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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
为政府保险未涵盖的日常医疗和急诊医疗提供
所需的补充辅助保险。

加拿大移民及访客保险
为新登陆的移民及访加旅客提供的紧急医疗保
险，包括帮助协调所需的治疗及护理。

团体保险计划
专为各种规模的公司设计和定价的保险福利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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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年内的旅行是否不止一次？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出行习惯，您都可以在单次出行
和多次出行计划之间进行选择，以确保您获得保
障。

年度多次出行计划： 
•   专为频繁旅行的人士以及在冬季离开加拿大的雪
鸟族旅客设计。

•   为一个保单年内不限次数的出行承保。
•   可在15至30天的范围内选择承保期。

•   按照单次出行紧急医疗险按天延长承保期。

单次出行计划： 
•   针对只计划进行单次出行的人士。
•   为全年的出行购买保障。
•   在另一份保险计划的基础上叠加投保。

加拿大人热爱旅行。
而GMS的TravelStar®

紧急医疗险则是您在 
旅行中最需要准备好 
的一件“行李”。

保障客户的健康和安全依然是我们的
首要任务。我们希望确保您的旅行需
求能得到保障。

关于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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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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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Star® 

旅游保险
紧急医疗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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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医疗计划费率
费率于2021年7月7日生效。60岁以上的申请人需要填写医学调查问卷以确定其适用Star费率、Select +费率、Select费率、Standard +费率还是Standard费率。请参考保单以了解该险种的完整福利和保障条款。保费可能随税
费变动。如果您年满18周岁且在过去2年中使用过烟草产品，则需要加收15%的吸烟附加费。

单次出行计划费率（$250加元免赔金额，费率因人而异）

出行时长（天数）

年龄 费率 0-30 31-60 61-80 81-100 101-120 121-140 141-160 161-183

未满18岁 Star  $2.13   $2.42   $2.90   $3.20   $3.44   $3.55   $3.72   $3.90 

18至34 Star  $2.37   $2.72   $3.62   $3.96   $4.56   $4.69   $5.04   $5.23 

35至54 Star  $2.63   $3.07   $3.64   $3.97   $4.56   $4.88   $5.23   $5.41 

55至59 Star  $4.18   $4.67   $4.86   $4.88   $5.17   $6.08   $6.46   $6.63 

60至64 Star  $5.02   $5.03   $5.20   $5.22   $5.27   $6.59   $8.01   $8.03 

Select +  $6.66   $6.67   $6.91   $7.19   $7.96   $10.04   $11.20   $11.79 

Select  $8.99   $9.01   $10.42   $12.43   $12.80   $14.68   $15.99   $16.01 

Standard +  $10.86   $10.89   $13.23   $15.82   $16.32   $17.86   $19.54   $19.57 

Standard  $13.24   $13.26   $16.04   $17.36   $17.53   $20.00   $21.71   $21.76 

65至69 Star  $6.65   $6.90   $7.00   $7.15   $7.90   $8.51   $10.27   $11.43 

Select +  $8.42   $9.59   $10.54   $10.67   $10.80   $11.74   $14.58   $18.10 

Select  $11.44   $13.07   $15.68   $16.11   $17.14   $18.53   $20.41   $22.81 

Standard +  $14.87   $17.01   $21.06   $22.11   $23.54   $24.87   $26.61   $29.76 

Standard  $19.05   $21.57   $25.59   $25.82   $29.36   $30.76   $32.90   $36.82 

70至74 Star  $9.97   $10.75   $11.00   $11.20   $12.12   $13.42   $15.56   $17.44 

Select +  $12.05   $13.12   $13.66   $13.79   $14.46   $17.48   $20.72   $23.57 

Select  $17.06   $19.38   $20.84   $22.03   $23.59   $25.87   $28.35   $31.36 

Standard +  $21.05   $23.96   $27.12   $28.67   $30.70   $33.43   $36.28   $40.94 

