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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健康保险隆重推出标准
和非标准的合格健保计划，
从而以适合您的费用来满足
您的健康保险需求。

2020 年安保健康保险
个人与家庭计划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EMBLEMHEALTH.COM/INDIVIDUALSANDFAMILIES 

纽约州健保购买市场上的安保健康保险合格健保计划

告知更多

注意：任何医院的急症护理（包括透析）都会被承保，无论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网络状态如何。紧急情况应在 48 
小时内报告，或在合理范围内尽快报告。
这个图表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福利列表。您可以在安保健康保险网站上的“保险福利和承保范围概述”(SBC) 中找
到更详细的列表。完整的计划福利、条款、条件和限制均在适用的计划合同中列出。

*所有计划均提供儿童牙科及眼科服务。
**针对纽约市个人的每月保费。税收抵免 - 作为美国政府为帮助人们支付每月的健康计划费用而提供的优惠 - 适
用于在纽约州健保购买市场上投保的合格健保计划的合资格人士。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安保健康保险 800-833-7523  听力或语言残障人士 TTY 专线：711

我们以价格适当的价格提供各种高质量的医疗保险。下面是我们计划的简要概览。

安保白金计划 (PLATINUM) 安保黄金计划 (GOLD) 安保黄金计划 (GOLD)  
超值（非标准） 安保白银计划 (SILVER) 安保白银晋级计划  

(SILVER V)（非标准） 
安保白银计划  

(SILVER) 超劲（非标准） 安保青铜计划 (BRONZE) 安保初级计划 (BASIC)/ 
巨灾计划

年度自付额 
（个人/家庭） 0 美元/0 美元 600 美元/1,200 美元 3,000 美元/6,000 美元 1,300 美元/2,600 美元 5,900 美元/11,800 美元 6,100 美元/12,200 美元 4,425 美元/8,850 美元 8,150 美元/16,300 美元

年度自付款最高限额
（个人/家庭） 2,000 美元/4,000 美元 4,000 美元/8,000 美元 3,000 美元/6,000 美元 7,900 美元/ 15,800 美元 5,900 美元/11,800 美元 6100 美元/12,200 美元 8,150 美元/16,300 美元 8,150 美元/16,300 美元

主治医生/专科医生就诊
（个人/家庭） 15 美元/35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25 美元/ 

4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享受 3 次 
0 美元自付款的主治医生

就诊，然后每次就诊 45 美
元/65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30 美元/ 
5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享受 3 次 
0 美元自付款的主治医生

就诊，然后每次就诊 35 美
元/7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享受 3 次 
0 美元自付款的主治医生

就诊，然后每次就诊 50 美
元/7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享受 3 次  
0 美元自付款 的主治医生就
诊，然后支付 50% 共同保

险金

满足自付额后，享受 3 次 
0 美元自付款的主治医生就
诊，然后支付 0% 共同保

险金

年度体检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0 美元自付款

急诊室 10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15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25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50% 共同保险金

满足自付额后， 
0% 共同保险金

门诊机构 
（外科手术） 10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100 美元自

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15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 
50% 共同保险金

满足自付额后， 
0% 共同保险金

健身房折扣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远程医疗 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
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自付款

处方药物
（非品牌/首选品牌/非首选品牌）

10 美元/30 美元/60 美元自
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10 美元/ 
35 美元/7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10 美元自付
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自
付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

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10 美元/ 
35 美元/7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10 美元自付
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自
付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

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15 美元自付
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自
付款/满足自付额后，0 美元

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10 美元/ 
35 美元/7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后，0% 共同保
险金

成人牙科* 不承保 不承保 满足自付额前，45 美元自
付款  

不承保 满足自付额前，35 美元自
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 
50 美元自付款 不承保 不承保

成人眼科* 不承保 不承保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不承保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满足自付额前，0 美元自付款 不承保 不承保

每月保费* * 1306.93 美元 1079.49 美元 849.15 美元 897.92 美元 663.68 美元 629.29 美元 682.56 美元 431.37 美元



安保健康保险计划
所有这些安保健康保险计划都是健康维护保障组织计划
或 HMO。在 HMO 计划中，您可以选择一个将为您提供
日常护理的主治医生 (PCP)。这位医生会在您需要时安
排您去看专科医生并获取服务。安保健康保险的计划与
领先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与计划签订合同的设施合
作。您通常只被承保从该网络获得的护理和服务。在紧
急情况下，您可以去任何医院。

要加入安保健康保险的标准和非标准计划，您必须居 
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 (Brooklyn)、布朗克斯 (Bronx)、 
曼哈顿（Manhattan)、皇后区 (Queens) 或史丹顿岛 
(Staten Island)）、长岛（不承保纳苏县 (Nassau) 或苏
福克县 (Suffolk)）、威斯特徹斯特县 (Westchester)、
奥尔巴尼 (Albany)、布鲁姆县 (Broome)、哥伦比亚县 
(Columbia)、特拉华县 (Delaware)、达奇斯县 (Dutchess)、 
富尔顿 (Fulton)、格林县 (Greene)、蒙哥马利县 
(Montgomery)、奥兰治县 (Orange)、奥齐戈县 (Otsego)、 
帕特南县 (Putnam )、伦斯勒县 (Rensselaer)、罗克兰
县 (Rockland)、萨拉托加县 (Saratoga)、斯克内塔迪
县 (Schenectady)、斯科哈里县 (Schoharie)、沙利文县 
(Sullivan)、阿尔斯特县 (Ulster)、沃伦县 (Warren) 或者
华盛顿 (Washington)。

标准合格健保计划是州认证在健保
购买市场上销售的计划。所有标准
计划必须提供相同的福利。这些计
划只是费用有所不同。所有在健保
购买市场上有保险计划的保险公司
都必须提供所有标准保险计划。

非标准的合格健保计划提供了所有
基本健保福利，但它们的提供方式
可能与标准计划不同。它们还可能
提供额外的保险福利，或与标准计
划有不同的费用。并非每家保险公
司都提供非标准计划。

准备投保
开放投保期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要直接向安保健康保险投保，请浏览emblemhealth.com/individualsandfamilies 。

要投保纽约州健保购买市场中的计划，请浏览nystateofhealth.ny.gov 进行投保。

当您申请时，确保您有您自己和您的每一位需要医疗承保的家庭成员的以下信息：

•  社会安全号码（或合法移民的证件号码）
•  雇主和收入信息（例如，来自您的工资存根或 W-2 表格—工资和税收报表） 

•  为您的家庭成员提供承保的任何当前医疗保险的保单编号
•    电子邮箱地址

安保健康保险的保险计划由团体医疗保险(GHI)、Health Insurance Plan of Greater New York (HIP) 和纽约 HIP 健康保险公司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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