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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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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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伟、常帅、黄超、金莎莎、沈晔、费斌杰、

李剑、杨玉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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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调查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大病网络互助的调查规范，包括调查前案件分析、案件调查、调查结果审核、结案及

调查员调查服务等相关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大病网络互助的调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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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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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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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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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意外事故、罹患重大疾病。

3.4

案件调查 case investigation

互助成员申请互助后，互助计划管理人或其委托机构对互助申请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

3.5

调查资料 investigation materials

在案件调查作业过程中，调查所获取的与本次案件相关的资料，如病历、既往病历、体检报告、面

访笔录、走访照片、电话录音、现场录像、医保记录、商保记录、网络核查记录、手机截屏等。

4 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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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G 联合图像专家组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5 总体流程

大病网络互助业务调查总体流程分为案件分析、案件调查、调查结果审核和结案等环节，各环节间

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1 大病网络业务调查总体流程

6 案件分析

6.1 分析目的

通过对案件相关信息的整理和分析，明确调查目的、分析调查方向、固定调查重点、梳理调查途径。

6.2 分析内容

案件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核对互助成员的基础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是否一致；

b) 核对案件信息，如互助加入时间、互助生效时间、等待期结束时间、疾病确诊时间和确诊疾病

等；

c) 通过对互助成员的相关医疗材料与成员信息及案件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梳理案件调查重点及风

险点；

d) 确定后续调查途径与调查对象，调查途径包括但不限于面访调查、走访调查和现场调查等，调

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互助成员本人、互助成员家属、诊疗机构、保险机构等。

7 案件调查

7.1 通用要求

7.1.1 照相

对拍照的要求包括：

a) 文件资料的拍照应确保背景干净、清晰、高清原图，保持纸张平整、正面向上、无反光逆光、

四角都在镜头内、水平拍摄无倾斜、无阴影、无遮挡，不可将一张报告分开两张拍摄，若有

多页的，须全部拍照上传；

b) 现场照相应同时包括现场全貌照相（含路标、附近建筑物等参照物）、现场痕迹照并标识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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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地点；

c) 互助成员的拍照应包括人证合一照；

d) 如重疾位置为非隐私部位，应拍摄非隐私部位带伤口的全身照及伤口局部照，如果伤口为包扎

状态，不应揭露伤口；

e) 如重疾位置为隐私部位，应取消隐私部位验伤、取消暴露拍照（包括带伤口全身及局部照）；

f) 特殊案件处理：如涉及因虚假就医风险等要求需要验伤，需协同同性进行处理；

g) 风险管控手段：需通过拍摄目前的用药情况、诊疗器械等排除风险；

h) 如果患者为异性，宜在面访过程中家属陪同。
注：隐私部位需征求客户同意：

男性：阴部

女性：胸部、臀部、阴部

7.1.2 书证复印

对书证类文件的复印要求包括：

a) 复印件应能展示原件单页的全部，不能仅取单页中的一部分内容；

b) 复印时应保证内容清晰可读；

c) 复印件应说明出处，提请原件提供者签名或盖章确认，如不能提供，应说明原因。

7.1.3 其他影音记录

对其他影音类记录的要求包括：

a) 影音记录应保证资料的清晰、完整、准确，便于识别和理解；

b) 现场录像应有相关解说词以便于理解；

c) 录音、录像时应做到合法取证，并根据实际调查形势向被访者明示，以增强证据的法律效力；

d) 录音（像）资料存放：凡是调查过程中获取的有价值录音、录像资料，应由调查人员将资料按

照“客户姓名+时间+名称+类型”命名，随调查报告移交。

7.2 面访调查

7.2.1 调查目的

通过现场或远程的面对面方式对互助成员身份、患病情况等进行了解和确认。

7.2.2 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工作包括：

a) 物料准备，包括但不限于调查人员身份证明、工作证件等，以及辅助工具笔、询问笔录、录音

笔、照相机、摄影机等；

b) 制定调查方案：在熟悉案件情况的基础上，制定面访调查方案。

7.2.3 调查内容

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对互助成员及成员家属进行面访调查；

b) 应核实互助成员身份信息，确认是否为互助成员本人；

c) 互助成员本人可以接受面访的，可无需补充面访家属；

d) 互助成员为未成年人或因昏迷等原因，不能接受面访的情况，应面访家属或，并确认其与互助

成员的关系，并由其代为提供互助成员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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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了解事故详细经过；

