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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可选的追加条款说明、服务&其他计划信息说明

给付&可选的追加条款说明
以下是给付和保险条款的部分列表。进一步比较给付水平，请参阅本手册的第5、6、7页。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的给付细节，请参考证书文本。

Silver, Gold, Gold Plus & Platinum
计划选项

n 遗体送返——对于因受保疾病或受伤致死的
被保人，赔付将其遗体或骨灰运送回其原居国的
费用。

所有4个计划选项都提供以下给付。

n 生育——为产前和产后护理、每次怀孕的正常
分娩或剖腹产，以及产后前31天的婴儿护理、新
生儿治疗和先天性疾病承保。本保险可以在最初
申请时，作为Silver、Gold和 Gold Plus计划选
项的追加条款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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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承保项目。）

n 住院治疗——提供以下给付：食宿 n护理服
务 n处方药 n医师费 n诊断和实验室试验 nX-射
线，化疗和放射n耐用医疗设备 n常规提供的治
疗、服务和供应。
n 外科——提供以下给付： 外科护理 n第二外
科手术意见 n手术医师费 n常规提供的治疗、住
院和门诊服务，以及供应。
n 移植——计划选项将赔偿被保险人在受保范
围内的移植，最高赔付每一计划选项的最高赔付
额。这些赔付仅限于某些移植，并且只有在指定
的移植机构治疗才受保，这些机构应是独立签约
的PPO网络的成员。
n 门诊——就医于医生或者其他健康护理提供
者，不需要入院并且进行必需的医疗上的治疗。
n 急诊室疾病——在急诊室接受的治疗，最多支
付至保险的最高限额。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急诊费
用，将涉及一个额外的$250自付额。
n 急症室事故——因就医于急诊室的费用，保险
最多支付至最高限额。
n 儿童健康——为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例行体
检、预防接种、接种疫苗，以及其他相关的健康
儿童护理。
n 紧急医疗运送——当疾病危及到您的生命或您
的身体受伤，而临近地区没有合格的医疗机构可
以为您治疗时，本条款生效。请参阅服务说明插
页，获取其他信息。

u The Family Matters® 生育计划——为
您的怀孕提供教育信息，为准妈妈和家庭提供
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而设计。赠送《What to
Expect When You’re Expecting》一书，帮
助解答所有怀孕家庭都面临的日常问题。本计
划也可以帮助您尽早察觉潜在的妊娠并发症，
并给予合适的产前治疗。
n 处方药物保险——由医生处方开出的用于治疗
受保疾病和受伤的药品。这些计划选项也包括由
Universal Rx管理的打折药物卡。
n 心理/精神——用于心理或精神健康状态、身
体、情绪或行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由执业医师开
具的处方药品的费用；本赔付是Silver计划选项的
一部分，仅门诊适用。
n 其他服务——由医生介绍的脊椎治疗师、放射
治疗、家庭护理、临终关怀护理、物理治疗和假
肢装置。

可选的追加条款
n Global Term Life InsuranceSM ——为家
庭的创伤性损失提供保护。包括意外死亡和断肢
（AD&D）保险，无须额外费用。如果购买全球
定期人寿保险的同时支付了AD&D保险费，则赔
付加倍。
获准购买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全球医疗
保险）的70岁以下人士，在申请时自动获得购买
一个单位保金的全球定期人寿保险的资格。全球
定期人寿保险是按单位购买的可选计划。申请人
可以购买的单位数量的保金，依据其申请时的年
龄和接来下的每次续保情况而定。年龄31天至18
岁的申请人具有购买一个单位保金的资格。19岁
至64岁的申请人具有购买两个单位保金的资格。
n Global Daily IndemnitySM——将直接向您
支付每次必须住院的给付。住院必须符合Global
Medical Insurance计划中的条件。与生育相关的
住院不符合本计划的条件。

Silver, Gold & Gold Plus 计划可选的追
加条款
n 牙科/眼科追加条款 ——为非急诊牙科提供保
险，最高支付$750，需$50自付额：
1.

I类：预防和诊断服务——保险计划支付90%；免除
自付额:

2.

II类：基本服务——自付额之后，保险计划支付70%

3.

