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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不想只同别人一样。因此，我们邀请超过 3,000 位具有环

球思维的人士，协助我们设计全新的全球医疗计划系列产品。

本系列分级简易，每个等级都能提供我们一贯的优越服务，不仅提

供保障，更涵盖各类保健服务，能够妥善照顾客户的身心健康。

无论在您健康的时候，或是生病或身体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

都会在您身边。

本系列清楚区分保障范围，提供简明的全球医疗方案，具有环球思

维的您，可以自由选择最理想的计划。

以下为精英医疗计划的详细介绍， 

本计划是我们新推出的一系列产品中的一项。

欢迎进入全球医疗保健服务的崭新篇章 本地智慧 环球实力

全方位的卓越服务 
 
我们的全球医疗计划系列提供备受赞誉的高质量服务，保障内容
包括：

 ¡  全面的住院及门诊服务

 ¡  癌症及其他重症治疗，让您可专注于治疗和恢复

 ¡  遗传、先天性及慢性疾病

 ¡  心理治疗 － 让身心都能得到照顾 

 ¡  专属健康助理服务 － 与您一路相伴

 ¡  健康检查* － 预防胜于治疗

 ¡  医疗运送 － 若当地无法提供紧急治疗，我们会将您护送至能
够提供紧急治疗的地点，您也可要求安排一人随行

 ¡  移植、康复护理和居家护理

为何选择精英医疗计划？ 
 
不论您身在何处或选择于何处接受治疗，本计划都将为您提供卓越
的全球医疗保障，其中包括牙科与眼科保障，以及中医、针灸及反
射疗法等多种辅助疗法。

我们的精英医疗计划也非常适合家庭，在加入计划 12 个月后即可
享有产科保障方案的多元保障，计划中每位被保家长可以通过核保
免费将 1 名未满 10 岁的子女列为被保险人。
 
欲了解本系列的其他计划，请浏览  

www.yongcheng.com/healthinsurance

永诚保险简介 
 
永诚财产保险公司是全球医疗计划系列的承保方。我们成立于 
2004 年，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保险公司之一。我们在中国
市场的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全国设立了 32 家分公司，拥有 200 多
家支公司和销售服务中心 － 员工超过 5,000 人。我们的产品与服
务包括全球医疗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保险和车辆
保险。强大的产品组合以及良好的服务信誉使永诚成为中国知名保
险公司之一。

在全国范围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与保柏环球合作，提供全新系列的
全球医疗计划，供每位客户选择最符合其需求及情况的计划。

保柏环球简介 
 
保柏环球是全球医疗计划系列的管理方。保柏环球是保柏集团旗下
公司，业务遍布全球，保柏集团是一家医疗保健公司，1947 年在
英国成立。如今，保柏在 190 个国家为 2,900 万客户服务，并设
立一系列医疗设施及机构，包括护理院、医院、初级护理中心和牙
科诊所，而保柏的目标非常简单：助人们享受更长寿、更健康、更
惬意的生活。 

在保柏的守护下，无论您在家或是身处海外，您都将享受最合适的
医疗照护和卓越的保障。保柏与世界各地的专科医护人员和机构合
作，经验丰富，确保您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照护。 
 

