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个人、家庭，和团体的短期旅行医疗保险

P A T R I O T
旅行系列

PATRIOT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大公司的资源，
小公司的态度。

自 1990 年以来，IMG® 已为来自全球几乎每个国家的数百万客户提供了全球性保险与援助服务。
IMG由价
值数十亿美元、获得 AM Best“ A-”评级的保险业领导者 SiriusPoint 所拥有。
IMG 因此而具备独特的优势，坚
持从而能够提供会员所需的世界何地，均能够体验到贴心周到的服务Global Peace of Mind®。
» 24/7 全天候无休的医疗与旅行协助服务

» 承保范围包括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与其他疾病同等对待
» 熟悉多种语言的工作人员与理赔处理人员
» 经过专业培训的客户服务人员

» 由对客户的承诺所推动的核心价值观
» 客户服务中心设立于美国和英国

» 稳定的财务状况，能够在您最需要时履行我们的承诺

全球化业务发展，
因地制宜的照顾。

在远离家乡时获得保险保障。

如果您没有为应对紧急医疗事故做好准备，那么国际旅行可能会成为一段可拍的经历。
大多数旅行者认为
他们已经受到其居住国常规医疗保险的保障，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人们在居住国内的常规保险在居住国
境内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但其中大多数保险并非旨在提供国际旅行所必需的保障和帮助。
不要让您的医疗
保险具有不确定性。
选择可满足您需求的Patriot Travel®保险，然后利用更多时间来享受您的国际体验—
而不必担心您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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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比较下列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别以选择最适合您的选项。

美国境内

如您准备到访美国，我们提供了三款保险以满足您的需求：

美国境外

我们也为在美国境外旅行的人士提供了多个保险计划选项：

Patriot®

AMERICA

最大限额：$50,000 至 $1,000,000
免赔额：$0 至 $2,500
续保期限：多达连续 24 个月
紧急医疗疏散：$100万
共同保险：
• 网络内：IMG 赔付 100%
• 网络外：IMG 可赔付至初始$5,000的80%，之后赔付100
» 已有疾病急性发作：无保障
» 远程交通：无保障
» 意外事故补偿：无保障

»
»
»
»
»

Patriot®

INTERNATIONAL

最大限额：$50,000 至 $1,000,000
免赔额：$0 至 $2,500
续保期限：多达连续 24 个月
紧急医疗疏散：$100万
共同保险：IMG 可赔付美国境外费用的100%
已有疾病急性发作：未满 70 岁者，按年龄设不同限额，多
达最大限额。
医疗疏散之最大限额为 $25,000
» 远距输送：无保障
» 意外事故补偿：无保障
» 美国境内的突发紧急情况：长达 2 周

»
»
»
»
»
»

Patriot America®

PLUS

最大限额：$50,000 至 $1,000,000
免赔额：$0 至 $2,500
续保期限：多达连续 24 个月
紧急医疗疏散：$100万
共同保险：
• 网络内：IMG 赔付 100%
• 网络外：IMG 可赔付至初始$5,000的80%，之后赔付100%
» 已有疾病急性发作：对于未满 70 岁者，多达最大限额。医
疗疏散之最大限额为 $25,000
» 远距输送：无保障
» 意外事故补偿：无保障

»
»
»
»
»

Patriot International®

PLATINUM

最大限额：$2,000,000 至 $8,000,000
免赔额：$0 至 $25,000
续保期限：多达连续 36 个月
紧急医疗疏散：可保至最大限额
共同保险：IMG 可赔付美国境外费用的100%
已有疾病急性发作：未满 70 岁者，按年龄设不同限额，多
达 $1,000,000。
医疗疏散之最大限额为 $25,000
» 远距输送：每期限 $5,000，终身最大限额 $20,000
» 意外事故补偿：每次受保障事故 $300
» 美国境内的突发紧急情况长达 2 周

»
»
»
»
»
»

Patriot America®

PLATINUM

最大限额：$2,000,000 至 $8,000,000
免赔额：$0 至 $25,000
续保期限：多达连续 36 个月
紧急医疗疏散：可保至最大限额
共同保险：
• 网络内：IMG 赔付 100%
• 不受网络覆盖：IMG 可赔付至初始$5,000的90%，之后赔付100%
» 已有疾病急性发作：未满 70 岁者，按年龄设不同限额，多达 $1,000,000。医
疗疏散之最大限额为 $25,000
» 远距输送：每期限 $5,000，终身最大限额 $20,000
» 意外事故补偿：每次受保障事故

»
»
»
»
»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
目会受除外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
通常、合理和惯例的收费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是
为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摘要，并不以任何
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统称“保险合同”
）
。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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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项目摘要

所有 Patriot 旅行系列保险均提供以下保险项目和保障等级：

项目

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 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2 (SARS-CoV-2)
在 Patriot America 计划中不提供
门诊就医/服务

住院或门诊服务

保障额度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公司将2019冠狀病毒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COVID-19/SARSCoV-2) 与其他任何疾病或伤害同等对待，均受到本保险的条款和条件约束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紧急护理诊所

