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惯例通知
Para recibir esta notificación en español por favor llamar al número gratuito de Member Services
(Servicios a Miembros) que figura en su tarjeta de identificación.

若要以西班牙文或中文接收本通知，請致電 ID 卡上的會員服務部免付費電話。
To receive this Notice in Spanish or Chinese, please call the toll-free number on your member
ID card.

此通知描述了我们如何使用和披露您的医疗信息，以及您如何获取这些信息。请务必仔细阅读
。
本隐私惯例通知（“通知”）描述了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在本通知中也可能表述为 Aetna、
我们或我们的）的隐私惯例。本通知也适用于其附属承保实体 (Aetna ACE) 的成员。这是我们拥有或管
理的一组承保实体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其将自身界定为单一实体，以遵守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
(HIPAA)。
Aetna ACE 成员可以彼此共享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PHI)。我们在 HIPAA 和本通知所允许的情况下共享相
关信息，以期为 Aetna ACE 的治疗、付款和医疗保健业务提供支持。
Aetna ACE 包括 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及其健康计划实体附属公司和子公司。如需 Aetna
ACE 成员的完整列表，请联系 CVS Health® Privacy Office。
本通知适用于保险公司承保的计划
本隐私惯例通知适用于 Aetna 承保的健康福利计划。它不适用于任何由雇主自保的计划。如果您就职的
公司提供保险，请询问雇主您的计划是由保险公司承保还是雇主自行承担。若为雇主自保，请索要一份
雇主隐私通知。

生效日期
本通知自 2018 年 10 月 9 日起生效。更新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1 日。
在本通知中，我们将描述：
 我们收集您的哪些信息
 我们如何使用和分享您的信息
 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分享您的信息
 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与参与您护理的人员分享您的信息
 在哪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使用或分享您的信息
 您依法享有的权利
 我们如何确保您的信息安全
 我们如何遵守法律
 本通知何时可能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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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您的哪些信息
我们从多种渠道获取有关您的信息，包括您本人提供。但是，我们也会从您的雇主或福利计划赞助人（
如适用）、其他保险公司、HMO 或第三方管理公司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如医生）处获取您的信息。
这称为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PHI)。它包括可以识别您身份的非公开个人信息，还包括您的健康、医疗状况
和处方信息。
它可能包括：
 人口统计数据（如您的姓名或地址）
 详细的健康信息（如病史）
 测试结果（如实验室测试）
 保险信息（如您的保户 ID）
 用于识别您的身份或与您的医疗保健或医疗保险
或相关的其他信息

我们如何使用和分享您的信息
为您提供健康福利期间，我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使用和分享您的 PHI。例如：
医疗保健业务：我们可能在开展医疗保健业务时使用和分享您的 PHI。其涉及我们开展健康业务需要采
取的行动，包括：
 质量评估和改进
 授权许可
 接受独立机构的认证
 绩效衡量和结果评估
 健康服务研究
 预防保健、疾病和病例管理以及护理协调
例如，我们可能使用您的 PHI 提供针对某些疾病的计划，如糖尿病、哮喘或心力衰竭。此外，我们还可
能将其用于其他需要使用和披露的操作，例如：
 管理再保险和止损
 承保和评级
 调查欺诈
 运营制药项目及付款
 与其他健康计划相互转移保单或合同
 促进 Aetna 的全部或部分与其他实体的出售、转让、合并或重组（包括相关的尽职调查）
 执行其他一般行政活动（包括数据和信息系统管理及客户服务）
付款： 在以下情况下，我们可能使用并披露 PHI，以便支付您的承保服务费用：
 进行使用和医疗必要性审查
 协调护理
 决定资格
 决定药品清单（处方）的合规性
 向您收取保费
 计算费用分摊金额
 回应投诉、上诉和外部审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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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执行上述任务的目的是确保以正确的方式支付您的护理费用。
我们可能会根据您的健康史和其他 PHI 来决定治疗是否存在医学上的必要性，以及应该支付哪些费用。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分享信息。
我们还可能将福利说明 (EOB) 表和其他信息邮寄到我们存档的投保人（即主要被保险人）地址。此外，
我们还在安全的保户网站和电话理赔状态网站上向投保人和所有连带被保险人提供理赔信息。我们还使
用 PHI 来为您获得的任何邮购药房服务收取费用。
治疗： 我们可能会与为您提供护理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如您的医生、牙医、药房和医院）分享您的 PHI
。有时医生可能会向我们索要您的医疗信息，以便记录在案。
此外，我们也可能使用您的信息为您提供邮购药房服务。我们也可能出于患者安全或与您的治疗相关的
其他原因分享某些信息。
向其他承保实体披露：我们可能会与其他承保实体或其业务伙伴分享您的 PHI。其目的可能是治疗、付
款或开展某些医疗保健业务。
例如，您可能是通过雇主获得健康福利。若是如此，我们可能与您的雇主提供的其他健康计划分享您的
PHI。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以正确的方式支付您的理赔费用。

