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Peace of Mind®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
为个人和家庭而设计的灵活、长期、
全球性医疗保险计划。

A.M. Best安全评级为A（优秀）
版本0114

计划选项：
Silver
Gold
Gold Plus
Platinum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
灵活的全球承保。世界级综合服务。
作为全球社区的一名公民，可以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也可以构成潜在的复杂
性。您在国外的医疗保健不应成为那些困扰之一。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是
来自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IMG®）的一个革新计划，有您所期望的
世界级服务所作后盾，提供您所需要的灵活的全球承保。与市面上其它医疗健康
计划不同，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允许您创建特定的自定义一个计划。通过
这本小册子，您可以轻松为自己的赔付套餐创建蓝图。您可以方便地比较几种计
划选项的给付，了解它们独特的服务，以及提供这些给付和服务的充满活力的公
司。选择和申请最佳的保险项目是如此的轻松。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是为满足您所有的需求而设计。该计划让您从各种各
样的独特赔付选项中灵活地选择。从Silver计划选项到福利优厚的Platinum计划
选项的赔付表，有大量不同的特殊保险项目可以满足任何需求。根据您的经济状
况，您可以定制您的保险时长和保险范围，同时从多种自付额和支付方式中灵活
地选择。考虑到您的病历，该计划提供灵活的核保方式以扩展您可能被在其它公
司拒绝的保险项目。

此外，该计划提供世界级服务。为了更好地为您进行医疗护理，我们的现场临
床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随时协助您，我们广泛的全球服务提供商网络反应迅速
且易于使用。您也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医疗服务台（Medical Concierge），这
是一个独特的服务，为您的特殊需求提供个人协助，帮您定位最佳的医疗服务提
供商，同时节省您的现金支出和医疗费用。您也可以利用我们安全的在线服务工
具，有效地节省时间来管理您的帐户。此外， IMG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为您提
供服务——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即时聊天。
您需要知道您有最合适的全球保险。当您选择了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您
将收到IMG提供优厚的医疗给付、医疗援助和服务的承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
给你全球心灵平安（Global Peace of Mind ®）
为方便客户，本手册已翻译成中文。当该手册的中、英文版本发生冲突时，以英文版本为准。
本手册仅包括当前Global Medical Insurance® [插入产品名称}的福利、条件、限制和免责项目的摘要说明。含有全部条款、条件和免
责项目的完整证书样本将包括在资料包中，可按需索取。

一个公司、一个计划
为满足您所有需求而设计
All amounts shown in this booklet are in U.S. dollars. Please refer to the Certificate Wording for specific terms, conditions and other details
regarding the benefits, limitations, eligibility, and exclusions outlined in this booklet. Certificate Wording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1.

全球心灵平安（Global Peace of Mind）

IMG的优势
二十多年以来，IMG致力于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医疗保险、旅游保险和世界一流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专长。
我们了解国际旅行医疗保健的复杂性。我们团队有质量保证的专业人员，他们有责任帮助你解决任何问题，
同时确保您得到优质的服务。

质量保证 提供支
持您所有需求的专业人士

很多公司声称提供一流的服务。在IMG，我们通过结合独立资格认证服务以及机构内部完全控股和运营的服
务部门，设置了较高的行业标准。这些认证促进质量和效率的持续提升，同时确保正在进行的符合规定。这
允许我们为您提供您应得的世界一流的服务。我们已经为全球170多个国家，超过百万人服务，并且无论您
身在何处，我们都与您同在——为您所有的保险需求提供支持。

n 国际服务中心——由于我们拥有多家国际服务
与协助中心，使我们确保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您需
要，我们都在您身边。我们的办事处，为我们的国
际服务提供商提供行政支持和市场服务，并且对那
些居住或旅行在世界各地的人士提供理赔管理与急
救医疗协助。我们的办事处提供多时区的赔付以及
适应当地习俗的服务。
n 唯一资源——无论您身在何处，所有的IMG服务
中心都具备必要 的服务条件、工作人员和能力，可
以为您提供国际服务。每个部门和服务部都整合在
同一个企业专有系统并且实时响应。一个电话。一
家公司。我们是您唯一的国际资源。
n 无障碍服务——工作于多个时区、多语种，以及
使用多种货币，对于我们都毫无障碍。我们为我们
的国际客户群配备了一个国际工作团队。我们的理
赔专家和多语种客户服务专家可以与您天衣无缝地
合作，以便与您无障碍沟通。我们支持我们所承诺
的——提供全球心灵平安（Global Peace of Mind）
的Coverage Without Boundaries（无国界保险）

