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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民都可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体验，但它也带有潜在的并发症。您的健康护理旅行时

不应该是那些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全球医疗保险，由国际医疗集团®（IMG®）一个革命性的程序，您

将收到世界各地的医疗保险，你需要通过你所期望的世界级服务支持。

全球医疗保险允许您从几个方案的选项中进行选择，定制您的长度和覆盖区域，并从多个免赔额和支付

模式中进行选择。考虑到你的病史，程序提供不同的承保方法来扩大医疗保险你可能会被其他公司拒绝

。

与IMG，你会放心知道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工作，让您的保险作为经济实惠越好。医疗保健的成本都

在上涨，但我们致力于控制这些成本。作为这一承诺的一部分，IMG提供医疗礼宾程序，无与伦比的服

务，为您节省出上的口袋医疗费用。我们还提供现金奖励，并放弃你的免赔50％，选择从一些美国之外

最好的医疗设施接受治疗

您需要适当的全球覆盖，由一个公司，就是有你，当你最需要我们提供的。当您选择全球医疗保险，您

会收到IMG的承诺，提供卓越的医疗福利，医疗援助和服务 -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你Mind®的全球和平

。

全球医疗Insurance® 

覆盖全球。世界级的服务。

A公司和节目 

旨在 满足您的需求旨在 满足您的需求



为什么IMG？

近30年来，IMG已经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提供数百万会员的全球利益和援助服务。我们致力于与我们的成员，无论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在那里，帮助提供心灵的全球和平 SM。 全天候的医疗管理服务，会讲多种语言的近30年来，IMG已经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提供数百万会员的全球利益和援助服务。我们致力于与我们的成员，无论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在那里，帮助提供心灵的全球和平 SM。 全天候的医疗管理服务，会讲多种语言的近30年来，IMG已经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提供数百万会员的全球利益和援助服务。我们致力于与我们的成员，无论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在那里，帮助提供心灵的全球和平 SM。 全天候的医疗管理服务，会讲多种语言的

声明管理员和训练有素的客户服务人员，IMG在其提供国际成员所需要的产品，由他们想要的服务支持能力有信心。

为什么全球医疗保险？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 五个计划选项 - 铜，银，金，金Plus和铂金 - 和额外的， 

可选的覆盖范围

?? 覆盖区域的选择 - 全球或全球不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 ?? 覆盖区域的选择 - 全球或全球不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 ?? 覆盖区域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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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反映您想要的地理区域香港，日本，澳门，新加坡和台湾 - 以反映您想要的地理区域

?? 灵活的承保 那 满足您的需求?? 灵活的承保 那 满足您的需求?? 灵活的承保 那 满足您的需求?? 灵活的承保 那 满足您的需求

?? 紧急福利 通过认可，现场医务人员的服务支持?? 紧急福利 通过认可，现场医务人员的服务支持?? 紧急福利 通过认可，现场医务人员的服务支持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 高级模式 - 每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和 - 调度 

支付的频率，以满足您的需求

?? 多抵扣选项 满足您的财务资源 ?? 多抵扣选项 满足您的财务资源 ?? 多抵扣选项 满足您的财务资源 

?? 自由选择 你自己的健康保健提供者，无论您身在何处 ?? 自由选择 你自己的健康保健提供者，无论您身在何处 ?? 自由选择 你自己的健康保健提供者，无论您身在何处 

世界

金融稳定。 天狼星国际保险集团拥有 金融稳定。 天狼星国际保险集团拥有 

- 一个A级，$ 2.6十亿全球企业 -  IMG提供的金融安全和信誉深受国际消费者的要求。

 

便利的技术。 登录到安全，24小时在线门户，我 IMG SM， 提交和查看您的权利，管理您的便利的技术。 登录到安全，24小时在线门户，我 IMG SM， 提交和查看您的权利，管理您的便利的技术。 登录到安全，24小时在线门户，我 IMG SM， 提交和查看您的权利，管理您的便利的技术。 登录到安全，24小时在线门户，我 IMG SM， 提交和查看您的权利，管理您的便利的技术。 登录到安全，24小时在线门户，我 IMG SM， 提交和查看您的权利，管理您的