其他披露原因
我们可能会使用或分享有关您的 PHI，以便为您提供治疗替代方案、治疗提醒或其他与健康相关的福利
和服务。我们还可能以支持下列事项为目的披露此类信息：
 计划管理（团体计划）– 当我们被告知您的计划文件中包含了适当的语言时，或披露汇总数据
以协助投标或修改团体健康计划的情况下，向您的雇主披露（如适用）。
 研究 – 向研究人员披露，前提是已采取措施保护您的隐私。
 商业伙伴 – 向为我们提供服务、且保证会保护信息安全的人员披露。
 行业监管 – 向监管我们的政府机构披露（不同国家/地区和美国的州保险部门）。
 工伤补偿 – 以便遵守工伤补偿法律。
 执法部门 – 向政府执法人员披露。
 法律程序 – 响应法院命令或其他合法程序。
 公共福利 – 解决法律要求或允许的公共利益问题（例如虐待和忽视儿童、对公共健康和安全
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根据法律要求 - 履行法律义务，遵从法律要求。
 死者 – 向验尸官或法医披露，以便鉴定死者身份、确定死因或根据法律授权；向丧葬承办人
披露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信息。
 器官获取 – 回应器官捐赠团体，协助器官捐献及移植。

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分享您的信息
有时我们必须分享您的 PHI。在需要时，我们必须将其发送给：
 您或有权代您行事的人。此人是您的个人代表。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管理本通知中所阐
明的您的权利。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遵守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 (HIPAA)。他们
可能会收集相关信息，以便执行 HI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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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与参与您护理的人员分享您的信息
我们可能与参与您健康护理的人员分享您的 PHI。我们还可能与为您支付医疗费用的人员分享您的 PHI。
例如，如果您的家庭成员或护理人员提出理赔，我们可能会告知他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您有权停止或限
制此类分享（披露）。为此，只需拨打您保户 ID 卡上的免费电话即可。如果您是未成年人，在某些情况
下，您可能有权阻止父母查看您的健康信息，但前提是州法律允许。您可以拨打保户 ID 卡上的免费电话
，或让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我们联系。

在哪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使用或分享您的信息
对于上文中未提及的使用或披露，我们需要您的书面同意才能使用或披露您的 PHI。例如，在下列情况
下我们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使用或披露您的 PHI：
 用于与您的福利计划无关的营销目的
 在分享任何心理治疗记录之前
 当与出售您的 PHI 相关联时
 法律规定的其他事由
即使您同意使用或披露，也可以随时撤销。您只需要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如果我们尚未采取行动，我
们将停止以此为目的的使用或分享。如果您对书面许可有疑问，只需拨打您保户 ID 卡上的免费电话即可
。