n 国际紧急治疗——当您在海外遇到紧急医疗救
助的情况时，您可能无法等到正常的营业时间。凭
借我们的现场医生和注册护士，您可以24小时联
系到高素质的协调员以获得紧急医疗服务和国际治
疗。
n 无障碍技术——通过技术能够让您很容易找到我
们，反之亦然。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个安全的会员网
站，让您简单快捷地获取实时信息、查看您的理赔
情况并管理您的帐户。您也可以通过即时聊天直接
与在线的客户服务代表交谈，而且您也可以很方便
地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我们将会及时回复所有
询问。当然，电话和传真线路也会畅通
n 金融稳定——我们全球公认的保险承销商，Sirius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publ)，提
供国际消费者要求的金融安全和声誉。A.M. Best
评级为A（优秀），标准普尔评级为A*，Sirius
International 分享我们在国际市场的愿景，并提供
完善的、稳定的保险公司。
*评级以印刷日期为准

n International Provider AccessSM (IPA) ——
除了适用于在美国境内接受治疗的大规模的PPO网
络之外，我们还拥有IPA网络，有超过17,000多位有
造诣的医生和医疗机构，使您能够在世界各地得到高
质量的护理。我们的直接结算约定也可以节约选择服
务提供商时的时间和前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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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全球承保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是多样化的，为您量身定做，您可以轻松地设计出满足您需求的福利套餐。该计划提供适合个体和家庭的综合给付，随带24小时承保，
以及您所需要的心灵平静。在下面的页面中，您可以浏览并从可用的保险选项和服务中选择，打造您的计划。更多的详细给付和服务的说明，在本手册的后面口袋中
的插页中提供。在浏览此处信息时请参阅补充小册子。

  n

灵活的赔付

q Silver计划选项——为更关心预算的消费者，
以及那些打算在世界费用较低的区域接受治疗的
人而设计的平价医疗保障。Silver提供多种赔付计
划，满足您的基本需求。
q Gold计划选项——非常适合那些希望获得
充分的重大医疗保险的人们，但在有限的时间
内。Gold为承保的前三年提供综合给付。在三年
后，减少了某些给付和终身最高限额（参阅第5和
第6页的给付摘要表）。结果就是，Gold计划和
Gold Plus计划相比，价格更有竞争力。
q Gold Plus计划选项——综合性重大医疗计划
是为那些需要长期保险的人士而设计。只要这个
计划依然有效，三年后它的给付水平保持不变。
q Platinum计划选项——为最有经验的全球消
费者提供的最优惠的福利待遇。Platinum计划提
供一套增强型给付和服务。它为那些想在一个计
划中包含方便的全面医疗、牙科和眼科给付的消
费者设计。
q 可选的追加条款——所有计划选项都提供附加
的可选的保险项目（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页）。
XX
XX
XX
XX
XX
XX

Global Term Life Insurance SM（包括
AD&D意外身故和伤残）
Global Daily IndemnitySM
生育（Silver, Gold 与 Gold Plus计划选项）
恐怖袭击事件（Platinum计划选项）
运动（Gold Plus和Platinum计划选项）
牙科和眼科（Silver、Gold 和 Gold Plus计划
选项）

n

q 两种承保区域：全球或全球不包括美国、加拿
大、中国、香港、日本、澳门、新加坡和台湾的
地区——您有机会选择最能反映您需要地理区域
的承保范围。每一种都提供全面承保，但保费反
映出世界不同地区的医疗费用。无论您选择的承
保区域如何，您都保持有选择自己服务提供商的
自由。
q 多种自付额选项——为了适应您的财务状况，
您可以从七种不同的自付额选项中选择一种——所
有都提供了不同的保费水平。另外，您的自付额可
以减少至50%到$2,500最高限额（关于这个节省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5页的给付摘要表）
u $100* (Platinum计划选项）
u $250
u $500
u $1,000
u $2,500
u $5,000
u $10,000
q 儿童无需额外费用——无论您选择何种计划选
项或承保范围，对于家庭里年龄在14天到9岁的前
两个孩子，第一年不增加任何成本（参阅第9页，
获得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这对任何预算都是
一种节省。
q 四种保费方式——根据您的需要安排付款的频
率。
u 年度
u 半年度
u 季度 		
u 月度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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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区域选项/预算

核保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有能力对客户需求做出灵活反应，在国际社会
赢得了卓越的声誉。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医学背景，
我们和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共同开发了多种
为您管理保险项目的方式——包括那些您可能会被
其它公司拒绝的情况。
您的申请将根据您所提供的无隐瞒的病史进行复
审。
q
标准核保——标准核保提供第8页列出的完整
的原有疾病给付。
q 免责追加条款——通过免责追加条款，除了追
加条款中列出的一些指定排除的疾病免责以外，我
们可以扩展您的医疗所需要的保险项目。这将使非
追加条款的标准原有疾病获得给付，否则可能被拒
绝。
q 灵活的核保追加条款——灵活的核保追加条
款，将允许我们为您扩展保险项目，即使是您已经
有征兆、正在患病以及/或者慢性的原有疾病。年
度的管理费用，可将原有疾病的保险项目扩展为
24个月的持续保险以后，在此期间对于这种特定
疾病的征兆、咨询和治疗免费。
对于更进一步的核保信息，请参阅第8页。
* 为了方便起见，本手册列出的所有金额都以美元计。