帐户，搜索提供商，一起生活的代表，更聊天。

国际紧急护理。 当你远离家乡和医疗紧急情况发生时，你可能无法等待正常营业时间。国际紧急护理。 当你远离家乡和医疗紧急情况发生时，你可能无法等待正常营业时间。

随着我们现场的医务人员，您可以24小时使用的紧急医疗服务和国际治疗高素质的协调

员。

全球支持。 随着全球各地的办事处和合作伙伴，IMG提供你所需要的支持，当你需要它全球支持。 随着全球各地的办事处和合作伙伴，IMG提供你所需要的支持，当你需要它

。事实上，这是我们的企业使命，在那里保护和提高你的健康和福祉。

服务没有障碍。 与团队国际化，多语种的专家，我们习惯于在多个时区，语言和货币工服务没有障碍。 与团队国际化，多语种的专家，我们习惯于在多个时区，语言和货币工

作。我们的全球影响力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工作。

国际供应商访问 SM（ IPA）。 除了适用于美国内接受治疗的广阔UnitedHealthcare的PPO国际供应商访问 SM（ IPA）。 除了适用于美国内接受治疗的广阔UnitedHealthcare的PPO国际供应商访问 SM（ IPA）。 除了适用于美国内接受治疗的广阔UnitedHealthcare的PPO国际供应商访问 SM（ IPA）。 除了适用于美国内接受治疗的广阔UnitedHealthcare的PPO

网络，我们的17000点多有成就的医生和设施的专有网络IPA允许您访问世界各地的优质

护理服务。我们的直接结算安排，也可以缓解在选择供应商的时间和费用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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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的时期相对于一个生病或受伤期间发生被保险人收费及开支遭受或者被保险人保险时期持续，而这个证书是有效的，只要收费也通常，合理和习惯并

支付医疗或医疗必要的物资（“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

以下是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的赔偿摘要时间表。          

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

NA（ 不适用）NA（ 不适用）

优点总结时间表

效益 青铜 银 金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覆盖） 

金

（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

月）

金加 铂

终身最高限额 $ 1,000,000个每个个体 $ 5,000,000每个个体 $ 5,000,000每个个体 $ 5,000,000每个个体 $ 5,000,000每个个体 $ 8,000,000每个个体

免赔额（ 每保险期） 免赔额（ 每保险期） $ 250至$ 10,000个 $ 250至$ 10,000个 $ 250 $ 25,000 $ 250 $ 25,000 $ 250 $ 25,000 $ 100 $ 25,000

扣除结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在美国以外的治疗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在美国境内使用治疗医疗礼宾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抵扣50％的豁免，最高可达$ 2,50

0。 

没有共同保险 

在美国境内治疗 -  

PPO网络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除扣除。  

没有共同保险

在美国境内治疗 -  

非PPO网络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

用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

段的整体最大

覆盖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

用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

段的整体最大

覆盖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用

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段的

整体最大

覆盖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用

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段的

整体最大

覆盖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用

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段的

整体最大

覆盖

除扣除。计划支付的符合条件的费用

下一$ 5,000个80％，那么100％至每一段的

整体最大

覆盖

共同保险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国际 -  100％

美国网络 -  100％ 

美国外的网络 -  80％

门诊病人

$最大500极限 - 专家/医师费用（预住院/

 

后住院）

每次访问$ 300最大 - 实验室测试; 每次访问

$ 250最大 - 诊断

x射线

$ 70上限; 25访问限制 - 

专家/医生收费$最多50个极限 - 按摩师

 

收费$最大500个极限 - 手术

干预会诊费 

每次访问$ 300最大 - 实验室测试; $ 250最高

每次访问-diagnostic

x射线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医师费用 - 每次访问$ 150; 住院费用 -  $ 10

0共同支付，除非承认; 紧急医疗设施 -  $ 25

共同支付  

$ 5,000最大每覆盖诊断实验室和x射线的周

期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心理/神经 NA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门诊12个月后的 

连续报道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最大10,000。12个月后，可用

连续报道

住院：在符合抵扣和 

共同保险门诊：国际 -  70

％

美国网络 -  70％ 

美国外的网络 -  70％

其他门诊分限制：每期间每次访问$不

能超过2500 $ 75上限 

覆盖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最大10,000每个保险期以

$ 50,000一生最大。12个月后可用

连续报道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 50,000个一生最大。12个月后，

可用

连续报道

医院急诊室 

伤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医院急诊室 

疾病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如果接纳为住院仅覆盖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另外的$ 250可抵扣如果没有接纳为

住院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另外的$ 250可抵扣如果没有接纳为

住院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另外的$ 250可抵扣如果没有接纳为

住院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另外的$ 250可抵扣如果没有接纳为

住院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另外的$ 250可抵扣如果没有接纳为

住院

住院/食宿费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的平均半私人病房率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的平均半私人病房率。所