每次$25共付额。
选择$0免赔额时，共付额不适用。
不受免赔额约束。

医院急诊室：美国境内

因外伤导致的，急诊额外免赔额不适用。
因疾病导致的，如不需直接住院治
疗，则每次就诊需支付额外$250免赔额。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医院急诊室：美国境外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免预约诊所

每次$15共付额。
选择$0免赔额时，共付额不适用。
不受免赔额约束。

住院 / 食宿

平均共享病房费用，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包括护理服务。

病房探视
仅适用于需重症监护的情况

$1,500 最大限额。
不受免赔额约束。

门诊外科/医院设施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重症监护室

化验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目会受除外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通常、合理和惯例的收费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是为
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摘要，并不以任何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统称“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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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保障额度

保障项目摘要（续）

放射科 / X光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入院前测试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化疗 / 放射疗法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外科手术

重建外科手术
该手术须因本保险保障的手术而产生，并在原
手术之后进行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助理外科医师

主治外科医生的符合要求费用的 20%

耐用医疗设备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麻醉

脊椎按摩护理
须遵医嘱或治疗计划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物理治疗
须遵医嘱或治疗计划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延伸护理设施
在从急症护理设施直接转入后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家庭护理
在从急症护理设施直接转入后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

处方药
（每个处方的配药时限：90 天）

处方药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不得超过 $250,000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目会受除外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通常、合理和惯例的收费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是为
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摘要，并不以任何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统称“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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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摘要（续）
项目

保障额度

紧急团聚
必须事先得到公司的批准

$10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当地紧急救护车
导致住院治疗的损伤
或疾病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受免赔额和共同保险的制约。

设施间救护车转送
从一家持照医疗设施转送到另一家持照医疗设
施,仅限转送后需要住院的情况

公司支付 100%

自然灾害疏散
必须事先得到公司的批准

$25,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政治疏散和送返
必须事先得到公司的批准

$10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未成年子女送返
必须事先得到公司的批准

$10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遗体送回或
火葬/埋葬
必须事先得到公司的批准

可保至遗体送回或骨灰送回到居住国的最高限额,或保障在死亡地点火葬或
当地埋葬到最高$5,000。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其他服务
意外身故和
致残 (AD&D)
死亡必须在事故后的 90 天内发生

$50,000 本金。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公共承运人意外死亡

每名受伤儿童 $25,000,每名受保成人 $100,000,
每个家庭 $25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牙科治疗

由于意外事故导致的牙科治疗或健康天然牙齿的意外疼痛的最高限额为
$300。
受免赔额和共同保险的制约。

创伤性牙齿损伤
由于事故而在医院治疗

可保至保险最高限额。将 100% 保障由牙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对相同损伤的
额外治疗。受免赔额和共同保险的制约。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目会受除外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通常性,合理性和习惯性的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
是为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的摘要,并且不可以任何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统称为“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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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摘要（续）
项目

保障额度

紧急眼科检查
由于事故导致的处方矫正镜片的丢失或损坏

$150 最高限额。最多5天。受共同保险的制约。

医院赔偿

住院期间每一晚 $250,最多10个整夜。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身份盗窃

$5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丢失行李

每件 $50,$5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自然灾害

仅保障住宿,每天 $250,5 天的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个人责任
不优先于任何其他保险

总计$25,000最高限额。对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每次伤害 $100 免赔额。
对第三方财产的损害：每次损害 $100 免赔额。
对于有关联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有关联的第三方财产的损害没有保障。

宠物送回
仅限与受保人一起旅行的宠物猫或狗

$1,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小型宠物公共航空承运人
意外死亡
仅限与受保人一起旅行的
体重不超过 30磅的宠物猫或狗

$5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恐怖主义活动

$5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行程中断

$10,000 最高限额。不受免赔额的制约。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目会受除外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通常性,合理性和习惯性的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
是为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的摘要,并且不可以任何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统称为“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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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您的保障
为了最好的满足您出门在外的需求而量身定制您的保障并不难。提交您的在线或纸质申请时,只需将您需要的附加险添加到您已选择
的保险计划中即可。
n 冒险运动附加险

n 紧急医疗运送附加险**

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寻求刺激,享受生活中更具冒险性活动的旅行
者,那么您可能要考虑为您的保险添加补充性的保障。冒险运动
附加险提供对在从事一些极限运动期间受伤的保障。如不添加该
附加险,这些极限运动将会被排除在您的旅行保险保障之外。

在 Patriot 为危及生命的伤害和疾病提供紧急医疗运送保障的同
时,如果您遇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突发性,非危及生命的医疗状况,
紧急医疗运送附加险可为相关医疗运送提供高达 $25,000 的保
障。IMG 将安排并保障所需的地面和空中运输以将受保人送达最
近的具有治疗条件的医院。
注意：无论旅行的最少天数是多少,必须至少购买本附加险三
个月。之后将按整月递增的方式收取保费。本附加险已包含在
Platinum保险中。

