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及访客保险
紧急医疗/超级签证保险

2021年5月6日起生效

	 TravelStar®旅游保险
	 • 单次行程紧急医疗保险
	 • 多次行程年度紧急医疗保险
	 • 旅程取消和中断保险
	 • 行李丢失、损坏和延误保险
	 • 运动器材及电脑设备保险

学生计划
非常适合离家求学的专上学生的紧急医疗和旅行保

障，加拿大境内和国外皆宜。

健康保险
针对日常医疗需求、急诊以及省份/地区健康保险

未涵盖且不断增加的药物和牙科费用的补充辅助保

险。

团体福利计划
专为各种规模公司设计和定价的保险福利计划。

GMS还提供

Group	Medical	Services
2055	Albert	Street,	PO	Box	1949

Regina,	SK	S4P	0E3

免费电话	1.800.667.3699	 电子邮箱	 info@gms.ca
www.gms.ca

2021年5月6日起生效	•	0605CA21	

由Group	Medical	Services承保。

GROUP	MEDICAL	SERVICES是GMS	Insurance	Inc.	
在萨斯卡彻温以外省份使用的经营名称。	

本公司产品未在规定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省推出。

®	TravelStar和GMS徽标是Group	Medical	Services的注册商标

如果简体中文内容与英文版本不同，则以英文版本为准。请参阅保单条款了	
解详细内容。所有服务和管理支持均由英语提供。GMS旅游协助中心提供多	

种语言的电话口译服务。

对我们，世代国人倾
心信赖。

您，同样可以。

1949年，早在萨省推出政府医疗保险的十多年
前，一群坚定的友邻和医生以同样的决心携手追
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提供优质、平价的医疗保
险。

只需少许月供，在突遇疾病或受伤之时，自己和
家人便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而医疗费用也得以解
决。

Group	Medical	Services应运而生。

今天，GMS已经成为健康和旅行保险的首选供应
商，承保很多政府和私人福利计划之外的保障项
目。为了响应那些不断增长的热烈要求，我们自
2003年以来，已经将我们集服务、选择和价值于
一体的标志式产品向全国推广。

70几载时移世易，变化不断，但是我们的承诺始
终如一，永不改变：	

佑您健康，护您平安。

福利

加拿大移民及访客保险计划提供以下高达所选投保金额的
保障。

住院	–	病房和膳宿费用（最高至半私人病房），	
包括加护病房及冠心病的医护的费用

医疗服务	–	内外科医师治疗

诊断服务	–	X光和其他诊断检查

门诊治疗	–	急诊室费用

送返	–	在获得GMS	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可以提供高达
$5,000的交通费用将您送回原居住国进一步治疗

处方药	–	在紧急情况下开具的处方药物

救护车	–	在医疗紧急情况下使用持牌陆地救护车，	
或在需要转送以接受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使用救护飞机或航
空公司定期航班

保健医生	–	使用整骨医生、理疗师、脊椎按摩师、	
足科医生和/或足病治疗师所产生的费用

意外牙科	–	修补或更换自然牙或缓解牙疼痛

遗体运送	–	筹备并运送遗体至原居住地，或在身故地进
行火葬或埋葬的费用

托儿	–	若您因紧急情况需要住院，未成年儿童交由持牌
托儿所照顾的费用

实付费用报销	–	在保单过期后您仍在住院的期间，陪伴
的家人所产生的住宿费、餐饮费、电话费、打车或公车费

加拿大以外的旅行保障–	只要您的大部分行程位于加拿
大境内，且您前往的地方不在加拿大政府旅行警示中提
及的“避免非必要旅行”或“避免所有旅行”目的地范围
内，则我们可以为前往另一国的旅行提供长达30天的保险

自动保单延期	
• 延长保障期限，以包括加拿大与您本国之间的48小时的往
返过境旅行。

• 如果您的保单在住院期间过期，您所享受的保障将延长至
住院期外加出院后72小时。

如果您在购买本计划前已接受过医疗治疗或发生过症状，某些排除规
定可适用。

本手册仅提供摘要信息。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考保单条款。最高
金额和条件适用。



收取的保险费可能需要缴纳税金。

GMS移民及访客保险

日费率明细 日费率	x	365	天

自负额（适用于每次索赔，所有金额均以加币为单位） 自负额（适用于每次索赔，所有金额均以加币为单位）

年龄 保险金额 $1,000 $500 $100 $0 $1,000 $500 $100 $0

未满18岁 $25,000 	$1.61	 	$1.79	 	$2.09	 	$2.40	 	$587.65	 	$653.35	 	$762.85	 	$876.00	

$50,000 	$1.83	 	$1.96	 	$2.35	 	$2.49	 	$667.95	 	$715.40	 	$857.75	 	$908.85	

$100,000 	$2.47	 	$2.63	 	$3.01	 	$3.25	 	$901.55	 	$959.95	 	$1,098.65	 	$1,186.25	

$150,000 	$2.72	 	$3.09	 	$3.33	 	$3.67	 	$992.80	 	$1,127.85	 	$1,215.45	 	$1,339.55	

18-34岁 $25,000 	$1.77	 	$1.96	 	$2.36	 	$2.63	 	$646.05	 	$715.40	 	$861.40	 	$959.95	

$50,000 	$1.99	 	$2.12	 	$2.59	 	$2.74	 	$726.35	 	$773.80	 	$945.35	 	$1,000.10	

$100,000 	$2.75	 	$3.00	 	$3.40	 	$3.60	 	$1,003.75	 	$1,095.00	 	$1,241.00	 	$1,314.00	

