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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表-已孕版 

保额限制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地理涵盖范围 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 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 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 

年度最高保额 2,000,000元 1,000,000元 200,000元 

特殊治疗     免赔额：20,000元 

生育 

被保险人产前检查费、顺产费、非选择性流

产费 

最高理赔至10,000元 不涵盖 不涵盖 

医疗必需的剖腹生产（仅限在美国分娩） 

胎位异常、巨大儿、前置胎盘、产道异常、

孕妇存在严重的传染病或并发症等 

赔付相关费用的75%， 

最高理赔至80,000元 
不涵盖 不涵盖 

生育并发症 

承担生育并发症保障范围内的35种生育并发

症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治疗费用(详见

备注) 

最高理赔至1,000,000元 最高理赔至1,000,000元 最高理赔至100,000元 

新生婴儿护理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出生的子女出生后发

生的专业护理及治疗费用（不包含常规体检，

预防性保健和免疫） 

新生儿出生后的30天发生的治疗费

用，100%赔付；最高理赔至

1,000,000元 

新生儿出生后的30天发生的治疗

费用，100%赔付；最高理赔至

500,000元 

新生儿出生后的10天内发生的治疗

费用；最高理赔至100,000元 

紧急医疗运送（仅适用于被保险人） 

救护车 全额理赔 全额理赔 全额理赔 

紧急医疗转运 全额理赔 全额理赔 全额理赔 

住宿费 

一位陪同人员陪同医疗转运的住宿费 

最高限额800元/天， 

最长至12天 

最高限额800元/天， 

最长至12天 

最高限额800元/天， 

最长至12天 

遗体遣返和就地安葬 最高限额160,000元 最高限额160,000元 最高限额100,000元 

报价 

18-29岁 53,000元 25,000元 7,500元 

30-34岁 56,000元 28,000元 8,500元 

35-39岁 60,000元 32,000元 9,800元 

免赔额 

免赔额100,000元 不适用 -50% 不适用 

 

1) 此方案仅限已怀孕的客户投保。被保险人入保年龄范围为18岁至39岁。 

2) 保险期: 生效日至分娩后30天（计划一和计划二）和分娩后10天（计划三）内的保险责任。 

3) 保费支付方式需为一次付清。 

4) 核保规则：已孕被保险人须经医学核保。 

5) 退保: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未产生任何理赔且婴儿未出生可以申请退保，退保手续费为剩余保费的40%。若从保险生效日算起30日

内未产生任何理赔且婴儿未出生，并提供拒签或者遣返证明，可申请全额退保。 

6) 此报价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7) 此款保险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备注 



福利表-备孕版 

备注 

保额限制   

地理涵盖范围 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 

年度最高保额 1,000,000元 

特殊治疗   

生育并发症 

承担生育并发症保障范围内的35种生育并发症在怀孕和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治疗费用(详见备注) 

最高理赔至1,000,000元 

新生婴儿护理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出生的子女出生后发生的专业护理及治疗费

用（不包含常规体检，预防性保健和免疫） 

新生儿出生后的15天发生的治疗费用，100%赔付； 

最高理赔至500,000元 

紧急医疗运送（仅适用于被保险人）  

救护车 全额理赔 

紧急医疗转运 

一位陪同人员陪同医疗转运的公共交通工具费（飞机限经济舱） 

被保险人和一位陪同人员在被保险人治疗完成或病情稳定后返回常

住地的公共交通工具费（飞机限经济舱） 

全额理赔 

住宿费 

一位陪同人员陪同医疗转运的住宿费 
最高限额800元/天，最长至12天 

遗体遣返和就地安葬 最高限额160,000元 

报价 

18-29岁 12,000元 

30-34岁 14,000元 

35-39岁 16,000元 

1) 此方案仅限未怀孕的客户投保。被保险人入保年龄范围为18岁至39岁。 

2) 本保险仅涵盖自然怀孕的被保险人（含单胎或多胞胎）。试管婴儿不在涵盖范围内。 

3) 保险期: 生效日至分娩后15天内的保险责任。保单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2个月。如超过保险有效期且仍未分娩，被保险人需要

续保而从继续得到保障 。 

4) 核保规则：未孕被保险人按照MSH医疗险规则核保，在保单期间内怀孕的被保险人无需再进行医学核保，续保同样适用此

规则。 

5) 保费支付方式需为一次付清。 

6) 退保: 被保险人首次投保，自保险生效日算起15日内未产生任何理赔，被保险人可以申请全额退保，15日之后退保将不退回

剩余保费。 

7) 此报价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8) 此款保险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备注 

生育并发症(共35种) 

产前并发症(20种) 产时并发症(8种) 产后并发症(7种) 