全面的世界级服务
从日常护理，到复杂的案件管理，再到紧急医疗情况，都从来没有远离IMG所支持的服务。Global Medical Insurance不仅提供了灵活的保险项目，也为您提供及时
获得宝贵的国际化的服务和IMG资源——无论您在哪里。对于服务的更进一步的描述，请参考夹在本手册后面的补充小册子。

n

日常护理

q 自由选择您的服务商——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允许您自由选择您自己的医疗保健服务
提供商，无论您在世界的何处。开放地选择医疗
保健服务提供商，您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护理。
q 寻找服务提供商——为了您的方便，以及帮助
减少您自掏腰包垫付的费用，我们为您提供两个
大规模的服务提供商网络，包括已建立的全球资
深医生和医院的网络。
独立的首选服务提供商组织（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PPO）——当您
在美国境内寻求医疗服务时
u International Provider Access （IPA）——
在美国境外寻求医疗服务时
u

n

紧急治疗

q 紧急医疗治疗——当在海外遇到有生命威胁的
医疗紧急状况时，获得高质量健康护理的能力是
最重要的。经过认证的临床工作人员24/7/365的
服务，和超过250多年的经验，是Global Medical
Insurance为您提供重要的急救赔付的基础。
u
u
u
u

紧急医疗运送赔付
遗体运送回国赔付
远程交通赔付（Platinum计划选项）
政治疏散赔付（Platinum计划选项）

n

医疗服务台

q 独特的医疗服务——无论您是在本地医疗机构
寻求护理，还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您得到的护理
质量是我们首先关注的。我们的医疗服务台，就是
让您在接受治疗之前，为您提供医疗服务提供商评
级、治疗结果和护理费用的关键信息。您的个人医
疗服务台将审核您指定的非紧急疾病，并为您提供
关于服务提供商评级、过去的治疗结果和一般费用
的完整信息 – 在所有您计划治疗的地区。
当您在美国境内寻求医疗护理时，IMG的医疗服
务台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且，利用这个独特
的医疗服务，您可能获得自付额的减免。个性化服
务的水平在国际舞台上是无可匹敌的。请注意因为
该服务需要高水准的数据，所以医疗服务台仅限于
美国境内的医疗机构。

n

为您提供临床工作人员

q 医疗专业人员协调您的护理——在您需要医
疗护理的情况下，我们的现场医务人员与医疗服
务提供商和治疗机构协调，回应您独特的需求以
及您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已在170多个国家提供服
务，我们擅长评估服务的需求，并确保他们服务
及时、价格合理。

n

管理您的计划

q 国际化援助服务——IMG的国际服务旨在帮
助您，使您的医疗护理的成效最大化。
享受高品质的全球医疗保健
受过专业培训、多语种的理赔管理员和服务
专业人士，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
u
理赔查询，理赔信息状态和报销选项，均可
在网上操作，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即
时聊天
u 经验丰富的国际货币兑换
u
理赔直接支付给服务提供商，或寄给您支票
或直接存入您的银行
u 向服务提供商验证赔付和解释赔付
u
u

q 24/7/365全天候获取信息——为了帮助您节
省时间管理您帐户，我们使您便利地查询您所需要
的信息。
u
u
u
u
u

这种个性化的方法让您高枕无忧，无论在世界各地
的任何地方，我们的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专业人
员随时准备着一接到通知就去帮助您。

u
u
u
u

MyIMGSM——安全会员网站
在线续保
方便在线搜索美国和国际服务提供商
检索赔付说明
检查理赔状态——可获得实时信息
更新地址信息与申请ID卡
修改您的付款方式
多个国际化服务与援助中心
即时聊天、电子邮件、电话、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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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付表摘要
下面是给付表摘要。给付取决于自付额和共同保险，除非另外指出。NA（不适用）URC（通常、合理和习惯费用）SAAI（同任何疾病）。
对于给付的更进一步说明，请参考夹在本手册后面的补充小册子。

