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简介 

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委托，纽约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自1995年起为中国学

生学者及家属设计开发了一项全面而优

惠的医疗保险计划——华人联合计划

（United Chinese Plan）。该计划由纽

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与美国联合健康保

险公司(UnitedHealthCare)依据美国法

律对外国学生学者的要求联合开发设

计，高福利，低价位，至今已成功实施

了16年。该计划拥有强大的“签约医生

/医院网络”（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简称 PPO），适用于持各

类签证来美学习、实习、研究与教学人

员。留学生在获得学校认可后，可用本

计划替代学校提供的保险，在学校医务

室就诊，可以享受与PPO相同的赔付。 
 
联系信息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地址: 17 Battery Place, Suite 929 
New York, NY 10004 

电话: 212-835-5526 
传真: 212-248-2093 
电子信箱: 

insurance@chinesehighway.com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
UnitedHealthcare 

地址:  805 Executive Center Drive West,  
 Suite 220 
 St. Petersburg, FL 33702 
 
电话:  1-888-344-6017(可提供中文服务) 
电子信箱: 
 customerservice@uhcsr.com  
  claims@uhcsr.com  

*本计划适用纽约/麻州以外居民，暂时不涵盖

北卡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俄勒冈州、

佛蒙特州、华盛顿州和波多黎各。纽约州和麻州

都有单独的保险计划，购买时请正确选择。 
 

保险手册请登录 
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查看 2011-13 Policy Brochure  
 

保险计划详细介绍请登录

www.chinesehighway.com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New York Servi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ellows, Inc. 

 

年度价格 
Silver 
Plan 

Gold 
Plan 

Platinum 
Plan 

25 岁以下 $397 $526 $798  

25 至 29 岁 $586 $772 $1,185  

30 岁以上 $788 $1,141 $1,763  

持有效护照与各类签证，参加学

习、OPT 实习、研究与教学，但尚

未申请美国永久居留的国际学生、

学者、交换计划参加者，均可投保

本保险计划。 

学生在购买保险后的31天中必须保

持良好的出勤率。 
符合资格的学生，也能为其家属、

未成年子女投保。 
 
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参阅保险手册： 
2011-13 Policy Brochure - 
Options 13,15,17-
Gold/Silver/Platinum Plans 
 
注：本保险计划政策与规定以英文

保险手册为准。 
 
隐私政策 

除非法律允许或是法律要求，否则

我们绝不会透露顾客或前顾客的非

公开信息。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 1-888-
344-6017 (可提供中英双语服务)，
获取一份隐私权实施条例，或到我

们的网站查询，网址：

www.uhcsr.com。 

 

2011-2012 
 

华人联合保险计划 
 

学生受伤与疾病保险计划 
 

全美计划* 

投保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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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说明 

投保方法 （F-1 学生、J-1 学者、

OPT 学生、家属） 

1. 仔细阅读华人联合保险计划的排除及限制

条款 (详见保险手册)。 

2. F-1 学生请登陆学校网站，确认本保险计划

是否符合免除（Waive）学校保险的条件。 

J-1 学者请登录学校网站，确认本保险计划

符合学校对 J-1 访问学者的要求。 

学生学者的配偶、子女购买方法，请参见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www.chinesehighway.com 或拨打 212-
835-5526 进行咨询。 

3. 购买 

• 在线购买 

(1 个月保险计划不适用) 

进入保险公司网站，登陆

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点击 Enroll Online Now，提示操作。 

  

• 邮寄方式 

登陆

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下

载并填写申请表，与支票一起寄至保

险公司。支票抬头为： 

UnitedHealthcare StudentResources. 

邮寄地址： 

UnitedHealthcare StudentResources 

P.O.BOX 809026 

Dallas, TX 75380-9026 

 

 
 

 

4. 打印临时保险卡。F-1 学生购买后可以向学

校申请免除学校提供的保险计划。如已在

学校购买保险，可申请退费。部分学校对

申请免除学校保险有时间限制，请在学校

规定的豁免截止时间前提出申请。 

 

投保期限 

可购买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和 1
年的保险计划。 

 

查找签约医生/医院（PPO） 

登录 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在“Search for a Provider” 项下查找。 

 

保险卡 

1. 在线购买的投保人，可在线打印临时保险

卡。 

2. 投保 1-2 周内，保险公司会将正式保险卡

邮寄至投保人的住址。 

3. 使用保险时，请出示保险卡。 

 

 

 

保费及福利一览表 

 

Silver 
Plan 

Gold 
Plan 

Platinum 
Plan 

终身保额 $300,000 $250,000 $500,000 
单次病例

保额 
$100,000 $250,000 $500,000 

校医务室

就诊个人

承担 
$45 $25 $0 

PPO 内扣

除额 

每次受

伤$150 
每次受

伤$75 
$0 

每年上

限$450 
每年上

限$150 
$0 

PPO 内赔

付比例 
80% 90% 100% 

PPO 外赔

付比例 
60% 70% 80% 

药费赔付

额度 
上限
$500 无上限 无上限 

手术费赔

付额度 
上限

$5000 
无上限 无上限 

转院与遗

体遣返 
无上限 无上限 无上限 

运动伤害 不包含 不包含 包含 

既有病史 12 个月 6 个月 无上限 

 

本保险还有三大优点： 
1. 最大的 签约医生/医院网络（PPO） 
2. 全球性紧急医疗协助 (SES) 
3. 意外伤害的保险福利 
 购买任何档级计划，均可享受以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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