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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ZAIF 3001《大病网络互助业务规范》分为以下2个部分：

——第1部分：总体规范；

——第2部分：调查规范；

本部分为T/ZAIF 3001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保险研究所互助保障研究中心、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华保（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中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尹铭、邵晓东、落红卫、王昕、常帅、黄超、金莎莎、沈晔、费斌杰、李剑、

杨玉函、崔志伟、魏丽、关峰、施慧、沈莉、方勇、郭成、陈颖、顾彦、梅桑、周秋仁、牛霄、邱翔、

张彤、申恒波、胡晓宇、沈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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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网络互助业务规范 第 1 部分：总体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大病网络互助的业务架构、业务流程以及数据安全和风险控制等。

本部分适用于大病网络互助业务的设计、开发和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病网络互助 critical disease mutual aid

大病网络互助机制 critical disease mutual aid mechanism

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自然人在互助计划管理人的发起和组织下，通过互联网加入互助计划，

并委托管理人管理、运营互助计划，约定当互助成员罹患重大疾病或因意外事故导致重大疾病且达

到约定的条件时，其他互助成员根据条款约定进行捐赠的互助共济机制。

3.2

互助计划 mutual aid program

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自然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所指向的特定的目标实体或关系实体。

3.3

互助计划条款 mutual aid clause

全体互助成员基于互助共济、平摊风险的共同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合同性文件，记载互助成员间

的权利义务、互助计划的组织架构等事项，以及委托管理人对互助计划进行管理、运营的合同性文

件。

3.4

互助成员 mutual aid member

因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而加入互助计划，互相约定在满足特定的条件时，以承诺金额为限接受或

分摊互助金的自然人，以及由这些自然人所代为加入的其他自然人。

注：互助成员享有受助权利，履行捐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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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互助平台 mutual aid platform

在网络互助活动中为互助成员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网络平台。

3.6

互助事件 mutual aid event

互助计划条款约定的且达到互助条件的风险事件。

注：如罹患重大疾病。

3.7

互助申请人 mutual aid applicant

发生互助事件，并提出互助申请的互助成员。

3.8

互助金 mutual aid money

互助成员发生互助事件时，从同一互助计划中其他互助成员处获取的捐赠款项。

3.9

互助计划管理人 mutual aid program manager

接受全体互助成员的委托，根据约定履行对互助计划的运营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修改计

划条款、履行赔付案件事后核验、赔付案件信息公示、收取及划付互助金等）的法人组织。

3.10

管理费 management fee

根据计划条款的约定，作为平台运营者履行互助计划运营管理义务的对价，由全体互助成员向平台

运营者支付的费用。

注：管理费可用于支付案件调查、审核的相关费用，互助金收、支的相关费用，诉讼、仲裁、公证等费用，以及其

他管理及运营费用。

4 基本准则

大病网络互助针对意外事故、重大疾病等风险事件，集合具有同质风险的人员，在网络互助成员发

生互助事件或满足互助条件后，由全体成员按照约定条件进行分摊，向该成员提供互助资金支持，以满

足群体的保障需要，平台运营者不承担保证给付的责任和传统意义上的保险风险。为保障大病网络互助

计划长期稳健、公平公正、风险可控，互助计划运营应遵循如下准则：

——实名认证：以实名认证作为互助的基础，应用技术和规则确保互助成员身份真实、救助真实；

——审核独立：调查与审核环节独立，降低互助申请结果的人为干扰，确保互助结果的公正公平

——全程风控：通过从准入、调查到公示的全流程风险控制，用技术手段降低风险；

——公开透明：坚持规则透明、过程透明、结果透明，自觉接受公众和行业监督。

5 业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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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网络互助业务主要包含普通用户、互助成员、互助计划管理人和调查机构等相关方：普通用户

通过互助签约成为互助成员，发生互助事件后向互助计划管理人提交互助申请；互助计划管理人审核互

助申请通过后可委托调查机构对互助申请人进行调查，确认其是否满足协议约定的互助情况；互助计划

管理人向互助成员公示调查结果后，由互助成员分摊向互助申请人支付互助金，并收取管理费。大病网

络互助业务相关方及交互如下图所示：

图 1 大病网络互助业务架构

6 业务流程

6.1 互助签约

用户同意互助计划条款成为互助成员，互助签约流程主要包括资格审核、在线签约、用户确认等环

节，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在签约前对申请用户进行实名认证；

b) 应对健康要求、互助计划条款进行清晰展示，由用户确认；

c) 应在互助签约过程中，向用户说明健康要求、互助范围、互助金额等重要事项；

d) 应对用户个人敏感信息的展示进行脱敏；

e) 应在签约完成后，向互助成员展示互助计划详情。

6.2 互助申请

互助平台向互助成员提供互助申请入口，接收互助成员发起的互助申请，相关要求包括：

a) 应支持移动应用或电话的互助申请方式；

b) 应对互助申请人的申请原因、患病人员、罹患疾病情况、确诊时间、确诊医院、联系方式等

基础信息进行确认与收集；

c) 应告知互助申请人完整的申请凭证要求，包含患病成员身份信息，如诊断证明、出院小结、

检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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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互助计划管理人收到互助申请相关信息后，应对材料进行评估。

6.3 案件调查

收到互助申请人的互助申请后，互助计划管理人可委托调查机构对互助申请人身份和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进行核实，相关要求包括：

a) 互助计划管理人应建立对调查机构资质的审核评估机制，审核评估要点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

金、成立时间、专业资质和行业经验等；

b) 互助计划管理人应与调查机构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

c) 调查机构应对互助申请人真实身份、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性进行核实，包括但不限于互助成