Gold

Gold

Platinum

保险给付

Silver

（第一次连续承保36个月）

（从第37个月的第一天开始）

Gold Plus

（参阅第7页的Platinum优势）

终身最高限额

每个人 $5,000,000

每个人 $5,000,000

每个人 $5,000,000

每个人 $5,000,000

每个人 $8,000,000

自付额 （每一承保期间）

$250 至 $10,000

$250 至 $10,000

$250 至 $10,000

$250 至 $10,000

$100 至 $10,000

家庭自付额

3倍个人自付额

3倍个人自付额

3倍个人自付额

3倍个人自付额

2倍个人自付额

在美国与加拿大境外治疗

与自付额有关
无共同保险

与自付额有关
无共同保险

与自付额有关
无共同保险

与自付额有关
无共同保险

与自付额有关
无共同保险

在美国境内治疗

PPO网络——免除自付额50%（至最
高$2,500）。无共同保险。

PPO网络——免除自付额50%（至最高
$2,500）。无共同保险。

PPO网络——免除自付额50%（至最高
$2,500）。无共同保险。

PPO网络——免除自付额50%（至最高
$2,500）。无共同保险。

PPO网络 ——免除自付额50%（至最
高$2,500）。无共同保险。

在美国境内治疗

医疗服务台——免除自付额50%（至
最高$2,500）。无共同保险。PPO
网络——与自付额相关。无共同保
险。

医疗服务台——免除自付额50%（至最
高$2,500）。
无共同保险。PPO网络——与自付额
相关。无共同保险。

医疗服务台——免除自付额50%（至最
高$2,500）。
无共同保险。PPO网络——与自付额
相关。无共同保险。

医疗服务台——免除自付额50%（至
最高$2,500）。无共同保险。PPO网
络——与自付额相关。无共同保险。

医疗服务台——免费自付额50%（至最
高$2,500）。
无共同保险。PPO网络——与自付额相
关。无共同保险。

与自付额有关
保险计划支付接下来$5,000可偿费用
的80%，以后费用支付100%至每个保
险期间的最高总赔偿额

与自付额有关
保险计划支付接下来$5,000可偿费用
的80%，以后费用支付100%至每个保
险期间的最高总赔偿额

单人房费用

（门诊/住院急诊）

（住院非急诊）

在美国境内 – 非PPO网络
及加拿大境内治疗

与自付额有关
保险计划支付接下来$5,000可偿费用
的80%，以后费用支付100%至每个
保险期间的最高总赔偿额

与自付额有关
保险计划支付接下来$5,000可偿费用
的80%，以后费用支付100%至每个保
险期间的最高总赔偿额

与自付额有关
保险计划支付接下来$5,000可偿费用的
90%，以后费用支付100%至每个保险
期间的最高总赔偿额

住院治疗/食宿

在美国/加拿大 ——平均普通双人房
的通常、合理和习惯费用。在美国/加
拿大境外 ——单人房费用的通常、合
理和习惯费用（不超过双人房费用的
150%） 所有项目每天最高$600——
最多240天

在美国/加拿大——平均普通双人房的通
常、合理和习惯费用。在美国/加拿大境
外 ——通常、单人房费用的合理和习惯
费用（不超过双人房费用的150%）

至每天限额 $2,250——双人房费用

I在美国/加拿大——平均普通双人房的
通常、合理和习惯费用。在美国/加拿大
境外 ——单人房费用的通常、合理和习
惯费用（不超过双人房费用的150%）

重症监护病房

每天$1,500 ——每次生病180天

URC

至每天限额 $4,500

URC

URC

手术

URC

URC

URC

URC

URC

手术相关的麻醉师费用

20%的手术赔付

URC

手术赔付20%

URC

URC

移植

每次移植赔付 $250,000

终身最高赔付额 $1,000,000

终身最高限额$500,000

终身最高限额$1,000,000

终身最高限额$2,000,000

门诊

25次就诊：医生/专家$70；精神病
医生$60 ；按摩师$50 ；每次检查
的X射线的最高限额$250；手术咨
询$500；每次检查实验室测试的最
高限额$300

URC

医生收费 ——每次就医限额 $150；医
院费用 ——支付挂号费$100，除非住
院；紧急护理机构——支付挂号费
$25；每个保单期间，诊断实验室和X
射线限额$5,000

URC

URC

急诊就医的疾病

URC

URC

URC

URC

URC

需就医急诊的事故

URC

URC

URC

URC

URC

附加意外

NA

每次发生$300

每次发生 $300

每次发生$300

每次发生$500

当地救护车

每一次生病$1,500——与自付额或共
同保险无关

URC

每次生病$100——与自付额或共同支
付无关

URC

URC

心理/神经

只有在连续承保12个月以后，才可
以门诊手术

每个期间 $10,000 ——最高限额
$50,000 ——在连续承保12个月后
生效

每个保单期间最高 $2,500；每个保单期
间住院限定25天；每个保单期间门诊手
术限定最多20次 ，70%可偿费用，每次
最高 $75；终身最高额 $30,000