Standard  $24.61   $28.38   $33.42   $34.53   $36.73   $40.59   $44.80   $49.61 

75至79 Star  $15.51   $17.01   $17.08   $19.18   $21.85   $23.23   $23.57   $25.18 

Select +  $21.00   $24.41   $24.67   $27.27   $30.57   $31.69   $34.92   $40.31 

Select  $27.13   $31.77   $32.04   $36.15   $41.34   $44.04   $45.59   $52.62 

Standard +  $33.65   $39.52   $39.85   $44.98   $51.50   $54.87   $56.86   $65.61 

Standard  $38.37   $44.87   $45.22   $51.08   $58.51   $64.08   $65.29   $73.71 

80岁以上 Star  $24.70   $26.42   $28.39   $29.86   $32.70   $36.25   $36.93   $40.94 

Select +  $34.41   $38.04   $42.21   $45.25   $49.60   $54.74   $59.16   $66.43 

Select  $44.79   $49.51   $55.19   $58.98   $64.70   $71.87   $77.51   $86.90 

Standard +  $55.77   $61.62   $68.89   $73.45   $80.61   $89.57   $96.86   $108.44 

Standard  $66.67   $71.52   $77.30   $81.42   $92.59   $102.92   $107.30   $120.57 

每次申请的最低保费为$20.00。当用作首选补充计划时，计算保费时所用的基础费率以出行的总时长为基础。

有关我们TravelStar紧急医疗险计划的详细信息，请咨询GMS保险经纪人， 
访问www.gms.ca或致电1.800.667.3699。

紧急医疗险

很多加拿大人在旅行时没有任何保险，他们以为政府

健康险会提供全部保障，然而并不是这样。 

一次事故就足以对个人财务状况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购买经济实惠的TravelStar®紧急医疗险以便在旅行

期间获得保护。

•   保额$5百万（加元），适用于省外任何地点。

•   针对与新冠肺炎（COVID-19）相关的紧急医疗费
用提供高达$500,000（加元）的保额。

•   24项精选福利（涵盖救护车、住院、诊断测试以及
其他多个项目）。

•   以多种不同语言全天候不间断提供全球援助服务。

•   直接向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

•   针对脚踝扭伤等轻微急症情况提供远程医疗服
务。通过电话或视频聊天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
请注意，是否能采用远程医疗取决于您的症状和您所在的位置。

免赔金额选项：按照图表中的相关费率计算不同的免赔金额。

单次出行 免赔金额$0 = 费率 x 1.1 免赔金额$250 = 如图表中所示 免赔金额$1,000 = 费率 x 0.9 免赔金额$5,000 = 费率 x 0.8

年度多次出行 免赔金额$0 = 如图表中所示 免赔金额$250 = 费率 x 0.9 免赔金额$1,000 = 费率 x 0.8 免赔金额$5,000 = 费率 x 0.7

和家人一起旅行并节省保费

您是否需要和家人一起旅行？多人共同申请时，
每名申请人各自的单次出行紧急医疗险可获得
5%的同行折扣。更多优惠 - 儿童免费旅行！

同行折扣细节：折扣仅适用于单次出行紧急医疗险计划的保费。您必须
与至少一位16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配偶或受养人）一起旅行才能申请
此折扣。16周岁以下的受养人与父母一起旅行时不收取费用。

年度多次出行计划费率 
（免赔金额$0，每年的费率因人而异）

出行时长（天数）

年龄 费率 30 15

未满18岁 Star $53 $41

18至34 Star $108 $76

35至54 Star $131 $78

55至59 Star $144 $103

60至64 Star $256 $157

Select + $272 $175

Select $332 $223

Standard + $382 $270

Standard $452 $313

65至69 Star $455 $266

Select + $503 $286

Select $592 $383

Standard + $709 $457

Standard $839 $556

70至74 Star $695 $449

Select + $762 $493

Select $898 $608

Standard + $1,078 $729

Standard $1,278 $864

75至79 Star $886 $598

Select + $974 $656

Select $1,148 $771

Standard + $1,378 $926

Standard $1,634 $1,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