有每日加收/ 240天$ 600

最大值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的平均半私人病房率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的平均半私人病房率

每日$ 2,250极限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的平均半私人病房率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对于一般的私人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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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

优点总结附表（ 继续）优点总结附表（ 继续）

效益 青铜 银 金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覆盖）

金

（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

月）

金加 铂

重症监护室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每日$ 1,500个极限 -  18

0日内

覆盖每个事件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日$ 4,500名极限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CAT扫描，MRI，超声心

动图， 

内窥镜检查，胃镜检查，

膀胱镜检查

除免赔额和每次检查共保$ 600最高限额 除免赔额和每次检查共保$ 600最高限额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付$ 5,000个上限门诊 

实验室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手术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辅助外科医生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初级外科医生的电荷的20％

化疗或放疗 

治疗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最大10,000每个保险期，$ 50,000个一生最大的主题，以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母道

交货，预防保健，新生儿护理及先天性疾病，

家庭事务生育计划（10后可用 

覆盖月）

NA NA NA NA NA

$ 2,500个额外扣除每 

怀孕。$ 50,000个一生最大

。$ 200新生儿预防保健效益为31天-12

出生后几个月。$ 250,000个最大的

新生儿护理及先天性疾病的第31

出生后几天

足部护理 NA NA $ 750最高限额 $ 750最高限额 $ 750最高限额 $ 750最高限额

物理疗法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 40最大每次访问 - 每个事件10的访问限制

。可用90天以下的住院治疗或

门诊手术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次访问$ 40最大 -  

30访问限制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次访问$最多50个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期间访问$ 1,000个最高$最多5

0个 

覆盖$ 10,000个一生最

大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次访问$最多50个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次访问$最多50个

移植 $ 250,000个一生最大 $ 250,000个一生最大 $ 1,000,000个一生最大 $ 500,000一生最大 $ 1,000,000个一生最大 $ 2,000,000一生最大

处方覆盖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可用90天以下相关住院治疗或 

门诊手术。$ 600的门诊最高限额

每个事件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张处方90天的供应以下相关保事件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张处方90天的供应。 

只有门诊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 5,000保险期 -  

只有门诊。每张处方90天供应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每张处方90天供应

国际 -  100％内美国 - 处方药卡共同

支付：为通用20 $ /品牌名称，其中一般不

可用$ 40。每张处方90天供应

成人预防保健

（年龄19岁或以上） 

NA NA

$ 250元保险期。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12个月后，可用 

连续报道

$ 250元保险期。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250元保险期。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12个月后，可用 

连续报道

$ 500每保险期。不受免赔额或共保。6个月

后的连续可用

覆盖

儿童预防保健

（通过18岁） 

NA

每次访问$ 70最高，每保险期3访问限制。不

受

免赔额或共同保险。12个月后，可

用

连续报道

每个保险期$最大为200。不受免赔额或共

保。12个月连续报道后，可用

每个保险期$最大为200。不受抵扣

或共同保险

每个保险期$最大为200。不受免赔额或共

保。12个月连续报道后，可用

$ 400最高每保险期。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6个月连续报道后，可用

视力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每24个月$ 100的最大的考试。$ 150元24

个月

物料

五



效益 青铜 银 金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1 ST 36个月连续 

覆盖）

金

（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开始的1 ST 在37天 日

月）

金加 铂

当地救护车因伤害或疾病导致 

住院

每个事件$ 1,500个上限。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每个事件$ 1,500个上限。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每个事件$ 100的最大限额。不受免赔额或共

保

除扣除额和共同保险 

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紧急疏散 

$最大50000每保险期。不受抵扣

或共同保险

$最大50000每保险期。不受抵扣

或共同保险

截至一生最大极限。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 250,000个最高每保险期。不受抵扣

或共同保险

截至上限。不受

免赔额和共同保险

截至上限。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紧急团聚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NA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

设施间救护车（ 从一个授权的医疗设施间救护车（ 从一个授权的医疗

机构转移到另一个许可的医疗保健

 

设施）

每个事件$ 1,500个上限。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仅适用于美国

每个事件$ 1,500个上限。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仅适用于美国

除扣除和共同保险。

仅适用于美国 

每个事件$ 100的最大限额。不受免赔额或共

保。

仅适用于美国

不受免赔额或 

共同保险。仅适用于美国

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仅适用于美国

政治运送和送返 

NA NA NA NA NA $ 10,000个一生最大

远程运输 NA NA NA NA NA

$ 5,000保险期高达$ 20,000个一生最大。不

受免赔额或共保

遗体归来 

$ 1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25,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25,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15,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25,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 50,000个一生最大。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补充医学 NA NA 