每个期间 $10,000——最高限额
$50,000——在连续承保12个月后生效

SAAI ——终身最高限额 $50,000 ——
连续承保12个月后生效

（如果没有住院，额外$250自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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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Gold

Platinum

保险给付

Silver

（第一次连续承保36个月）

（从第37个月的第一天开始）

Gold Plus

（参阅第7页的Platinum优势）

紧急疏散

每一承保期间 $50,000——不涉及自
付额或共同保险

直高至最高限额——不涉及自付额或者
共同保险

每个人每个保单期间限额$250,000

直至最高限额——不涉及自付额或者
共同保险

至最高限额——不涉及自付额或者共
同保险

紧急团聚

NA

终身最高限额$10,000

终身最高限额 $10,000

终身最高限额$10,000

终身最高限额$10,000

遗体送返

每位被保人终身最高限额 $25,000
——不涉及自付额或共同保险

每位被保人终身最高限额 $25,000——
不涉及自付额或者共同保险

每位被保人终身最高限额 $15,000 ——
不涉及自付额或共同保险

每位被保人终身最高限额
$25,000——不涉及自付额或者共同
保险

每位被保人终身最高限额
$50,000——不涉及自付额或者共
同保险

远程交通

NA

NA

NA

NA

每个保单期间最高限额 $5,000，至终
身最高限额 $20,000

政治疏散和送返回国

NA

NA

NA

NA

终身最高限额 $10,000

（年龄不满18岁）

儿童健康

每个承保期间，可3次就医——每次最
高$70 ——在连续承保12个月后生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200——不涉及自
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个月
后生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 $200 ——不涉及自
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个月
后生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200——不涉及自
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个月
后生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 $400——不涉及
自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6个
月后生效。

成人健康

NA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250——不涉及自付
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个月后
对于30岁或以上的人士有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250——不涉及自付
额或共同保险 – 在连续承保12个月后对
于30岁或以上的人士有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250——不涉及自
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个月
后对于30岁或以上的人士有效。

每个承保期间最高 $500 ——不涉及
自付额或共同保险——在连续承保12
个月后对于30岁或以上的人士有效。

处方药物保险

URC

URC

每位被保人每个保单期间$5,000 ，仅适
用于门诊手术

URC

在美国境外——URC。美国境内——
处方药卡挂号费：$20用于普通药 /
$40用于当没有普通药可代用的品牌药
物（每月每张处方的限额可以申请并需
要由公司预先审批）

其它服务

延续护理：最初30天；放射治
疗：URC；家庭护理：每次承保30
天；疗养院：30天；义肢装置：所
有URC

URC

URC——放疗和化疗（住院和门诊手
术）每年最高限额 $10,000；终身最高
限额 $50,000

URC

URC

物理治疗法

每次就医最高$40——最多就医30次

每次就医最高$50

每次就医最高限额 $50——每个保单
期间最高限额 $1,000。终身最高限额
$10,000

每次就医最高$50

每次就医最高$50

补充疗法

NA

每一个承保期间，针灸 $150；芳香疗法
$50；中药治疗 $50；磁疗 $75；按摩
疗法 $150；维生素疗法 $100

每一个承保期间，针灸 $150；芳香疗法
$50；中药治疗 $50；磁疗 $75；按摩
疗法 $150；维生素疗法 $100。

每一个承保期间，针灸 $150；芳香疗
法 $50；中药治疗 $50；磁疗 $75；
按摩疗法 $150；维生素疗法 $100。

每一个承保期间，针灸 $150；芳香疗
法 $50；中药治疗 $50；磁疗 $75；
按摩疗法 $150；维生素疗法 $100。

休闲潜水

NA

URC

URC

URC

URC

非紧急牙科

可选追加条款

可选追加条款

可选追加条款

可选追加条款

一年最高支付$750；个人自付额
——$50保险给付表—— I级90%；II
级 70%；III级 50%；6个月的等待期

由于事故引起的紧急牙科

每个承保期间$1,000

URC

每一个承保期间$500

URC

URC

因为突然未预期的疼痛引起
的紧急牙科

NA

每一个承保期间$100

每一个承保期间$100

每个承保期间 $100

See Non-emergency Dental
benefits

高中体育伤害

NA

NA

NA

NA

Up to $20,000 per certificate
period

眼科

可选的追加条款

可选的追加条款

可选的追加条款

可选的追加条款

检查——最高 $100
材料——最高$150每24个月

可选的追加条款*——终身最高限额
$50,000，正常分娩最高 $5,000，
剖腹产$7,500，最初12个月孩子健康
$200，新生儿护理和先天性疾病在最
初31天里最高赔付$250,000（如果出
生在连续承保的第11、12个月，则赔
付减少50%）