III类：主要服务——自付额之后，保险计划支付50%

也为眼科护理费用承保，常规眼科检查每24个月
最高赔付$100，矫正镜片、视力矫正隐形眼镜和
框架每24个月最高赔付$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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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付说明

Gold, Gold Plus & Platinum计划选项
除了之前列出了给付，Gold, Gold Plus &
Platinum计划选项还包括以下给付。

n 成人健康——包括常规体检，乳房X光检查和
产科/妇科就医。就医必须至少间隔12个月。
n 紧急团聚——在紧急医疗运送期间，被保人的
亲属或朋友行程的费用。
n 补充疗法——对于被保疾病，替代疗法被认为
是有医疗必要的，并经执业医师嘱咐的。
n 休闲潜水——如果被保人遵守由专业潜水机构
制定的安全潜水规则，潜水时所发生的疾病和受
伤，保险将支付通常、合理和惯例的费用。

Gold Plus & Platinum计划可选的追加
条款

n 运动追加计划——为冒险运动承保，如登山、
跳伞和激流漂流，终身最高赔付$25,000。也为业
余运动承保，终身最高赔付$10,000，因薪水、奖
励和营利参加的业余运动，包括足球、曲棍球等
接触性运动除外。

Platinum计划选项

除了之前列出了给付， Platinum计划选项还包括
以下给付。
n 远程交通 ——除了紧急医疗运送外，Platinum
计划还提供远程交通保险。在诊断出严重疾病时，
该疾病不会必然立即危及生命，但如果不及时治
疗，就会足以导致死亡或终身残疾，远程交通计划
将支付把被保人送至合格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
所产生的符合条件的交通费用。（如果当前的医疗
机构不能提供那样的治疗）

之后的日期生效，公司将支付最高$10,000的终身
最高保额，用于将被保人送到最近的安全地方或
送被保人回原居国。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2.
3.

被保险人应政府发布疏散命令的10天内与本公司联
系；
疏散命令与同被保人同一原居国的其他人有关；
政治撤离和送返由本公司审批和协调；

如果目前有生效的旅行警告，或在被保人到达东
道国日期前的6个月内发布过旅行警告，则本公司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支付政治撤离费用。

可选的追加条款
n 恐怖袭击追加条款——如果被保人因恐怖袭
击*事件导致受伤，并且被保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参
与该事件，则保险计划给付符合条件的医疗索赔
额，终身最高给付$50,000。
如果美国政府于被保人到达某个国家或地点之后
发布了撤离公告，并且被保人不合情理地不要或
拒绝离开该国家或地区，则该恐怖袭击事件不属
于保险计划的保险范围。

n 两级美国处方药卡——提供额外的处方药
保险，为Universal Rx折扣计划之外，由医生
处方开具的用于治疗受保疾病或受伤的药物承
保。除了这额外的节省，相对于更昂贵的品牌药
品，Platinum成员还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低成
本的普通药来节约健康护理成本。
n 牙科——为非急诊牙科提供保险，最高支付
$750，需$50自付额：
1.
2.
3.

I类：预防和诊断服务——保险计划支付90%；免除
自付额:
II类：基本服务——自付额之后，保险计划支付70%
III类：主要服务——自付额之后，保险计划支付50%

n 高中运动受伤——每个保险证书的有效期中，
为经过核准的、有组织的高中水平及以下的运动
中受伤，保险最高支付$20,000。
n 眼科——为眼科护理费用承保，常规眼科检查
每24个月最高赔付$100，矫正镜片、视力矫正隐
形眼镜和框架每24个月最高赔付$150。

为了符合条件，远程交通计划必须在重大疾病时
由主治医师建议，并且由IMG事先批准和协调。
n 政治疏散和送返回国——如果美国政府国务
院、领事馆、或被保人本国类似的政府机构，因
为政治动荡下令所有非紧急政府人员从东道国撤
离，且该命令在被保人到达东道国当天或者到达

* 对于恐怖袭击的定义和限制，请参见证书文本。

给付说明

服务说明
以下是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全球医疗保险）提供的服务的部分列表。对于相应的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第4、7页。

Silver, Gold, Gold Plus & Platinum
计划选项
所有4个计划选项都提供以下服务。
n 美国境内查找医疗服务提供商——不论你在
何时何地旅行，您可以欣慰地知道一个庞大的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PPO）在
那里为您服务。独立的PPO拥有数以万计的、高
素质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包括许多美国最著名的
大学医疗中心和移植机构。

