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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人身意外险组合推荐 
 

保费说明 

长期优惠：保费五年合同九折优惠价，三年到期可以退保；也可选一年期，保费会高一些 

多人优惠：为单人入保保费，如果是双人或者家庭为单位入保可以有 10%或 15%的折扣 

多险优惠：如果几个保险一同入保，2 个保险九二折，3 个保险九折，5 个保险八五折。参与的险种

是：第三方责任、法律律师、家庭财产、房屋、车险等。有需要欢迎一同咨询，提供免费比较与换保服

务。 

 基础 经济 最佳 
残疾一次性金额赔付 

- 从 1%的伤残起赔，伤残程度越严重赔

付越高，最高为基础保额的 3 或 6 倍 

- 伤残等级达到 70%就获得最高赔付（亮

点） 

Smar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30 万欧元 

Bes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60 万欧元 

Bes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60 万欧元 

全球范围 24 小时保障 包含 包含 包含 

救援和搜救费用 

组织协调转院工作，包括直升机救援 
20 万欧元 20 万欧元 20 万欧元 

美容手术 

赔付意外后的美容手术，比如用于祛疤手

术或牙齿缺失治疗费 

5 万欧元 5 万欧元 5 万欧元 

专业跟进服务 

从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起，专家团队陪同

跟进，作为联系人、顾问和协调人 

包含 包含 包含 

意外养老金 

可升级到 Plus 版，赔付翻倍 
不包含 不包含 每月 500 欧 

理赔升级 

提高伤残等级百分比，获得更高的赔付 
不包含 不包含 包含 

去世赔付 

因意外去世后亲属获得一次性赔付 
不包含 10 万欧元 10 万欧元 

住院补助 

在德国住院第四天起，或在国外住院从第

一天起赔付翻倍 

不包含 不包含 10 欧每天 

轻伤赔付 

针对骨折等伤害的一次性赔付，根据轻-

中-重度三个等级理赔 

不包含 最高 1000 欧元 最高 3000 欧元 

意外帮助  （亮点）  
获得家政和护理帮助、专车服务、健身和

复健治疗赔付等 

不包含 基础版 Plus 版 

    

年龄 保费 

20-29 9,22 欧元/月 24,61 欧元/月 40,75 欧元/月 

30-54 13,7 欧元/月 33,01 欧元/月 52,24 欧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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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人身意外险组合推荐 
 

 

 

 基础 经济 最佳 
残疾一次性金额赔付 

- 从 1%的伤残起赔，伤残程度越严重赔

付越高，最高为基础保额的 3 或 6 倍 

- 伤残等级达到 70%就获得最高赔付（亮

点） 

Smar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30 万欧元 

Bes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60 万欧元 

Best 版 

基础保额 10 万欧元 

最高赔付 60 万欧元 

全球范围 24 小时保障 包含 包含 包含 

救援和搜救费用 

组织协调转院工作，包括直升机救援 
20 万欧元 20 万欧元 20 万欧元 

美容手术 

赔付意外后的美容手术，比如用于祛疤手

术或牙齿缺失治疗费 

5 万欧元 5 万欧元 5 万欧元 

专业跟进服务 

从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起，专家团队陪同

跟进，作为联系人、顾问和协调人 

包含 包含 包含 

意外养老金 

可升级到 Plus 版，赔付翻倍 
不包含 不包含 每月 500 欧 

理赔升级 

提高伤残等级百分比，获得更高的赔付 
不包含 不包含 包含 

去世赔付 

因意外去世后亲属获得一次性赔付 
不包含 5 万欧元 5 万欧元 

住院补助 

在德国住院第四天起，或在国外住院从第

一天起赔付翻倍 

不包含 不包含 10 欧每天 

轻伤赔付 

针对骨折等伤害的一次性赔付，根据轻-

中-重度三个等级理赔 

不包含 最高 1000 欧元 最高 3000 欧元 

意外帮助  （亮点）     
获得家政和护理帮助、专车服务、健身和

复健治疗赔付等 

不包含 基础版 Plus 版 

    

年龄 保费 

0-9 3,31 欧元/月 9,71 欧元/月 20,79 欧元/月 

10-19 5,96 欧元/月 13,58 欧元/月 26,89 欧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