您依法享有的权利
根据联邦隐私法，您拥有 PHI 的相关权利。您有权：
 要求我们按照您选择的方式和地点与您沟通。例如，如果您是成年连带被保险人，您可能希望我们将
健康信息（例如 EOB）发送到投保人以外的其他地址。如果此为合理的请求，我们将如您所愿。
 当涉及到医疗保健业务、付款和治疗时，要求我们限制使用或分享您信息的方式。对于此类请求，我
们将予以考虑，但可能不会同意。您还有权要求我们限制与参与您健康护理的人员分享信息。
 向我们索取属于“指定记录集”的 PHI 副本。这可能包括医疗记录，还可能包括我们为以下目的保存和
使用的其他记录：
 投保
 付款
 理赔处理
 医疗管理
 其他决定
我们可能会要求您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我们可能收取合理的副本制作和邮寄费用。有时我们可能会拒
绝您的请求。
 要求我们修正您的 PHI。若有需求，您需要提出书面请求，并且必须说明请求原因。如果我们拒绝您
的请求，您可以致函提出意见。
 要求我们向您提供清单，其中列出我们所披露的有关您的特定信息，例如在政府机构许可下向其分享
的 PHI。这称之为“会计”。若有需求，您需要提出书面请求，如果您在 12 个月内多次索取此类清单，
我们可能会收取合理的费用。
 在 PHI 泄露后获得通知。
 了解拒保或其他不利承保决定的原因。
我们不能在决策过程中使用您过往的拒保信息（如有）。我们必须重新审查事实。此外，我们也不能
将您的基因信息用于保单签发决定或其他承保目的。
 按照相关规定，保险公司不得参加掩饰性会谈，某些特定情况除外，例如涉嫌欺诈或犯罪活动。我们
不参与这类会谈。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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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提出任何请求（如适用），也可以索取本通知的纸质副本，或提出有关本通知的问题。为此，您
可以拨打保户 ID 卡上的免费电话。
如果您认为他人侵犯了您的隐私权，您也有权提出投诉。为此，只需寄送信件至：
Aetna HIPAA Member Rights Team
PO Box 14079
Lexington, KY 40512-4079
传真：859-280-1272
您可以通过访问 AetnaMedicare.com 停止邮寄您的 EOB 和其他理赔信息。选择“Log in”（登录）。
按照提示完成一次性注册。随后，您可以随时登录查看您的 EOB 和其他理赔信息。
您还可以致函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您不会因为提出投诉而受到惩罚。

我们如何确保您的信息安全
我们借助管理、技术和物理防护措施来确保您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其受到未经授权的访问，防
范其他威胁和危害。我们遵守与您的 PHI 的安全性和机密性有关的所有州和联邦法律。
即使您终止保险，我们也不会破坏您的 PHI。即使在您的保险终止后，我们也可能需要使用和分享您的
PHI。（使用或分享的原因如本通知中所述。）我们将继续保护您的信息，避免其受到不当使用或泄露。

我们如何遵守法律
根据联邦隐私法的要求，我们必须将您的 PHI 保密。我们也必须将我们的法律责任和隐私惯例告知您。
同时，我们还必须遵守有效的通知条款。

本通知何时可能变更
我们可能随时更改本通知的条款以及我们的隐私政策。更改后，新的条款和政策将对我们目前掌握的关
于您的所有信息有效。其将适用于我们将来可能获得或掌握的任何信息。

Y0001_NR_26396_2021_CH_C
承保范围可能由以下一家或多家公司承保或管理：Aetna Better Health Inc.、Aetna Health Inc.、Aetna
Health of California Inc.、Aetna Health of Utah Inc.、Aetna Health of Iowa Inc.、Aet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 Coventry Health Care 计 划 、 Aetna Better Health 计 划 、 Coventry Health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 HealthAssurance Pennsylvania, Inc. 、 Innovation Health 计 划 以 及 Allina
Health and Aetna Insurance Company。邮购药房服务可能由 Caremark, L.L.C. 或其一个或多个子公司
或附属公司提供。
©2021 Aetn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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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tna 遵守适用的联邦民事权利法，不因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残疾或性别而有任何歧视行
为。我们不会因为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残疾或性别而排斥或区别对待他人。我们：
 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的帮助和服务，以便进行有效的沟通，例如：
 合格的手语翻译
 其他格式的书面信息（大字体、音频、可访问的电子格式、其他格式）
 为母语非英语人士提供免费语言服务，例如：
 合格的口译员
 用其他语言编写的信息
如果您需要这些服务，请致电福利 ID 卡上的电话号码免费电话。
如果您认为我们未能提供这些服务或因种族、肤色、原籍国、年龄、残障或性别而歧视任何人，
您可以向我们的申诉部门提起申诉（向承保证明书所列的地址写信）。您也可以拨打福利 ID 卡
上的客户服务部号码提起申诉（TTY：711）。如果您在提出申诉方面需要任何帮助，请致电福
利 ID 卡上的客户服务部号码。
您还可以通过 https://ocrportal.hhs.gov/ocr/cp/complaint_frontpage.jsf 向美国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民权办公室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提交公民权利投诉
如果您的母语不是英语，可以免费获得语言援助服务。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者拨打本文件上的电
话号码。（英语）
Si habla un idioma que no sea inglés, se encuentran disponibles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de idiomas. Visite nuestro sitio web o llame al número de teléfono que figura en
este documento. (Spanish)
如果您使用英文以外的語言，我們將提供免費的語言協助服務。請瀏覽我們的網站或撥打本文件
中所列的電話號碼。(Traditional Chinese)
Kung hindi Ingles ang wikang inyong sinasalita, may maaari kayong kuning mga libreng
serbisyo ng tulong sa wika. Bisitahin ang aming website o tawagan ang numero ng
telepono na nakalista sa dokumentong ito. (Tagalog)
Si vous parlez une autre langue que l'anglais, des services d'assistance linguistique gratuits
vous sont proposés. Visitez notre site Internet ou appelez le numéro indiqué dans ce
document. (French)
Nếu quý vị nói một ngôn ngữ khác với Tiếng Anh, chúng tôi có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Xin vào trang mạng của chúng tôi hoặc gọi số điện thoại ghi trong tài liệu này.
(Vietnamese)
Wenn Sie eine andere Sprache als Englisch sprechen, stehen Ihnen kostenlose
Sprachdienste zur Verfügung. Besuchen Sie unsere Website oder rufen Sie die
Telefonnummer in diesem Dokument an. (German)
영어가 아닌 언어를 쓰시는 경우,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저희 웹사이
트를 방문하시거나 본 문서에 기재된 전화번호로 연락해 주십시오. (Korean)
Если вы не владеете английским и говорите на другом языке, вам могу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бесплатну
ю языковую помощь. Посетите наш веб-сайт или позвоните по номеру, указанному в данном
документе.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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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فضل بزيارة موقعنا على الويب أو اتصل برقم. فإن خدمات المساعدة اللغوية المجانية متاحة،إذا كنت تتحدث لغة غير اﻹنجليزية
(Arabic) .الهاتف المدرج في هذا المستند