f) 应确认互助成员及法定继承人关系与报案所述一致；

g) 应向受访者介绍调查人员身份及走访目的；

h) 应对就诊经过（或意外事故经过）、医保、商保、生活轨迹、既往病史、工作单位及体检等情

况进行全面了解，并制作笔录、索取相关就诊资料（拍照形式）；

i) 如互助成员无法进行面见，应按调查要求与互助成员家属或受托人完成面访；

j) 如出现成员身故、进行法医鉴定、放弃互助申请等特殊场景，按照特殊场景调查流程进行操作；

k) 应在完成面访后将收集好材料进行整理后上传至调查系统；

l) 应按照附录 A相关要求完成面访记录。

注：根据互助成员的实际情况，属于重大疾病的，应直接面访互助成员；属于重大疾病且身故的，面访应视家属意

见及客观情况决定。

7.3 走访调查

7.3.1 调查目的

调查目的包括：

——了解事故的发生、发展及相关处理经过；

——向有关机构了解和确认互助成员相关信息与情况。

7.3.2 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工作包括：

a) 物料准备，包括但不限于调查人员身份证明、工作证件等，以及辅助工具笔、询问笔录、录音

笔、照相机、摄影机等；

b) 制定调查方案：在熟悉案件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走访调查方案。

7.3.3 调查内容

相关要求包括：

a) 互助成员已身故的，应核实所出具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了解其身体健康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关系；

b) 互助成员属于重大疾病的，应了解其身体健康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生活轨迹及特

殊嗜好等；

c) 应了解互助成员既往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关系、生活轨迹及特殊嗜好等；

d) 对在工作单位发生事故的：

1) 应了解事故发生经过、健康状况、出险状况，合作体检机构以及成员既往体检情况，与单

位员工相处情况、出勤状况、单位工作情况、特殊嗜好等；

2) 应对面访全程录音。

e) 互助成员属于重大疾病的：

1) 应到病案室调取本次就诊的所有的材料，如案件有要求，还应与主治医生/接诊医生了解事

故发生经过（视案件情况确定是否核实免责事项）、就诊经过；

2) 应对面访全程录音；

3) 应调取本次疾病门诊及住院就诊病历，病历资料需支持重疾评定，上传病历需符合公示材

料要求；

4) 应排查门诊信息；

5) 应根据案件情况需要走访医生，核实互助成员就诊信息；

6) 如无法正常调取，应邀请互助成员或成员家属配合。

f) 3 岁以内属于重大疾病的，应调取出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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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属于重大疾病的，应核实本次申请相关记录是否属实，排查既往健康状况；

h) 互助成员属于意外导致的重大疾病或身故的，应核实所出具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了解事故发

生经过，核实有无免责事项；

i) 互助成员属于重大疾病的，应核实所出具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了解鉴定过程、核实鉴定机构

及鉴定人资质；

j) 互助成员已身故的，应核实所出具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7.4 意外事故现场调查

7.4.1 调查目的

以核实意外案件发生情况为目的，对事件人员、事件发生原因、时间、地点、结果及其场所、物品、

人身、尸体等进行现场走访调查和验证。

7.4.2 调查准备

应准备互助申请记录、受益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影像件、调查人员工作证等。

7.4.3 调查内容

对意外事故现场调查的相关要求包括：

a) 意外事故案件应到意外发生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草图，如能提供司法机关制作的现场草图则