员身份信息，患病情况等；

d) 调查机构应在合同或协议终止后，对收集的互助成员信息进行删除。

6.4 案件审核

互助计划管理人对互助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完整性、有效性、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对互助成员身份、

罹患的疾病真实性、是否符合互助保障范围进行审核，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对互助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收集与审核，确保材料完整性、有效性；

b) 应对互助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判断需要进行何种类型的案件调查；

c) 应基于互助申请人提交材料及调查材料，审核互助申请人身份、罹患的疾病、事故的真实性，

包括但不限于互助申请人身份信息、患病情况、过往病史、申请原因等，并判断是否符合互助

的给付条件；

e) 应对审核未通过的案件，通知互助申请人，并告知未通过原因；

f) 审核通过的案件，应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公示。

6.5 公示分摊

在成员互助申请审核通过后，互助计划管理人对相关申请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划扣互助成

员的应分摊金额，公示分摊的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对公示内容中的个人敏感信息进行脱敏；

b) 应对评估通过的申请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自然日；

c) 应建立对公示材料存有异议的监督举报机制；

d) 应由互助成员在案件公示结束后根据分摊规则进行互助金分摊；

e) 应明确告知互助申请人完成互助金支付的最晚时间；

f) 应在分摊扣款前与分摊结束后通知互助成员当期的分摊信息，通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当期互

助人数、参与分摊人数、累计帮助人数、人均分摊金额等。

6.6 信息变更

当互助成员信息变更后，可向互助计划管理人申请信息变更，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对互助成员的信息变更请求进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变更发起人、变更发起时间、变更内

容、变更结果等；

b) 应在信息变更前确认互助成员身份真实有效；

c) 应在信息变更结束后通知互助成员信息变更结果；

d) 对于账户信息、身份鉴别等重要信息的变更宜对互助成员进行二次确认。

6.7 互助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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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成员退出大病网络互助，相关要求包括：

a) 互助解约规则应遵循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保障互助成员权利；

b) 互助成员主动解约的，应核实互助成员身份真实有效并对其进行二次确认；

c) 互助成员被动解约前，互助计划管理人应尽到告知义务，通知互助成员解约原因和预计解约

的时间。

6.8 互助赔审

互助赔审是一种互助成员参与案件争议决策的纠纷处理机制。互助成员在申领互助金过程中，对审

核意见存在异议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提请互助赔审团审议，由赔审人员对案件进行投票、讨

论、评议并作出案件结论，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在担任赔审员前对相关人员进行考试或认证；

b) 应根据争议案件数量，本着公平公正原则，由系统随机向赔审人员发送案件赔审邀请；

c) 应对赔审员投票数目设定阈值，超过阈值案件审议结果有效，否则无效；

d) 赔审案件审议结束时，达到有效票数且支持票数占比达标时应支持互助申请。

7 数据安全

7.1 数据采集

禁止不当收集数据，与案件无关的电子、纸质资料禁止收集留存。

7.2 数据存储

7.2.1 纸质文件

纸质文件安全存储相关要求包括：

a) 应配备锁柜，存放纸质材料，钥匙专人管理，日常保持锁柜上锁状态；

b) 钥匙如换人管理应留存书面交接记录；

c) 应形成材料清单，清单中不应包含客户敏感信息；

d) 应由专人管理并记录材料份数、案件号、调查员、调查时间、归档员、归档时间、调阅人员

及时间等要素；

e) 应建立平台纸质材料管理规则，包括材料采集、归档和回传；

f) 应配备消防防火灭火器，开展消防培训。

7.2.2 电子文件

电子备份管理要求包括：

a) 服务器上登录、下载、删除等行为记录日志留存时间应满足监管机构相关要求；

b) 应确保日志不可被人为修改删除；

c) 使用硬盘等移动设备存储数据备份的：需对硬盘文件设置加密或使用带密码的硬盘，密码与

硬盘专人管理，换人管理时需留存书面交接记录；

d) 备份数据应仅由专门管理员进行管理。

7.3 数据清除

数据清除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定期开展案件文件及数据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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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配备碎纸机，用于对业务过程中产生的纸质材料进行销毁；

c) 应对数据清除的操作进行记录并定期审计，包括但不限于清除时间、清除操作人、清除数据

数量及清除结果等。

8 风险控制

大病网络互助业务相关风险主要包括：互助签约阶段的身份冒用、带病签约等；互助申请阶段的案

件造假、信息篡改、医患勾结等；案件调查阶段的审核勾结和调查怠工等；公示分摊阶段的扣款失败和

支付失败等。风险控制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建立身份鉴别机制，对身份冒用进行监测与处置；

b) 应建立内部管理机制，防范案件造假风险，如信息篡改、医患勾结等；

c) 应建立监督和奖惩机制，防范案件调查过程中的内外勾结与怠工；

d) 应建立规范作业标准，加强审核、调查人员培训，采取复核、再次调查等措施，降低案件审

核错误率；

e) 应在申请互助、审核调查等环节，加强对用户身份验证、既往健康状况调查等；

f) 应通过技术手段，对互助金的扣款失败、支付失败进行监测，及时处置；

g) 应加强系统信息安全和流程控制，保护用户隐私和相关信息，防止信息泄露；

h) 对于预先收费、以资金池形式进行互助金管理的，应建立严格规范的资金托管、监督和备付金

制度；

i) 宜采用后付费、无资金池的互助金管理模式实现资金需求与互助行为的同步，避免预先收费带

来的用户资金安全风险；

j) 宜通过技术等手段，判断识别和处置案件造假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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