Nel caso Lei parlasse una lingua diversa dall'inglese, sono disponibili servizi di assistenza
linguistica gratuiti. Visiti il nostro sito web oppure chiami il numero di telefono elencato in
questo documento. (Italian)
Caso você seja falante de um idioma diferente do inglês, serviços gratuitos de assistência
a idiomas estão disponíveis. Acesse nosso site ou ligue para o número de telephone
presente neste documento. (Portuguese)
Si ou pale yon lòt lang ki pa Anglè, wap jwenn sèvis asistans pou lang gratis ki disponib.
Vizite sitwèb nou an oswa rele nan nimewo telefòn ki make nan dokiman sa a.
(Haitian Creole)
Jeżeli nie posługują się Państwo językiem angielskim, dostępne są bezpłatne usługi wsparcia
językowego. Proszę odwiedzić naszą witrynę lub zadzwonić pod numer podany w niniejszym
dokumencie. (Polish)
英語をお話しにならない方は、無料の言語支援サービス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弊社のウェ
ブサイトにアクセスするか、または本書に記載の電話番号に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Japanese)
Nëse nuk flisni gjuhën angleze, shërbime ndihmëse gjuhësore pa pagesë janë në dispozicio
nin tuaj. Vizitoni faqen tonë në internet ose merrni në telefon numrin e telefonit në këtë dok
ument. (Albanian)
ከእንግሊዝኛ ሌላ ቋንቋ የሚናገሩ ከሆነ ነጻ የቋንቋ ድጋፍ አገልግሎቶችን ማግኘት ይቻላል። የእኛን ድረገጽ ይጎብኙ ወይም በዚህ ሰነድ ላይ የተዘረዘረውን ስልክ ቁጥር በመጠቀም ይደውሉ። (Amharic)
Եթե խոսում եք անգլերենից բացի մեկ այլ լեզվով, ապա Ձեզ համար հասանելի են լեզվական
աջակցման անվճար ծառայություններ։ Այցելեք մեր վեբ կայքը կամ զանգահարեք այս փաս
տաթղթում նշված հեռախոսահամարով։ (Armenian)

Ako govorite neki jezik koji nije engleski, dostupne su besplatne jezičke usluge. Posetite
našu internet stranicu ili nazovite broj telefona navedenog u ovom dokumentu.
(Serbo-Croatian)
Na ye jam thuɔŋdɛ̈t tënë thoŋ ë Dïŋlïth, ke kuɔɔny luilooi ë thok ë path aa tɔ̈ thïn.
Nem ɣöt tɛ̈n internet tɛ̈dë ke yï cɔl akuën cɔ̈tmec cï gat thin në athör du yic. (Dinka)
Als u een andere taal spreekt dan Engels, is er gratis taalondersteuning beschikbaar.
Bezoek onze website of bel naar het telefoonnummer in dit document. (D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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