无需自行制作；

b) 应包含前言、主体描述、结尾说明三个部分：

——前言主要包括报案件情况、现场基本情况、参加勘查人员、见证人情况、现场勘查日期及天

气、光线、温度情况；

——主体描述部分主要说明现场发现情况；

——结尾部分主要记录处理情况、现场提取物或附件汇总、现场绘图及照相汇总、勘查人签名等。

c) 主体描述部分记载的顺序应当与现场勘查的实际顺序保持一致；

d) 记载的内容应客观准确，不得加入勘查人员的主观判断与分析；

e) 不应出现模棱两可的词语，如 “也许、可能、大概、估计”等；

f) 附件应在笔录中注明，附件包含的材料不应与笔录内容相矛盾。

8 调查结果审核

对于调查完成的案件，回传信息到审核人员，审核人员对于调查材料、结果进行审核，具体要求包

括：

a) 调查结果审核通过，应由审核人员得出案件结论；

b) 调查结果审核不通过，应由审核人员退回给调查人重新调查；

c) 调查结果有新增疑点，应由审核人员补充调查点，发送给调查人增加调查范围。

9 结案

审核人员通过用户提交的材料及调查人调查返回的材料，审核用户身份、罹患的疾病、事故的真实

性，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姓名、年龄、过往病史、申请原因等，并判断是否符合互助金的给付条件。

10 调查报告撰写

10.1 撰写目的



T/ZAIF 3001.2—2020

8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将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并将案件的调查

计划、经过、结论以定性、准确、客观、对题的方式呈现出来。

10.2 撰写内容

撰写内容相关要求报告：

a) 调查报告撰写内容应包括基础信息、案件详情、调查经过、调查定性、调查结论、附件清单等；

b) 首次调查报告应从互助成员情况、案件基本情况、查证途径、获取证据、核实的问题与结果全

面录入，应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简明准确；

c) 补充调查的报告可只录入本次调查的情况和结果，无需重复录入前次调查经过和内容；

d) 对于无法取得证据的重要疑点应在调查报告中备注说明并体现无法取证的原因；

e) 对于案件相互矛盾的情况应在报告中着重反映并说明出现矛盾的原因及倾向采信的结论；

f) 调查结论应表达准确、言简意赅、明确定性，所获取的证据应支持调查结论；

g) 录入证据材料时，应分类录入所提供证据的名称及页数，有价值的音像资料应说明存放地址及

文件名；

h) 对于发调人选择的提调项目及调查途径，原则上应按照要求完成，对未能完成的项目，应在报

告中进行原因说明；

i) 应在报告中说明调查中出现的特殊场景（详见附录 B）。

11 调查员调查服务

11.1 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包括：

a) 在与成员或其他人员沟通时应（包括电话、面见）表明身份，保持礼貌态度、语速语调的平和；

b) 线下面见成员，应展示职业态度、传递信任；

c) 应传达“相守互助”的理念，面访过程中不通过言语、行为制造紧张气氛。

11.2 调查前准备

调查前准备包括：

a) 了解成员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b) 了解调查案件基本信息-加入时间、出等待期时间、确诊时间、所患疾病；

c) 对案件情况进行分析并梳理相关调查要点；

d) 准备面访所需身份材料：身份证、工牌、调查小程序电子工牌及其他工作证明。

11.3 调查预约

调查预约相关要求包括：

a) 使用礼貌用语；

b) 表明自己身份及来电意图；

c) 确认时间与地点；

d) 说明面访流程、内容、预计完成时间；

e) 提示面访需要注意事项及准备的材料。

11.4 调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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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相关要求包括：