妊娠高血压综合症 急性脂肪肝 子宫破裂 产褥期感染 

子痫前症 妊娠剧吐 羊水栓塞 产后尿潴留 

妊娠肝内胆汁瘀积症 轮廓胎盘 宫颈及阴道裂伤 乳腺炎 

前置胎盘 血管前置 子宫内翻 晚期产后出血 

胎盘早剥 羊水过多 产后出血 产后子宫感染 

母婴血型不合 羊水过少 产科休克 子宫复旧不全 

妊娠糖尿病 胎膜早破 产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产后抑郁 

妊娠心肌梗死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羊膜腔感染综合症   

妊娠静脉血栓栓塞 胎儿宫内窘迫     

妊娠期舞蹈病 脐带异常     

1 生育并发症的保障范围 

保险计划中有些特殊的治疗项目需要事先授权。客户在获得这些治疗前需事先确认该项治疗费用是否能得到理赔以及理赔标

准是多少。需要事先授权的治疗项目包括： 

 

• 住院治疗； 

• 需要全身麻醉的门诊手术，化学治疗，放射治疗，血液或腹膜透析； 

• 购买或租用非一次性耐用医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胰岛素泵及其配套器械； 

• 紧急医疗转运；  

客户在进行上述治疗前若未获得中心书面许可回复，被保险人接受医疗的，保险人有权不承担保险责任。如遇紧急情况，被

保险人只需在该紧急情况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即可。 

2 事先授权 

责任免除 3 

（具体免责内容请见产品条款）  

 

• 所有与生育和新生婴儿护理费用无关的治疗费用 

• 选择性剖腹产 

• 既往症 

• 超过通常惯例部分的医疗费用 

• 与试管婴儿相关的生育及新生儿护理治疗费用 



 

国际健康险领军者 

作为MSH INTERNATIONAL的一份子，我们医疗网络覆盖910,000家

医院及诊所，遍布全球6大洲150个国家，会员可以享受到MSH医疗网

络的全面保障。 

 

便捷的直付医院网络 

我们医院网络跟随客户的需求同步扩张。在中国，我们拥有最深入的本

土医疗网络。从2002年起，我们就自主建立起首个与中国顶级公立医

疗机构合作的直接付费医疗网络，至今已覆盖大中华区80个城市超过

1,854家医院和诊所，使客户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免现金医疗服务，极大

提高了理赔的时效（参见附录A理赔流程）。 

 

贴心、周到的服务 

我们为每位配备专属的客户经理，以确保健康保险计划的顺利执行，并

随时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帮助。目前我们在国内的服务团队覆盖上

海、北京、广州、武汉、深圳、成都、大连和苏州等地，当会员遭遇重

大疾病及有需要时，我们会派遣专人提供医疗陪同服务，与您共度难关。 

 

我们随时待命 

全年无休的24小时人工热线服务，可以双语即时解答客户对于保险福利

的疑问，并支持全球医疗紧急援助服务和本地的双语理赔、事先授权等。 

 

MSH 驻院代表  

只为我们最珍贵的您能享受到更贵宾级的服务，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的

客户最常用，知名的医院特派驻专职的医院代表提供现场支持服务。 

 

强大的专家和优质医疗资源 

我们提供直付医院网络内的医师推荐以及网络内公立医院的预约等服务。

并且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您需要第二诊疗意见或就医推荐时，为您联系

专家，提出意见，使您的就医更加顺利。 

 

全球个人查询系统 

随时随地，您可在我们的服务平台上查询理赔进度、福利、直付医疗网

络以及下载附有个人信息的理赔申请表等。 

 

信息安全和专业服务质量保证 

我们是国内首个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及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的国际健康险服务提供商，并且不断追求和提高您可享受到的

每个服务流程的质量。 

您的选择 

     我们的承诺 
服务优势 



ABOUT MSH CHINA 

 

万欣和（上海）企业服务公司（“万欣和”）成立于2001年，

在中国高端健康险服务领域排名第一。作为全国最大的高端

健康险管理服务商，我们拥有超过1,000家企业客户，包括多

家世界500强企业。我们的总部和运营中心位于上海，设有

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分公司及大连、武汉、和苏州服务

代表处。我们的主营业务是为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高端

保险产品和服务。万欣和是MSH INTERNATIONAL 的亚太

区区域总部。同时，我们与MSH INTERNATIONAL新加坡

服务代表处紧密合作，为其他亚太地区提供无远弗届的服务。 

MSH INTERNATIONAL 成立于1974年，是国际健康险设计

和管理方面的全球领军者。设有法国巴黎、加拿大卡尔加里、

中东迪拜和中国上海4个区域总部，为客户提供24小时不间

断的服务。MSH INTERNATIONAL来自各个国家的员工具

备40种语言能力，为遍布全球200个国家，超过2000家企业

的33万被保险人提供服务，致力于为个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

保险方案，为企业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产品。 

ABOUT MSH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