终身最高限额
0-49 岁：$50,000
50-59岁：$30,000
60-64岁：$15,000

n 增强版意外死亡和致残 (AD&D) 附加险**
n 陪护人/团队负责人替代附加险*
如果您是指定的陪护人/团队负责人,并且因遭遇到亲属的意外死
亡,医疗紧急情况或住所毁坏而需要取消或中断旅行,则此附加险
可赔付为替换陪护人/团队负责人而产生的最多$3,000的往返经济
舱机票费用。
*附加险选项仅可用于团体计划。

保险中所有的保障和赔付项目均以美元计算。赔付项目会受除外
和限制条款的制约,并且仅应在费用符合通常性,合理性和习惯性的
情况下予以赔付。本手册仅是为举例说明而提供的保险赔付项目
的摘要,并且不可以任何方式取代保险条款和相关约束文件
(统称为“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提供实际理赔的唯一依据。

W W W . I M G L O B A L . C O M

事故可能会发生——您难道不愿意做好准备吗？尤其是当您出门
在外的时候。如果您的死亡或致残是事故的直接结果,则AD&D 附
加险将会向您或您的受益人支付最高$400,000的赔偿。

注意：仅可提供给主要受保人。在最少购买三个月的医疗
和 AD&D 附加险保障的情况下可用。按整月递增的方式收取保费

创新技术和客户服务
n

在线客户自助服务

n

MyIMG
提供了触手可及的服务,通过屡获殊荣且易于使用的技
术,随时随地为您提供管理您的 IMG 保险的信息和工具。您可以
在线直接获得或使用这些重要资源,包括我们的全年全天候的服
务中心,保险文件在线查阅与下载,索赔管理工具,保险赔付项目
说明等等。
n

»
»
»
»
»

药房折扣计划

Universal Rx 是一项折扣节省计划,可使您在美国境内 35,000 家参
与活动的药房中的任一家购买处方药时获得 1) Universal Rx 合约价
格或 2) 药房常规零售价格中的较低价格。当会员到网络内的药房
购买药品,该项目可提供简化的索赔流程并减少文书工作。
此计划不是保险保障范围；这纯粹是一项折扣计划。

广泛的医疗网络
United Healthcare 为到访美国的旅客提供通过美国最大的医
疗网络之一来获得医疗服务的条件，其中包括：

SM

n

超过140万名医师
6,797家医院
超过45,000家诊所
67,000个药房
1,800家便利诊所

国际医疗服务提供者数据库SM
美国境外的旅行者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专有国际医疗服务提供
者数据库(IPA)网络享受全球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其中包括：
» 超过18,550 名医师和设施
» 直接结算安排,最大限度地减少时间和预付费用

PATRIOT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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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 得 保 障

如何延长您的保障

步骤 1:
直接联系您的保险代理人以获取申请表或在线申请。

为了满足需求,客户可以购买长达 12 个月期限的 Patriot Travel
系列保险。Patriot America, Patriot International和Patriot America
Plus计划可以最多延长至连续 24 个月,而 Patriot Platinum 计
划可以最多延长至连续 36 个月。若您需要续保,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步骤 2:
完成您的申请：如果作为一个家庭申请,您可在一
份申请中包含您自己,您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如果您有两个或更多主要受保人,请作为一个团队来
申请。
步骤 3:
收到一份保险资料包,其中包括保险 ID卡,保险声明和
概述了保险详细信息的保险项目说明书。欢迎加入
IMG大家庭！

关于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PPACA) 的重要通知：此保险不受 PPACA 的制约,也不提供 PPACA 要求的保障项目。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PPACA 要求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和
某些外籍居民获得符合 PPACA 标准的保险,除非他们从 PPACA 中豁免。被要求维持符合 PPACA 标准的保险但没有遵守规定的人员可能会受到惩罚。购买,延伸或续订本产品
或其条款和条件的资格可能会根据适用法律（包括 PPACA）的变更而被修改或修订。请注意,确定适用于受保人的保险要求和法规是受保人责任,并且承保公司和 IMG 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受保人可能会遭受的任何惩罚,因未能获得任何适用的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PPACA）所要求的保险而须承担的责任。如需了解有关 PPACA 是否适用于您
或您是否有资格购买 Patriot Travel 医疗保险的信息,请参阅 www.imglobal.com/faq 网站上的 IMG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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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eace of Mind®

了 解 您 的 需 求。
超 越 您 的 期 望。

Global Peace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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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T R I O T
旅行系列

保险代理联系方式
Travel Insurance China.com/TFG Global
1500 - 701 W.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7Y 1C6 Canada
Phone: 604-628-0426
Fax: 604-259-0642
info@tfgglobal.com
http://www.travelinsurancechina.com

欢迎咨询，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就此机会了解所提供的保险，咨询内容仅限于对
可能获得赔付的任何损失情况进行简要说明。

实际提供的赔付项目将按照保险合同所述 。利益受到保险合同所述的所有免赔
额、共同保险、规定、条款、条件、限制和除外条款的约束 。某些合同明确将已有疾
病列为不承保项目，因此不承保与已有疾病相关的损失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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