当然，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您想要的医生或医疗
机构。然而，选择PPO网络内的医疗服务提供商
可以明显地减少您自掏腰包垫付的费用。
n 美国境外查找医疗服务提供商 ——此外，如
果您在美国境外寻求治疗，我们提供给您我们拥
有的国际医疗服务提供商通道SM (IPA)，这是一
个拥有超过17,000位全面地、专业处理任何医疗
急救、有造诣的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库。我们
的直接结算方法也可以在节约在选择医疗服务提
供商时所用的时间和前期费用。

通过www.imglobal.com.的在线PPO和 IPA 网
络，您可以即时获得医疗服务提供方和医疗机构
的清单。该目录允许您根据医生或医疗机构的名
称，专长或地点进行搜索。
n 医疗服务台——如果您需要非急诊医疗手
术，这项服务将帮助您选择经济实惠的医疗机
构，该机构能够向您提供优质护理服务。这个手
术可以是住院手术或门诊手术，可简单如磁共
振，亦可复杂如移植。关于该手术费用，您将收
到简单易懂关于比较不同的医疗机构收费的信
息。有了这些事实后，您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如在哪里做手术，哪家机构将明显减少您的健康
护理费用。这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医疗护理。
服务说明

使用这项服务，仅需告知医疗服务台手术是必须
的。医疗服务台届时将会为您服务，为您提供质
量级别最高服务和经济实惠的医疗机构。此外，
您将收到医师接收病人入院特权确认书、PPO参
与确认书、有关您医疗手术的教育材料、协助安
排就医时间及其他更多服务。

n MyIMGSM——为了丰富您全球经历，我们通
过一个安全的用户友好型网站向您提供分类互动
服务。我们的服务您随时随地都可以触及到——
这就是MyIMG所提供的。MyIMG是我们自己的
在线服务，它允许你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每天24
小时，每周7天，存取信息或管理帐号。

n 紧急医疗运送——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全球医疗保险）包含紧急医疗运送
的给付。当疾病危及到您的生命或您的身体受
伤，而临近地区没有合格的医疗机构可以为您治
疗时，本条款生效。

为了丰富您全球经历，我们通过一个安全的用户
友好型网站向您提供分类互动服务。我们的服务
您随时随地就可以触及到——这就是MyIMG所提
供的。MyIMG是我们自己的在线服务，它允许你
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存
取信息或管理帐号。

如果主治医生断定将被保人送回原居国的任何额
外行程时间不会对其健康造成损害，本计划为紧
急医疗运送至最近的合格医疗机构或者离被保人
原居国最近的合格医疗机构承保。
在您或您的家人最需要它的时候，Global
Medical Insurance（全球医疗保险）的紧急医
疗运送给付为您提供获得医护的途径。紧急情况
下，IMG会协调，将您送至合格的医疗机构，治
疗您的疾病或伤。在为您安排抵达后的接收医院
的同时，一队独立的飞行员和医疗专业人员队伍
护送您和一位家属（如果有位子）。一旦到达接
收医院，IMG将继续监测您的治疗，并与医生和
您的家属保持沟通。
为了符合受保条件，该条件必须是危及生命情况
下，由主治医师建议，并且由IMG事先批准和协
调。IMG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可以安排紧急医
疗运送。

Platinum计划选项

使馆和领事馆推荐
提供最近的美国使馆或领事馆位置和联系
方式。

n 24小时 随时联系健康护理专业人员——作为

紧急现金转账
在世界任何地方协助安排并获得现金转
账。

除了之前列出的服务， Platinum计划选项还包括
以下服务。

Platinum成员，不论身在何处，您可以通过IMG
每天24小时轻松地与经验丰富的健康护理专业人
员联系。您可以获得医疗信息服务，让您可以咨
询经专业委员会认证的医生、执业心理治疗师、
药剂师，牙医，营养师和健身教练，帮助您解决
您的任何常规的健康相关问题。
本服务并不能替代您的家庭医生；而是方便解决
您的问题，为您做出明智的决定提供支持。健康
护理专业人员将快速回答您的问题，向您推荐专
家，并为您提供所需信息——为您节约时间并尽
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诊室就医。

n 全球服务台和帮助服务（Global
Concierge and Assistance ServicesSM）——此外，作为Platinum成员，您可以获得专属
的全球服务台和帮助服务。不止是保险保障，这
些服务为您提供保持健康和安全的知识和信息。
以下是由专业服务团队提供的服务清单，全天24
小时，每周7天可以获得。

