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2011年学生学者受伤与疾病保险计划 

 

为帮助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遵守美国在医疗保险方面对

国外学生学者的要求，支持广大学生学者更好地在美国安心学习

和从事研究，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的委托，纽约中国留学

服务中心自1995年起开始为中国学生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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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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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成功实施了15年。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事业

单位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在美国的非盈利分支机构。中心专门致力

于为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提供服务。 

华人联合计划（UnitedChinesePlan）该计划拥有强大的

服务网络（服务网络包括所有高等院校医务室），适用于持各类

签证来美学习、实习、研究与教学人员。2011年保险计划分为

三个档次，低档计划391美元/年，其保障远高于市场上其他保

险计划。在校学生购买前请先向学校确认该保险计划是否满足学

校保险的waiver requirements，如满足可购买此保险并免除

学校保险。访问学者与OPT学生可直接购买。 



此保险暂时不涵盖以下州和地区：北卡州(North Carolina)、

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新泽西州(New Jersey)、

俄 勒 冈 州 (Oregon) 、 佛 蒙 特州 (Vermont) 、 华 盛 顿州

(Washington)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纽约州(New York)

和麻州(Massachusetts)都有单独的保险计划，购买时请正确选

择。  

 

保险价格 

2011-2012年度计划分为三档：Silver、 Golden和Platinum。每

档计划根据投保人年龄不同保费有所不同。根据需要可购买一个月，

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和一年的计划。  

2011-1716-13  Silver Plan 

 年 9 个月  6 个月  3 个月 1个月 

25 岁以下 $397  $306  $204  $102  $34  

25至29岁  $586  $441  $294  $147  $49  

30岁及以上 $788  $594  $396  $198  $66  

25岁以下配偶  $1,962  $1,476  $984  $492  $164  

25至29岁配偶  $2,635  $1,980  $1,320  $660  $220  

30岁及以上配偶  $2,696  $2,025  $1,350  $675  $225  

子女 $1,671  $1,260  $840  $420  $140  

 

 

 



2011-1716-15   Gold Plan 

 年 9 个月  6 个月  3 个月 1个月 

25岁以下 $526  $396  $264  $132  $44  

25至29岁  $772  $585  $390  $195  $65  

30岁及以上 $1,141  $864  $576  $288  $96  

25岁以下配偶  $4,188  $3,150  $2,100  $1,050  $350  

25至29岁配偶  $5,574  $4,185  $2,790  $1,395  $465  

30岁及以上配偶  $6,267  $4,707  $3,138  $1,569  $523  

子女 $2,470  $1,854  $1,236  $618  $206  

 

2011-1716-17 Platinum Plan 

 年 9 个月  6 个月  3 个月 1个月 

25岁以下 $798  $603  $402  $201  $67  

25至29岁  $1,185  $891  $594  $297  $99  

30岁及以上 $1,763  $1,323  $882  $441  $147  

25岁以下配偶  $5,133  $3,852  $2,568  $1,284  $428  

25至29岁配偶  $6,834  $5,130  $3,420  $1,710  $570  

30岁及以上配偶  $7,685  $5,769  $3,846  $1,923  $641  

子女 $3,658  $2,745  $1,830  $915  $305  

 

保险保障 

 



 Silver Plan Golden Plan Platinum Plan  

保单号 2011-1716-13  2011-1716-1

5  

2011-1716-17  

终身保额  $300,000  $250,000  $500,000  

单病保额  $100,000  $250,000  $500,000  

学校医务室就诊个人

负担  

$45  $25  $0  

PPO就医个人自付  $150/次,  

$450/年 

$75/次 

$150/年  

$0  

PPO赔付比例  80%  90%  100%  

PPO外赔付比例  60%  70%  80%  

药费赔付  上限 $500  Unlimited  Unlimited  

手术费赔付  上限 $5000 Unlimited  Unlimited  

转院与遗体遣送  Unlimited  Unlimited  Unlimited  

运动伤害  Not cover  Not cover  cover  

既有病史 12个月  6个月  Unlimited  

 

投保资格及注意事项  

持各类签证在美国大学或教育/研究机构就读、从事研究、

教学的学生、访问学者与家属，均有资格加入本保险计划。 

J-1学生学者：该计划基本可满足所有学校对访问学者的保

险要求，向学校确认后即可购买； 

F-1学生：请先了解学校关于保险的waiver requirements，



然后购买符合学校要求的保险，经学校同意可waive学校的保险

计划； 

OPT学生：可直接购买 ； 

家属及子女：家属与子女需与留学人员一起购买。 

 

查找医生/医院 

登录保险公司网站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在“Search for a Provider” 项下查找医生/医院。保险手册

可到一下网址下载：

https://www.uhcsr.com/uhcsrBrochures/Public/ClientBroch

ures/2011_1716_13,15and17_Brochure_v9.pdf 

 

购买方法 

1．在线购买 

登录保险公司网站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点击

Enroll Online Now，依次正确填写所需信息即可。  

2．邮寄购买 

登录保险公司网站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根据

需要选择保险计划，查阅保险手册(Brochure)，打印申请表

（Enrollment form），连同支票一起邮寄至保险公司，地址：  

 

http://www.uhcsr.com/nyservicecenter


UnitedHealthcare StudentResources  

P.O.BOX 809026  

Dallas, TX 75380-9026  

(支票抬头 UnitedHealthcare StudentResources)  

 

联系方式：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电话：+1(212)835-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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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insurance@chinesehighway.com  

保险公司市场销售部（STUDENT RESOURCES） 

电话：+1（800）237-0903转6258  

传真：+1（727）563-3401  

地址：805 Executive Center Drive West，Ste 220,  

St. Petersburg, FL 33702, USA 

保险公司客户服务部（中文） 

电话：+1（888）344-6017  

地址：P.O.BOX 809025 DALLAS,  

TEXAS 75380-9025, USA 

电子邮箱：customerservice@uhcs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