可选的追加条款*——终身最高限额
$50,000，正常分娩最高 $5,000，
剖腹产$7,500，最初12个月孩子健康
$200，新生儿护理和先天性疾病在最
初31天里最高赔付$250,000（如果出
生在连续承保的第11、12个月，则赔付
减少50%）

可选的追加条款*——终身最高限额
$50,000，正常分娩最高 $5,000，剖腹
产$7,500，最初12个月孩子健康 $200
，新生儿护理和先天性疾病在最初31天
里最高赔付$250,000（如果出生在连续
承保的第11、12个月，则赔付减少50%

可选的追加条款*——终身最高限额
$50,000，正常分娩最高 $5,000，
剖腹产$7,500，最初12个月孩子健康
$200，新生儿护理和先天性疾病在最
初31天里最高赔付 $250,000（如果出
生在连续承保的第11、12个月，则赔付
减少50%）

生育

分娩、健康、新生儿护理与先天
性疾病，家庭事务生育计划（不
涉及自付额或共同保险 ——在承
保10个月后生效）

SAAI ——
$1,000 额外的自付额，
$50,000 终身最高限额，
最初12个月孩子的健康$200 ，
新生儿护理和先天性疾病在最初31天
里最高赔付$250,000

全球心灵的平安（Global Peace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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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计划选项的优势
Platinum计划选项是完整的国际保护计划。它提供增强和额外的给付，提供专门的服务团队，随时准备为您帮助，并获得我们独家的Global Concierge和
Assistance ServicesSM。关于Platinum给付的更进一步描述，请参阅夹在本手册后面的补充小册子。
n 全面的重大医疗计划——Platinum计划选项
提供较高的赔付最高限额和额外的保险项目——
终身最高保险额$8,000,000，移植最高限额为
$2,000,000，同时增加了住院食宿、遗体送返、
附加意外险、心理与神经以及成人和儿童健康的给
付。该计划也包括了远程交通、政治撤离与送返回
国以及高中体育受伤的给付。

n 政治撤离和送返回国的给付——在美国国务院发
布东道国撤离令的情况下，IMG将协调所有涉及到
的被保人，撤离到最近的安全地方，或者送返被保
人居住的原籍国。

n 一个具有医疗、牙科和眼科给付的计划——除了
医疗给付，Platinum计划选项还包括了一个牙科计
划，承保范围包括I级诊断与预防服务，II级基础服务
和III级重大服务。它还包括一个眼科给付，承保范围
包括检查和材料。

n 高中体育受伤的给付——当参加经批准、有组织
的高中及以下水平的体育运动时，它为您的孩子提供
保护。

n 远程交通的给付——如果您遇到不是马上危及生
命的健康问题，但是严重到如果不立即治疗，就足
以导致死亡或永久残疾，远程交通将提供交通所产
生的符合条件的费用，使您到达一个可以进一步治
疗的合格医疗机构。

n 全球服务台及协助服务——Platinum计划选项
为您提供更多的保险保障——您还可以独家获得由
专门服务团队24/7处理的一系列额外服务。请参考
补充小册子中的一份庞大的清单。

n 心理与神经以及生育承保项目——这些疾病相关
的费用，和任何疾病一样，包括在承保项目内。

n 护理咨询与建议——Platinum计划选项提供给
您直接使用医疗信息服务，使您能够与有执照的医
生、心理学家、药剂师、牙科医生、营养学家和健
身教练沟通。他们可以每天24小时，随时为您的日
常健康相关问题提供帮助。

追加条款

可选的追加条款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是为保护个
人和家庭避免高成本的医疗费用而设计。
除了量身定制的福利套餐，该项目还提供
了几种可选的承保项目。您可以浏览并从
中选择能够满足您需求的任何一种。要申
请，只需简单地增加相应的保费，如申请
表中列出的那样，加入应缴总保费的计算
中。对于可选追加条款更进一步的说明，
请参考夹在本手册后面的补充小册子。

Global Term Life Insurance
（显示的金额是每个单位的最高赔偿额）

意外身故与伤残（AD&D）——包括在Global
Term Life Insurance中（*赔付基于身故时的年
龄；**“肢体”指的是手、脚或眼睛）

说明
年龄31天-18岁：$5,000
年龄 19 - 29 岁：$75,000
年龄 30 - 39 岁：$50,000
年龄 40 - 44 岁：$35,000
年龄 45 - 49 岁: $25,000