a) 应准时到达面访的地点；

b) 应出示相关身份证件并介绍自己的身份及工作单位及来访原因；

c) 调查中途成员身故或是成员放弃申领，应邀请成员配合填写相关材料；

d) 应拍摄成员与身份证合影照片并确认成员身份；

e) 应拍摄伤口的全身照及伤口局部照（非隐私部位）；

f) 应拍摄跟本案相关的材料；

g) 应与成员一起完成笔录，完成后请成员签字并按手印确认；

h) 应提示在笔录过程中需要进行全程录音并严格保密录音内容。

11.5 调查员黑名单管理

11.5.1 列入条件

对存在以下违规行为的调查人员，互助平台应将其列入失信调查人员黑名单。

a) 弄虚作假，出具虚假调查报告的；

b) 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调查工作的；

c) 串通互助成员或者受益人，骗取互助金的；

d) 编造未曾发生的互助事故或者故意夸大已经发生的互助事故的程度等，骗取互助金的；

e) 收受或者索要、给予或者承诺给予互助项目当事人互助项目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的；

f) 泄露在调查过程中知悉的互助成员个人隐私的；

g) 利用执行调查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的；

h) 其他违反廉洁诚信原则，损害互助平台名誉，侵害用户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11.5.2 处理流程

黑名单处理流程包括：

a) 信息采集：通过调查、检查、举报、用户回访等途径，收集整理基本情况信息；

b) 调查核实及处理：进行调查核实，做出处罚决定，建立和记录黑名单。其中，调查人员提出异

议的，应进行相应的调查和核实；异议成立的，撤销处理程序；未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列入黑名单；

c) 信息发布：运营部形成函件通报调查合作伙伴。

11.5.3 处理方式

黑名单处理方式包括：

a) 调查机构应按内部规章制度对调查人员进行处理；

b) 调查机构应内部通告全体员工；

c) 应通报互助调查合作伙伴，互助项目永不委托调查；

d) 给互助项目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追究其赔偿责任；

e) 构成犯罪的，应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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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面访笔录

面访笔录相关要求包括：

a) 面访笔录应根据被面访人、时间、地点的不同，分别制作询问笔录；

b) 面访时应客观公正，就事实情况进行询问，不应带入“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或偏见进行询问；

c) 不应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询问，如诱骗、诱导、胁迫等；

d) 对于不识字、听觉、视觉有障碍的被访者，应在笔录过程前安排受访者的见证人，笔录结束后，

应要求见证人一并签名确认；

e) 面访笔录应使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书写，不应使用铅笔或圆珠笔；

f) 面访笔录应严肃认真、字迹清楚工整、文理通顺，言辞规范无歧义以便于阅读、理解；

g) 如果笔录有多页，应邀请被询问人和询问人在每页上签名捺印，以体现询问笔录的完备的法律

手续；

h) 面访笔录原则上不得随意涂改，因客观原因由被询问人纠正导致涂改的，应在笔录上字迹涂改

处由被面访人捺印确认或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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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特殊场景

以下特殊场景过程中应及时（24 小时内）与案件对接人联系反馈；

a) 用户不配合或者联系不上：客户不配合面访，应正式告知其面访流程为申请互助必需化解，若

客户仍然不接受，反馈案件对接人；

b) 联系不上客户，或者电话号码错误，应直接反馈案件对接人；

c) 医院及其他单位不配合或者有特殊的要求影响调查时效：

1) 如果医院不配合调取互助成员本次确诊疾病的病历，可以考虑由客户协助去调取（参考话

术：因后期病历资料需要公示，烦请您协助配合调取本次完整病历），既往排查均不允许

找客户协助；

2) 确认成员身份信息后，调取既往史资料受阻时，调取阳性线索不局限于纸质资料，电子资

料亦可。

d) 调查有阳性发现；

e) 调查过程中发现需要跨省异地排查；

f) 调查中发现成员身故：调查过程中，核实到成员已经身故，需要在调查中收集法定继承人及收

款信息，包括：户籍注销证明或医学死亡证明、法定继承人授权书及与成员的关系证明（出生

证明、结婚证、户口本、相关部门出具的关系证明、公证机关开具的公证书），并对相关情况

做调查核验，并将调查情况、法定继承人资料、收款人信息资料等一并返回。如法定继承人拒

绝，收集法定继承人的联系方式，案件直接回销；

g) 调查过程中客户主动要求撤销互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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