元； 

（三）列支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费用 127.71万元； 

（四）列支医疗机构赔付支出（理赔费用）及质量控制

费 239.21万元； 

（五）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60.77 万元；未决赔款准备

金是指为参保儿童已经发生就诊行为但尚未完成赔款流程

而预留的资金准备； 

（六）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87.27万元；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是指预测参保儿童未来（承保期内）发生就诊行为所

产生的医疗费用而预留的资金准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华西妇儿联盟家庭医生互助

计划经营结果为亏损 68.62万元；众惠相互将以自有资金承

担该项损失，履行对参保儿童的保障责任，同时确保服务质

量。 

五、 2020年，我们的发展目标 

2020年度，众惠相互将与华西妇儿联盟紧密配合，强化



 

华西妇儿联盟对社区医疗机构及家庭医生的质量管理，力争

实现经营结余，并实现对社区医疗机构，以及家庭医生的控

费激励。拟采取措施包括： 

（一）发扬互助计划精神和宗旨，加强宣传发动，吸引

更多的适龄儿童加入互助计划； 

（二）对接成都市医保“少儿互助金”系统； 

（三）加强家庭医生团队建设，做好儿童科学养育健康

管理，让孩子少得病； 

（四）与华西妇儿联盟深度合作，加强对家庭医生团队

的专业能力培训和质量考核，提高医学服务水平； 

（五）完善诊疗路径，调整用药清单； 

（六）引入互联网医院进入华西妇儿联盟服务体系。 

 

 

2020 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