意外失去生命：最高赔偿额*
意外失去双肢体**：最高赔偿额
意外失去单肢体**：50%最高赔偿额

Global Daily Indemnity （显示的金额是每个单元的

每天$100

最高赔偿额。对年龄在31天到69岁直接的人士有效，最
多两个单元）

生育 (Silver、Gold、Gold Plus计划选项）

终身最高限额 $50,000，正常分娩最高 $5,000，剖腹产$7,500 （如果没有附加保

恐怖袭击 （Platinum计划选项）

终身最高限额$50,000

体育运动 (Gold Plus 和 Platinum计划选项）

对一些冒险运动，包括登山、跳伞、激流漂流（请参考证书样本上的全面列表）的
终身承保限额$25,000

费，新生儿仅承保31天。更多信息请参考第6页）

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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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50 - 54 岁：$20,000
年龄 55 - 59 岁：$15,000
年龄 60 - 64 岁：$10,000
年龄 65 - 69 岁：$7,500

牙科与眼科
(Silver、Gold、Gold Plus计划选项）

终身最高限额$750 | 自付额 $50
（每个家庭最多2次）
I级 - 90%，II级 - 70%，III级 - 50%
6个月的等待期间

眼科
检查——最高 $100
材料——最高 $150
每24个月

灵活的核保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提供灵活的核保方式，
以便您的申请可以通过普通核保或灵活的保险追加
条款进行核保。

n 标准核保——当所有身体状况被公开，并且未
明确被追加条款免责或者限制（受上述限定和该计
划的其它条款约束*） 时，有两个级别的核保。
Silver, Gold 和Gold Plus计划选项 对于符合条
件的原有疾病，在生效日或之前已经存在，提供
$50,000的终身赔付，其中，在保险连续达到24个
月份后的每个承保期间，最高赔付$5,000。在24
个月连续承保的期间内，无论您是否接受该病的咨
询或治疗，此给付均可支付。
从承保生效日开始的前180天或之前，以下疾病存
在、有表现、或者被治疗或者建议治疗，都被认为
是原有疾病，并且受限于等待期间以及上述描述保
险项目的其它限定：粉刺、哮喘、过敏症、扁桃体
切除术、背部疾病、增殖腺切除术、痔疮或者痔疮
切除术、生殖系统失调、子宫切除、疝气、胆囊或
胆结石，以及肾结石、乳房的任何疾病，和前列腺
的任何疾病。
根据Platinum计划选项, 在申请表上完全公开的
疾病，并且未被追加条款免责或限制，将任何疾病
一样受保。疾病，包括任何由此引起的并发症，如
果在申请表上未完全公开，则不受保。

n 灵活的核保追加条款——您可能被拒绝承保的
项目，灵活的承保追加条款允许我们为您扩展保险
项目。在24个月连续承保之后，一个公开的原有疾
病，未被追加条款明确免责，只要在24个月期间内
没有接受过治疗，那么它将同任何其它原有疾病一
样受保。如果已经寻求或应该寻求治疗，那么24个
月期间从治疗日期重新开始。

其它免责与限制 *
成人常规体检，在Silver计划选项中、在Gold和Gold
Plus计划选项中的前12个月，以及Platinum计划选项的
前6个月为免责项目 ■ 心理和神经的门诊病人在所有
计划选项的前12个月为免责项目 ■ 心理和神经住院病
人，在Silver计划选项中、在Gold 、Gold Plus和Platinum计划选项中的前12个月为免责项目 ■ 生育、新生
儿和先天性疾病（除非购买了生育追加条款或Platinum
计划选项——参阅第6页的给付摘要表）注意：如果妊
娠是不孕治疗的结果，即使您有生育保险项目，所有生
育费用包括产前、分娩、产后、新生儿和先天性疾病都
是免责项目。 ■ 没有明确列出的器官移植 ■ 眼科矫正
设备，在Silver、Gold 和 Gold Plus计划选项中为免责
项目 ■ 听力矫正设备 ■ 治疗或者设备无医疗需要 ■ 未
经医生安排或实施的治疗 ■ 由亲戚或家庭成员实施的治
疗 ■ 由战乱、暴动或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治疗 ■ 由非
法活动引起的治疗 ■ 有组织的业余或专业体育运动 ■
符合条件由政府或其它保险支付的服务或治疗 ■ 调查
性、实验性或研究性手术 ■ 日常足部护理 ■ 选择性整
容或整形手术 ■ 药物和酒精滥用的治疗 ■ 语言矫治 ■
看护 ■ 体重修正 ■ 阳痿治疗 ■ 避孕用药或治疗 ■ 保
险生效日检测HIV+ 的人士

