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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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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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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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年时移世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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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至任何国家长达30天的附
带旅行

无论您去到何处，我们的旅行服务中心都能确认您的承保
范围，为您做好住院和应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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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ms.ca电子邮箱	 info@gms.ca
传真	306.525.6360免费电话	1.800.667.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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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1.78	 	$2.05	 	$2.29	 	$562.10	 	$649.70	 	$748.25	 	$835.85	

$50,000 	$1.75	 	$1.95	 	$2.35	 	$2.49	 	$638.75	 	$711.75	 	$857.75	 	$908.85	

$100,000 	$2.40	 	$2.63	 	$2.90	 	$3.25	 	$876.00	 	$959.95	 	$1,058.50	 	$1,186.25	

$150,000 	$2.65	 	$3.00	 	$3.33	 	$3.67	 	$967.25	 	$1,095.00	 	$1,215.45	 	$1,339.55	

18-34岁 $25,000 	$1.69	 	$1.95	 	$2.25	 	$2.51	 	$616.85	 	$711.75	 	$821.25	 	$916.15	

$50,000 	$1.90	 	$2.12	 	$2.59	 	$2.74	 	$693.50	 	$773.80	 	$945.35	 	$1,000.10	

$100,000 	$2.62	 	$3.00	 	$3.40	 	$3.60	 	$956.30	 	$1,095.00	 	$1,241.00	 	$1,314.00	

$150,000 	$2.91	 	$3.39	 	$3.77	 	$3.98	 	$1,062.15	 	$1,237.35	 	$1,376.05	 	$1,452.70	

35-54岁 $25,000 	$1.99	 	$2.28	 	$2.59	 	$2.89	 	$726.35	 	$832.20	 	$945.35	 	$1,054.85	

$50,000 	$2.21	 	$2.50	 	$2.93	 	$3.09	 	$806.65	 	$912.50	 	$1,069.45	 	$1,127.85	

$100,000 	$2.87	 	$3.45	 	$4.13	 	$4.36	 	$1,047.55	 	$1,259.25	 	$1,507.45	 	$1,591.40	

$150,000 	$3.20	 	$3.97	 	$4.65	 	$4.99	 	$1,168.00	 	$1,449.05	 	$1,697.25	 	$1,821.35	

55-59岁 $25,000 	$2.00	 	$2.29	 	$2.81	 	$3.09	 	$730.00	 	$835.85	 	$1,025.65	 	$1,127.85	

$50,000 	$2.25	 	$2.60	 	$2.94	 	$3.10	 	$821.25	 	$949.00	 	$1,073.10	 	$1,131.50	

$100,000 	$2.91	 	$3.46	 	$4.23	 	$4.41	 	$1,062.15	 	$1,262.90	 	$1,543.95	 	$1,609.65	

$150,000 	$3.29	 	$3.98	 	$4.87	 	$5.10	 	$1,200.85	 	$1,452.70	 	$1,777.55	 	$1,861.50	

60-64岁 $25,000 	$2.76	 	$3.17	 	$3.76	 	$4.12	 	$1,007.40	 	$1,157.05	 	$1,372.40	 	$1,503.80	

$50,000 	$3.10	 	$3.39	 	$3.93	 	$4.14	 	$1,131.50	 	$1,237.35	 	$1,434.45	 	$1,511.10	

$100,000 	$3.30	 	$3.83	 	$4.65	 	$4.97	 	$1,204.50	 	$1,397.95	 	$1,697.25	 	$1,814.05	

$150,000 	$3.81	 	$4.50	 	$5.35	 	$5.75	 	$1,390.65	 	$1,642.50	 	$1,952.75	 	$2,098.75	

65-69岁 $25,000 	$3.30	 	$3.56	 	$4.36	 	$4.86	 	$1,204.50	 	$1,299.40	 	$1,591.40	 	$1,773.90	

$50,000 	$3.80	 	$4.25	 	$5.01	 	$5.58	 	$1,387.00	 	$1,551.25	 	$1,828.65	 	$2,036.70	

$100,000 	$4.15	 	$4.64	 	$6.31	 	$7.03	 	$1,514.75	 	$1,693.60	 	$2,303.15	 	$2,565.95	

$150,000 	$5.10	 	$5.95	 	$7.70	 	$8.58	 	$1,861.50	 	$2,171.75	 	$2,810.50	 	$3,131.70	

70-74岁 $25,000 	$4.65	 	$4.97	 	$6.92	 	$7.71	 	$1,697.25	 	$1,814.05	 	$2,525.80	 	$2,814.15	

$50,000 	$6.30	 	$7.10	 	$8.22	 	$9.16	 	$2,299.50	 	$2,591.50	 	$3,000.30	 	$3,343.40	

$100,000 	$7.10	 	$7.61	 	$9.78	 	$10.90	 	$2,591.50	 	$2,777.65	 	$3,569.70	 	$3,978.50	

$150,000 	$8.40	 	$9.75	 	$11.82	 	$13.18	 	$3,066.00	 	$3,558.75	 	$4,314.30	 	$4,810.70	

75-79岁 $25,000 	$5.51	 	$5.86	 	$8.02	 	$8.95	 	$2,011.15	 	$2,138.90	 	$2,927.30	 	$3,266.75	

$50,000 	$7.14	 	$8.21	 	$9.28	 	$10.35	 	$2,606.10	 	$2,996.65	 	$3,387.20	 	$3,777.75	

$100,000 	$8.59	 	$9.31	 	$11.45	 	$12.77	 	$3,135.35	 	$3,398.15	 	$4,179.25	 	$4,661.05	

$150,000 	$10.00	 	$11.14	 	$13.91	 	$15.52	 	$3,650.00	 	$4,066.10	 	$5,077.15	 	$5,664.80	

本费率自2019年3月1日起生效移民和游客的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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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永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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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国境外保障	–	如果您行程的至少50%时间在加拿大
境内，承保范围可以扩及至任何其他国家长达30天的
附带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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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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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