$150,000 	$3.05	 	$3.55	 	$3.77	 	$4.09	 	$1,113.25	 	$1,295.75	 	$1,376.05	 	$1,492.85	

35-54岁 $25,000 	$2.08	 	$2.28	 	$2.71	 	$3.03	 	$759.20	 	$832.20	 	$989.15	 	$1,105.95	

$50,000 	$2.32	 	$2.60	 	$2.93	 	$3.09	 	$846.80	 	$949.00	 	$1,069.45	 	$1,127.85	

$100,000 	$3.01	 	$3.55	 	$4.13	 	$4.49	 	$1,098.65	 	$1,295.75	 	$1,507.45	 	$1,638.85	

$150,000 	$3.36	 	$3.97	 	$4.88	 	$5.23	 	$1,226.40	 	$1,449.05	 	$1,781.20	 	$1,908.95	

55-59岁 $25,000 	$2.10	 	$2.29	 	$2.92	 	$3.09	 	$766.50	 	$835.85	 	$1,065.80	 	$1,127.85	

$50,000 	$2.36	 	$2.62	 	$2.94	 	$3.10	 	$861.40	 	$956.30	 	$1,073.10	 	$1,131.50	

$100,000 	$3.05	 	$3.56	 	$4.44	 	$4.58	 	$1,113.25	 	$1,299.40	 	$1,620.60	 	$1,671.70	

$150,000 	$3.45	 	$3.98	 	$4.91	 	$5.35	 	$1,259.25	 	$1,452.70	 	$1,792.15	 	$1,952.75	

60-64岁 $25,000 	$2.89	 	$3.17	 	$3.91	 	$4.12	 	$1,054.85	 	$1,157.05	 	$1,427.15	 	$1,503.80	

$50,000 	$3.22	 	$3.42	 	$4.04	 	$4.14	 	$1,175.30	 	$1,248.30	 	$1,474.60	 	$1,511.10	

$100,000 	$3.46	 	$4.00	 	$4.78	 	$5.06	 	$1,262.90	 	$1,460.00	 	$1,744.70	 	$1,846.90	

$150,000 	$4.00	 	$4.68	 	$5.61	 	$6.03	 	$1,460.00	 	$1,708.20	 	$2,047.65	 	$2,200.95	

65-69岁 $25,000 $3.59 $3.80 $4.57 $5.10 $1,310.35 $1,387.00 $1,668.05 $1,861.50

$50,000 $3.99 $4.72 $5.26 $5.85 $1,456.35 $1,722.80 $1,919.90 $2,135.25

$100,000 $4.69 $4.96 $6.62 $7.38 $1,711.85 $1,810.40 $2,416.30 $2,693.70

$150,000 $5.88 $6.24 $8.08 $9.00 $2,146.20 $2,277.60 $2,949.20 $3,285.00

70-74岁 $25,000 $5.32 $5.89 $7.47 $8.32 $1,941.80 $2,149.85 $2,726.55 $3,036.80

$50,000 $6.67 $7.45 $8.87 $9.89 $2,434.55 $2,719.25 $3,237.55 $3,609.85

$100,000 $7.59 $8.06 $10.56 $11.77 $2,770.35 $2,941.90 $3,854.40 $4,296.05

$150,000 $9.52 $10.33 $12.76 $14.23 $3,474.80 $3,770.45 $4,657.40 $5,193.95

75-79岁 $25,000 $6.54 $6.95 $9.52 $10.62 $2,387.10 $2,536.75 $3,474.80 $3,876.30

$50,000 $8.48 $9.74 $11.02 $12.28 $3,095.20 $3,555.10 $4,022.30 $4,482.20

$100,000 $10.19 $10.95 $13.59 $15.16 $3,719.35 $3,996.75 $4,960.35 $5,533.40

$150,000 $11.88 $12.85 $16.52 $18.43 $4,336.20 $4,690.25 $6,029.80 $6,726.95

本费率自2021年5月6日起生效移民和访客的全面保障

医疗保健不应当成为经济负担。优质而又负担的起的医
疗保健向来是加拿大立国的理念之一。我们也想与您分
享这一愿景。

无论您是申请超级签证、探访亲人，还是新移民登陆,	
又或者是加拿大公民返回加拿大定居，请让GMS来为
您保障紧急医疗所需的开支。有了我们照应您对紧急医
疗的需要，您便可尽情享受加国美好的一切！

更多优势

申请简便	–	您可以在抵达加国之前或之后，通过我们
简便的网上申请表格申请。

多种自负额可选	–	$0、$100、$500或$1,000。	
由您自行选择。

投保金额任凭选择	–	$25,000、$50,000、	
$100,000或$150,000。选择符合您需求的投保金
额。

新冠肺炎（COVID-19）保险	–	如果您在加拿大期间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则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急症医疗费用
均在保险范围内。

旅行协助服务	–	不仅可以24小时提供，还能以多种不
同语言提供。

远程医疗	–	通过电话或视频聊天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
来对轻微急症进行诊疗（例如脚踝扭伤），无需前往医
院！请注意，是否能使用远程医疗取决于您的症状和您
所在的位置。

直接记账	–	许多健康提供商直接向GMS收费，为您节
省了实付费用。

GMS客户服务	–	若有疑问，欢迎随时致电我们。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GMS保险经纪人、
访问我们的网站www.gms.ca或致电
1.800.667.3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