紧急信息传递
传递信息给您的家属、朋友和同事，帮助
您在紧急情况中保持联络。
紧急旅行安排
在您必须中断旅行并回国时，帮助您做合
适的旅行安排。
• 法律推荐人
• 向您提供您旅行所在国家的律师的联系信
息。
遗失护照/旅行证件援助
协助报告、取回或更换丢失或被盗的旅行
证件。
专门的理赔团队
为成员提供快速的理赔服务

专用服务热线
全球24/7可以接通的国际免费号码

处方药更换协助
协助更换和邮寄遗失或受损的药品。

安全动态和国家概况
24/7在线访问最新公告和旅行警告

药品翻译服务
24/7在线提供常见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在特
定国家的品牌名称。

• 行李跟踪
• 帮助定位遗失的托运行李并且安排将其投
递至您所在的世界上任何地方。

* 全球服务台和帮助服务提供的是额外的服务。它们并非保险给
付。

• 行前健康和安全公告
• 24/7在线获取关于目前护照和签证要求的
信息、关于接种疫苗的信息和最新的旅游
安全公告。
•
•
•
服务说明

其他计划信息
预认证

给付认证

付款担保

接受治疗之前，您可能需要联系IMG对您的治
疗和/或核实保险计划。预认证是指联系IMG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Review公司，对
治疗或者服务的建议，获取的医疗必要性的鉴
定。请注意，预认证只能确认医疗必需性，而不
是保险担保、给付的验证或付款的保证，这点很
重要。预认证可以由您、医生、医院行政人员或
者家属办理。以下治疗和服务必须进行预认证，
否则可能导致某些给付减少。

给付认证是认证您的保险以及保险计划下可符合
条件的给付的过程。您也可以通过联系IMG的客
户服务部，确定您的治疗或者服务是否要求预认
证。给付认证并非付款的保证或者保险担保，按
照计划的条款和条件，所有医疗费用必须符合付
款指南的条件。虽然预认证与给付认证是独立的
决定，但是二者都依据您或您的健康护理医疗服
务提供商提供给IMG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决
定。

在提供服务之前，医疗服务提供商要求提供付款
担保，IMG将发出“付款保”信函。该信函将表
明，我们会处理并支付被保险人住院、诊断和/或
治疗所产生的医疗服务费、费用和医疗理赔，根
据保险证书的条款和条件，对符合条件的费用进
行有效的补偿，处理并支付被保险人住院、诊断
和/或治疗所产生的医疗服务费、费用和医疗理
赔。

n
n
n
n
n
n
n

任何手术或治疗需要住院
门诊手术
急诊入院后48小时内
在康复护理机构的护理
居家护理
耐用医疗设备包括假肢
移植

理赔程序

共同保险金额及不符合条件的费用及收费。

当您接受治疗时，IMG必须在服务的90天内
收到单据正本。出于礼貌，理赔可以用指定的
支付货币通过电子银行电汇的方式支付。请参
阅理赔申请表，以获取更多本服务的信息和条
件。

n 报销——如果您已经接受了治疗，并需要
报销您垫付的医疗费用，请在90天内完整地
填好理赔申请表并提交您的单据原本和支付收
据。在支付该保险计划条款规定的自付额和共
同保险后，我们将报销您符合条件的医疗费
用。

理赔申请选项
n 直接支付给医疗服务提供商——很多情况
下，为了方便，IMG与医院和诊所合作，包括
独立的PPO之外的机构，以您的名义直接支付
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为了符合使用这种支付
方式支付理赔的条件，您或医疗服务提供商必
须填写理赔表格，并连同单据原本一起提交。
在这种情况下，你将承担直接支付的免赔额、
Additional Program Information

请记得您收到的账单和收据时立即寄给我们。
不要将他们留存到年底。IMG会把整个一年的
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用于您的自付额和共同保
险。

n 寄送理赔申请给IMG—

P.O. Box 88500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08-0500 或者
传真: 1.317.655.4505
n 医疗服务台、客户服务和理赔咨询请联系—

IMG
美国&加拿大以外:
1.317.655.4500
美国&加拿大以内：
1.800.628.4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