每一段$最大500极限 

覆盖

每一段$最大500极限 

覆盖

每一段$最大500极限 

覆盖

每一段$最大500极限 

覆盖

外伤性牙齿受伤

治疗在医院设施 

每个保险期$ 1,000 每个保险期$ 1,000 截至寿命上限 $ 5,000保险期 截至寿命上限 截至寿命上限

治疗因突发疼痛的自然牙 

NA NA 每个保险期$ 100 每个保险期$ 100 每个保险期$ 100 100％

非紧急治疗在牙科供应商因 

事故

NA NA 每个保险期$ 500 每个保险期$ 500 每个保险期$ 500 见非紧急牙科效益

非紧急牙科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可选附加险

每个保险期$ 750最大; $ 50个单独扣除，适用

于较小的恢复和主要

恢复服务

医院赔偿

（仅在美国之外）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民营医院：$ 400元一夜，每期$ 4,000个上限

 

覆盖公立医院：每隔夜$ 500每

期$ 5,000个上限 

覆盖。不受免赔额或共保

附加意外 NA NA

300 $的事故后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不受

免赔额和共同保险

300 $的事故后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不受

免赔额和共同保险

300 $的事故后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不受

免赔额和共同保险

每次事故$最大500极限。不受抵扣和

共同保险

预先存在的条件 

局限性 

排除

$ 50,000个一生最大; $ 5,000个

每对未知条件下保险期。连续报道的24

个月后可用

$ 50,000个一生最大; $ 5,000个

每对未知条件下保险期。连续报道的24

个月后可用

$ 50,000个一生最大; $ 5,000个

每个保险期

$ 50,000个一生最大; $ 5,000个

每对未知条件下保险期。连续报道的24

个月后可用

NA

优点总结附表（ 继续）优点总结附表（ 继续）

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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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范围 

骑士 描述

全球定期寿险 

（示出的量是每单位委托款项）

年龄31天 - 18年：$ 5000      年龄31天 - 18年：$ 5000      

年龄19  -  29岁：$ 75000      年龄19  -  29岁：$ 75000      

年龄30  -  38岁：$ 50000      年龄30  -  38岁：$ 50000      

年龄40  -  43岁：$ 35000      年龄40  -  43岁：$ 35000      

年龄45  -  49岁：$ 25000    年龄45  -  49岁：$ 25000    

年龄50  -  55岁：$ 20000年龄50  -  55岁：$ 20000

年龄55  -  59岁：$ 15000年龄55  -  59岁：$ 15000

年龄60  -  63岁：$ 万      年龄60  -  63岁：$ 万      

年龄65  -  68岁：$ 7500      年龄65  -  68岁：$ 7500      

意外身故及残疾保险金（AD＆d） - 包括在全球定

期寿险 

生命的意外损失：2个会员本金*意外损失总额**：本金* 1 **会员意外损

失总额：50保额的％*

（*效益基于年龄的死亡时间**“会员”是指手，脚或眼睛）

恐怖主义（ 白金计划选项）恐怖主义（ 白金计划选项）

$ 50,000个一生最大为因发生被保险人作为或与恐怖主义行为相关结果受伤或

生病的合格医疗费用 

（ 参考 到骑手有详细介绍）（ 参考 到骑手有详细介绍）（ 参考 到骑手有详细介绍）

体育 

（金Plus和白金计划选项）

（参考 骑行者运动的完整列表除外）（参考 骑行者运动的完整列表除外）

$ 10,000个一生最大的业余体育

冒险运动：

通过年龄49岁：$ 50,000个一生最大年龄50岁至年龄为59岁：$ 30,000个一

生最大的60岁至64岁：$ 15,000个一生最大

牙科与愿景

（铜，银，金，金加计划的选项）

牙齿

$ 750日历最大$ 50免赔额（最多2家）常

规服务 -  90％（扣除被放弃），次要的恢

复 -  70％，主要restorative- 50％6个月等

待期

视力

考试 - 高达100 $每24个月

材料 - 高达每24个月$ 15

0

全球医疗保险的目的是帮助保护个人及家庭的医疗费用的高昂成本。除了量身定制的优惠套餐，该方案提供了一些可选的覆

盖范围。您可以查看并选择满足您的需求的选项。

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免责声明： 好处是受到排除和限制。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并以任何方式保险证和管理政策文件（统称“保险合同”）不能取代。保险合同是提供的实际利益的唯一来源。