*不适用于卓越住院医疗计划



保障与说明 

下列保障，包括全额赔付项目，均将计入年度最高保障总额。 年度最高保障总额

10,000,000 美元或 63,000,000 元人民币

常规门诊治疗

* 全额赔付，以常规门诊治疗年度最高保障额（75,000 美元或 472,500 元人民币）为限 75,000 美元或 472,500 元人民币

自付比例^选项：

 ¡ 标准自付比例 0%
 ¡ 自选 20% 

有关适用于常规门诊治疗的自付比例，请参阅保险证书。请注意，自付比例将不适用于在中国大陆的公立医院接受的常规门诊治疗。 

门诊手术 全额赔付*

病理学检测 、放射检测和诊断检测及治疗 全额赔付*

专科诊症及医生费

全额赔付*，每个保险期 
以 60 次诊疗为限

合格护士护理

心理及精神科治疗

物理治疗师、骨科医生及脊椎指压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及视觉矫正师

足部护理

辅助疗法：针灸及反射疗法

辅助药物：顺势疗法、自然疗法及中药 每个保险期以 4,000 美元或  
 25,200 元人民币为限

处方药及敷料 每个保险期以 6,000 美元或  
 37,800 元人民币为限。 
超出上限部份的支付比例为 50%。

耐用医疗设备

饮食指导 每个保险期以 4 次咨询为限

预防性治疗

健康检查（等候期 6 个月） 每个保险期以 1,500 美元或  
 9,450 元人民币为限

疫苗接种 每个保险期以 1,500 美元或  
 9,450 元人民币为限

眼科检查 全额赔付，每个保险期以 1 次检查为限

预防性牙科治疗（等候期 6 个月） 全额赔付，每个保险期以 2 次诊症为限

保障摘要 
保障与说明 

牙科治疗/助听器/眼科

牙科治疗

每个保险期以 4,000 美元或  
 25,200 元人民币为限

意外事故相关牙科治疗

常规牙科治疗（等候期 6 个月）

主要修复性牙科治疗（等候期 6 个月）

畸齿矫正（等候期 12 个月）

助听器/眼科

助听器

镜架、镜片及隐形眼镜

住院服务：住院及日间留院治疗费

住院费用（包括食宿） 全额赔付。标准单人病房。

父母陪伴留宿医院

全额赔付

手术室、药物及敷料

重症监护

手术，包括外科医生及麻醉师费

内科医生费

病理学检测 、放射检测和诊断检测及治疗

心理及精神科治疗

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语言治疗师与营养师

减重手术（等候期 24 个月）

预防性手术 

人造器官装置 每项装置以 6,000 美元或 37,800 元人民币为限

植入式人造器官及人造器官设备

全额赔付重建手术

意外事故相关牙科治疗

住院前及住院后

居家护理 全额赔付，每个保险期以 60 日为限

临终关怀与缓和治疗 整个保险期上限为 40,000 美元或 252,000 元人民币，包
括续保期

康复护理（跨领域康复） 全额赔付，每个保险期以 60 日为限

^您在涉及自付比例的保障项目中必须自行负担的百分比，详见您的“医疗计划指南”



保障与说明  

住院及/或门诊服务

先进扫描
全额赔付

癌症治疗

器官移植服务 每项病症以 900,000 美元或 
5,670,000 元人民币为限

肾脏透析 全额赔付

产科/分娩（12 个月后）

正常分娩/生育中心/在家分娩 每个保险期以 15,000 美元或  
 94,500 元人民币为限

具医疗必要性的剖腹生产 每个保险期以 30,000 美元或  
 189,000 元人民币为限

产前及产后治疗 属于常规门诊治疗的保障范围

怀孕及分娩并发症 全额赔付

运送/交通 

医疗运送

全额赔付
医疗运返

同行人士交通费 

同行儿童交通费

慰问探访交通费及生活费 往返：整个保险期以 5 次探访（包括续保期）、每次以 
1,500 美元或 9,450 元人民币为限

探访生活费：每日 150 美元或 945 元人民币 

每个保险期以 10 日为限

生活费 每个保险期以 10 日， 
每日以 150 美元或 945 元人民币为限

本地救护直升机

全额赔付本地救护车

遗体运返

欲了解详细保障、限制及除外责任，请浏览 www.yongcheng.com/healthinsurance 或参阅“医疗计划指
南”和“医疗计划细则（补充说明）”。 

常规除外责任  

手续费/行政费 视力 肥胖症

预缴款项/订金 流行病及广泛性流行病 持续性植物状态 (PVS) 及神经损伤

人工生命维持 实验性治疗 性问题

避孕 基因检测 睡眠障碍

中药（特定类别） 性别问题 干细胞

冲突及灾害 酒精、毒品及/或药物之伤害性或有害使用 代孕

康复疗养、看护中心、入住一般看护机构、留院或其他机构 水疗、自然疗法诊所等 颞颚关节 (TMJ) 障碍症

整形治疗 不孕治疗 未经认可的医疗从业人员、医疗服务
提供人员及医疗服务提供者

发展问题 机械或动物捐赠器官



永诚保险对中国市场拥有深入的了解，而保柏专注于医疗保健领域超
过 65 年，备有通晓多种语言的全球顾问及医疗专家团队，提供超越
您所预期的服务。永诚保险与保柏环球具有下列优势，无疑是您较佳
的选择。 

全球医疗计划系列的 
独特之处

全球网络
 
提供世界各地超过 800,500 家医疗机构的服务网络，具有环球思维的
客户可自由选择治疗地点和方法。 

专属健康助理服务
 
专属健康助理服务是由医学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为您提供的一系列服
务，无论您身体健康、处于治疗中、或者处于治疗恢复时期，都将为
您提供支持，包括来自全球专科医生团队的第二诊疗意见、医生推荐
服务以及全球非紧急健康护理支持和紧急救援服务等。 

财务保障
 
医疗保险不仅能够照顾您的健康，更使您无需担忧突如其来的额外支
出。我们提供全球领先的保险服务，在我们的守护下，您可以专心享
受人生。

多种语言顾问
 
我们了解，在寻求医疗意见时，您希望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为了让
您感到安心，我们的顾问团队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既有病症
 
我们认为，过去的健康问题不该影响您的未来。因此，当您加入我们
的全球医疗计划系列时，可将多种已存在病症纳入保障范围。



了解更多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计划详情，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 

www.yongcheng.com/health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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