n

*该手册只包含了目前Global Medical Insurance的一些给付、条件、限
制和免责项目的综合性及总结性描述。一份包含了所有条款、条件和免
责项目的完整证书，将包括在资料包内。IMG在该申请以及/或者宣传册
过期时有权签发最新的证书样本，它可能是修改或是更换成新版本。可
应要求提供证书样本。
对于佛罗里达州居民寻求国际保险，请参阅www.imglobal.com表单库
中的佛罗里达州特别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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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格与登记
资格
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可提供给所有国家的个人和家庭。美国
公民从保险生效日期（或续保日期）开始，必须离开美国，并且计
划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至少6个月居住在美国境外。对于非美国公
民的承保是全球性的，虽然会有些资格限定，对于居住在美国的非
美国公民，从14天到74岁人士可以申请此保险。75岁及以上人士
不符合资格，并且保险将在75岁终止。某些其它限制可能适用。
更详细的信息，请咨询您的独立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
对于家庭而言，当双亲都由Global Medical Insurance承保，年
龄从14天到9岁的前两个符合条件的受抚养子女，均可无需额外费
用而受保*。19岁以下的儿童单独申请，在申请保险时应使用男性
19-24岁年龄段的费率（请参阅费率表插页）。每位申请承保的人
士 都必须填写申请所需的信息。

续保
根据该计划的条款，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可按年度续保，
当续保时承保期间是连续的。在每个承保期（12个月）结束之
前，您将收到续保信息。您必须继续满足上述续保所要求的资格
条件。您可以选择在线续保，或者可以填写纸质续保表格。续保
时没有额外的医疗问题，而且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灵活的续保选
项。请仔细选择您的自付额和计划选项，因为续保时，您将无法
选择更低的自付额或者增加您的计划选项。

终身保险

要申请，只需填写
并寄回申请表

如果您在65岁生日之前参加Global Medical Insurance 计划，一
直受保至75岁，那么可提供终身医疗保险。在您75岁生日之前，
您将收到一份新计划Global Senior Plan®的给付摘要，以及一份
保险的登记表，不需要额外的医疗核保。您只需要浏览给付，填
写并寄回登记表和您的保费。

如何申请
要申请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只需填写并寄回申请表。如
果您作为一个家庭申请，在一份申请上，可以填上包括您自己、配
偶和受抚养子女。如果您或一个受抚养子女已经19岁或以上，则您
必须填写一份单独的申请。您必须准确填写申请表中所列的所有问
题，您才能被考虑 承保。根据您回答医疗问题的情况，可能会被
要求主诊医生的报告书，IMG保留要求其他医疗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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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收到您完整的申请和保费时，我们将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进
行及时评估。如果通过，您或您的代理/经纪人将通过邮件或电子
邮件，收到一份资料包，它包括一张身份证、保险声明、保险凭
证（包含对给付、免责和该计划条款的完整的描述）、索赔申请
信息、理赔表格。根据保险计划条款的要求，如果在您申请保险
和保单生效期间，您或您任何家庭成员患有或治疗任何疾病、受
伤或者其他医疗问题，则您需要通知IMG。如果您的申请不获批
准，您将收到保费全额退款。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独立保
险代理人或经纪人。
我们相信，您将同意保险的所有条款。为了使您满意，一旦您被
该计划接收，我们将提供15天期限给你阅读资料包内容。如果在
15天期限内您对该计划有任何不满意，无论什么原因，您可以提
交书面材料请求取消保险，我们将全额退还您的保费。进一步详
细信息请参阅保险凭证。
在这15天期间之后收到取消申请，IMG作为计划管理者，将酌情
处理。您可能会收到任何退款，将根据既定的退款时间表，而不
是按比例计算。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保险凭证。
有关保护患者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的重要事项：本保险不受PPACA
制约，也不提供其要求的给付。2014年1月1日， PPACA要求美国公民和某
些美国居民购买PPACA兼容的保险，除非他们得到PPACA的豁免。那些被
要求购买PPACA兼容保险的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如果没有按要求做，则可
能受到税务处罚。购买、延期或续保本产品的资格，或其条款及条件，可能
会因适用法律的改变，包括PPACA的改变，而被修改或修订。请注意，决定
PPACA是否对您适用，这完全是您个人的责任。本公司和IMG对任何人出于
任何原因无法获得或者持有PPACA不负任何责任。关于PPACA是否适合您
或者您是否有资格购买Global Medical Insurance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MG
的常见问题回答（FAQ）：www.imglobal.com/client-resources/PPACAFAQ.aspx。
* 对于家庭而言，前两个年龄从14天到9岁的符合条件的受抚养子女将被保，
第一年承保无需额外的费用。在第一次续保日期，保费将按公布费率的50%计
算。对于后续的续保，将适用常规的续保费用。

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本手册列出的给付、限制、资格和免
责项目细节，请参考证书本文。 在购买之前，可应要求提供
证书本文。
本手册中摘要描述的保险项目、给付和资格以印刷之日为
准，受该计划的条款所限制。任何在印刷之后发生的更新或
改变，将包括在资料包中，它将在您的申请通过之后，或者
此后的时间择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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