7



 ?? 医疗礼宾?? 医疗礼宾

无论您是在当地的设施或在陌生的地方寻求医疗，护理质量是首要关注的问题。IMG的医疗礼宾计划

旨在为您提供关键信息，并协助您作出治疗决定是正确的。您的个人医疗礼宾将审核您的特定非紧急

的医疗状况，并为您提供供应商评级，过去的成果和一般费用信息 - 所有在您计划处理的区域。  

你将有权在收到您的抵扣减少了利用这种独特的医疗服务，而在美国。个性化服务的这个水平是在国

际舞台上无法比拟的。

?? 我的 IMG SM?? 我的 IMG SM?? 我的 IMG SM?? 我的 IMG SM

我的 IMG 是位于https://www.imglobal.com/成员/登录一个专有的在线服务，允许你一个星期管理IMG我的 IMG 是位于https://www.imglobal.com/成员/登录一个专有的在线服务，允许你一个星期管理IMG我的 IMG 是位于https://www.imglobal.com/成员/登录一个专有的在线服务，允许你一个星期管理IMG

账户，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从世界上任何地方。一些功能包括：

» 提交和索赔管理 

» 获取利益的说明（平等机会条例草案）  » 获取利益的说明（平等机会条例草案）  

» 启动预认证

» 通过在线聊天，电子邮件或电话访问客户服务中心» 通过在线聊天，电子邮件或电话访问客户服务中心

» 找到并推荐供应商/设备

» 获得身份证和其他保险凭证» 获得身份证和其他保险凭证

?? Teladoc?? Teladoc

Teladoc提供了访问委员会认证的医生和儿科医生在美国谁全天一周年24小时，每周七天，一年365

天，以帮助诊断，治疗和开药（全国联网 必要时可用） 对于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磋商期间，多个非紧天，以帮助诊断，治疗和开药（全国联网 必要时可用） 对于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磋商期间，多个非紧天，以帮助诊断，治疗和开药（全国联网 必要时可用） 对于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磋商期间，多个非紧

急医疗问题。Teladoc不会取代现有的初级保健医生的关系，但补充它们作为非紧急医疗服务的一个

方便，实惠的选择。使用Teladoc的将被视为在美国境内治疗 -  PPO网络。（ 仅当覆盖全球购买）方便，实惠的选择。使用Teladoc的将被视为在美国境内治疗 -  PPO网络。（ 仅当覆盖全球购买）

?? 通用的Rx药折扣节省?? 通用的Rx药折扣节省

这种节省折扣程序允许您在一个以上的处方购买 

35000个美国和参与药店收到的下 1） 通用的Rx合同价格或 2） 药店正规零售价。这个方案是不保险35000个美国和参与药店收到的下 1） 通用的Rx合同价格或 2） 药店正规零售价。这个方案是不保险35000个美国和参与药店收到的下 1） 通用的Rx合同价格或 2） 药店正规零售价。这个方案是不保险35000个美国和参与药店收到的下 1） 通用的Rx合同价格或 2） 药店正规零售价。这个方案是不保险35000个美国和参与药店收到的下 1） 通用的Rx合同价格或 2） 药店正规零售价。这个方案是不保险

。这是一个纯粹的优惠方案。

?? eDocAmerica?? eDocAmerica

白金计划选项为您提供了eDocAmerica，全球医疗信息服务，它允许您与有执照的医生，心理学家，

药剂师，牙医，营养师和免费的24小时健身教练沟通的直接访问。eDocAmerica的服务，导致保存的

办公室访问，平和的心态，自信的行为，并最终决定了通知，授权会员。

?? 家庭Matters®生育计划?? 家庭Matters®生育计划

该计划旨在为您提供您的怀孕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期待妈妈和家庭的教育信息和建议。提供书“什么期

望，当你期待”的赠阅帮助解答面临的所有期待家庭一天到一天的问题。该方案还可以帮助你及早发

现潜在的妊娠并发症，并鼓励适当的产前治疗。（ 可在白金计划选项）现潜在的妊娠并发症，并鼓励适当的产前治疗。（ 可在白金计划选项）

?? 全球礼宾服务和援助服务?? 全球礼宾服务和援助服务

白金计划选项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保障更多。您还可以通过全天候提供专门的服务团队来处理额外的

紧急旅行援助服务的列表独占访问。有些提供的援助服务包括：

综合世界一流的服务

» 紧急旅行 » 紧急旅行 

安排

» 护照丢失/旅游 » 护照丢失/旅游 

文件援助

» 行李丢失援助» 行李丢失援助

» 大使馆或领事馆转介» 大使馆或领事馆转介

» 紧急消息中继» 紧急消息中继

» 急诊处方 » 急诊处方 

替换

» 医疗转诊» 医疗转诊

» 24小时医疗监测» 24小时医疗监测

» 紧急现金转移和 » 紧急现金转移和 

紧急翻译

» 法律推荐 » 法律推荐 



无论你是在世界上，

IMG是 与你同在。IMG是 与你同在。



合格

全球医疗保险是提供给个人和各民族的家庭。美国公民必须规划或实施

日期和更新日期之前居住在美国境外，并且至少六（6）从未来12个月

的。其他资格限制适用于非

从14天的年龄到74岁居住在美国的人美国公民可申请覆盖，覆盖在年龄

75结束的人75岁及以上不符合覆盖。请参阅更多细节的合同样本。

终身保险

终身医疗保险若您在全球医疗保险计划由您65岁生日登记并保持连续覆

盖到75岁之前，你的75岁生日，您将收到的为全球高级Plan®好处的总

结，和报名表格为覆盖。没有额外的医疗承保。你只需要检查的好处，

并及时完成，并与您的保费退还报名表格。

注册

要申请全球医疗保险，只需填写并退回申请。如果你申请的家庭，你可

能包括你自己，你的配偶和家属的一个应用。如果你有家属谁是19岁以

上，你必须完成的个人单独申请。你必须准确地完成，以便在应用程序

中列出的所有问题，要考虑的范围。

如果获得批准，您将收到一个订单履行套件，其中包括身份证，保险的

申报和包含的利益，排除和计划方面的完整描述证书措辞。你就需要通

知IMG，所要求的计划的条款，如果你或任何家庭成员患有或为您的应

用程序的时间和发放证书之间的任何疾病，受伤或其他医疗状况进行治

疗。如果您的申请未获批准，您将收到由IMG收到任何保费的全额退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独立保险制片人。

质量保证

为了确保您的满意，一旦你在计划接受的，我们提供15天的免费看期来

审查的覆盖面。如果在这15天期间，你会发现你是不是满意的计划以任

何理由，你可以提交注销和IMG收到保费的全额退款的书面请求。请参

阅有关完整信息，证书措辞。

重要提示关于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  本保险不受，不提供由PPACA规定的重要提示关于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  本保险不受，不提供由PPACA规定的

福利。自2014年1月1日，PPACA要求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和某些美国居民，除非他们是从PPACA豁

免获得PPACA符合保险。处罚可能就需要谁维护PPACA兼容的覆盖，但不这样做的人的罚款。资格

购买，扩大或更新本产品，或者其条款和条件，可以修改或基于改变适用的法律，包括PPACA修正。

请注意，这是一个保险人的唯一和排他性的责任来确定对其适用的保险要求，以及本公司与IMG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对一个人可能招致任何处罚， 有关PPACA是否适用于你或你是否有资格购买全球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对一个人可能招致任何处罚， 有关PPACA是否适用于你或你是否有资格购买全球

医疗保险的信息，请参阅IMG公司在www.imglobal.com/en/client-resources/PPACA-FAQ.aspx常见问

题。

覆盖你可以指望， 与24/7覆盖你可以指望， 与24/7

在世界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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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联系信息

这一邀请，询问允许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寻求有关提供的，并仅限于这些好处可能需要支付的任何损失的简要说明保险信息。在保险合同中描述的额外优惠。好处是受所有免赔额，共同保险条款，条款，条件，限制

和保险合同除外。

某些合约确实包含预先存在的条件排斥和不涉及与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损失或费用。 

这本小册子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商标，名称，标题，标识，图像，设计，版权拥有和登记，并在世界各地使用由国际医疗集团及其代表的其他专有材料。©2007-2017国际医疗集团，保留所有权利。词汇在保险证书定义

。

国际医疗集团 

邮政信箱88509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46

208-0509电话：+1.317.655.9799

或+1.866.368.3724传真：

   + 1.317.655.4505

电子邮件：insurance@imglobal.com

Mind®的格洛巴升和平

0118WWW。IMGLOBAL。COM

CM00500163A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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