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zTrenZ 雇员福利配套
为雇员提供他们所需的保障



核心计划

•     团体人身意外险

•     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 (GHS)，
含重疾保障

附加保险计划

•     团体门诊 - 

• 普通门诊 (GP) 附加险

•     团体门诊 - 

专科门诊 (SP) 附加险

•     团体牙科门诊附加险

雇员是企业最大的资产。我们的BizTrenZ雇员福利配套 (EBP) 是一
项性价比极高的团体保险计划，可以减轻您的雇员在医疗支出方面
的负担，同时确保意外发生后您的雇员或其家属可以得到经济上的
补偿，减少企业的后顾之忧。

专为中小型企业设计，满两名雇员即可申请办理BizTrenZ雇员福
利配套。

申请简易

为了满足您的商业需求和成本考量，BizTrenZ雇员福利配套为您

提供两种核心保险计划以及三种附加保险计划。您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选择您的保险方案。同时保费也会根据所选计划及投保雇员

年龄制定。更省成本，更好保障。

24/7保护您的雇员免受工作或休息期间发生意外事件的影响（如住

院、身患疾病或伤残），使他们得以安心。

我们的远程会诊和远程通讯平台可让您的雇员随时轻松地满足医疗

需求。平台按需提供初级护理服务（团体门诊 - 普通门诊服务附加

险），雇员动动指尖即可享受远程会诊到送药上门一条龙服务。

保险计划和附加险覆盖范围广泛，价格实惠

24/7全球范围保障

便利易事

利益概要:



1 晚上10点后收取附加费。

2 以共同支付条款为准。

3 需另付运费。

4 会诊时间须在下午6点前。

使用我们的远程会诊和

远程通讯平台选择问诊

医生。

与医生进行实时会

诊和医疗诊断1。

所提交的理赔申

请将基于无现金

支付2。

可同时照常工作并等

待指定问诊医生。

3 小时4内可在家

领取药物。

通过我们的远程会诊和

远程通讯平台，接收您

的诊断证明和文件。

本计划为意外事故（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期间）中发生的身故和完全永久残疾提供

经济保障。

职业类别
每名合资格投保人的年保费 

(S$) 

一类:

从事室内及非危险工作的人士，如会计。
240 144 96 48 24

二类:

从事户外或监督性质的工作或从事不涉及使
用工具或机械或接触任何特殊危险的体力工
作的人士，例如户外销售人员。

290 174 116 58 29

三类:

从事性质不是特别危险但偶尔涉及使用工具
和机械的体力工作的人士，例如建筑人员和
承包商。

400 240 160 80 40

计划类型 计划1 计划2 计划3 计划4 计划5

保险给付项目 身故与永久残疾利益 

投保额 (S$) 5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24/7医疗服务 团体人身意外险 
保险给付项目表和保费（核心计划）

约诊

会诊

药物与证明
文件3



保险给付项目表

(每项最高给付限额)
计划1
(S$)

计划2
(S$)

计划3
(S$)

计划4
(S$)

计划5
(S$)

1
床位与膳食

(每天，不超过120天，含重症监护室在内)
单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四人间 六人间

2
重症监护室

(不超过30天)

  实报，
最高不超过

1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 医院其他服务

25,000 20,000  15,000 10,0004
手术费

(除新加坡政府/改制医院外，视手术保险
给付项目而定)

5
住院医生问诊 
(每天，不超过120天)

6
入院前专科会诊

(入院前90天内)

2,500 2,000  1,500 1,0007
入院前诊断服务

(入院前90天内)

8
出院后治疗

(出院后90天内)

9 紧急意外门诊治疗 2,500 2,000  1,500 1,000

10 流产给付项目表 1,000 1,000  1,000 1,000

11
肾脏透析门诊

(每个保单年度的最高限额) 60,000 24,000 20,000  18,000 15,000

12
癌症治疗门诊

(每个保单年度的最高限额) 60,000 24,000 20,000  18,000 15,000

13
每日住院现金补贴 
(每天，如被新加坡政府/改制医院收治，
则最多30天*)

300 150 100 75 50

14
父母住宿 
(每天，不超过60天，适用于陪伴12岁及以
下儿童的情况)

500 100 100 100 100

15 特别补助金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6

重疾保障*
a) 植入手术 
b) 每个保单年度的总最高限额
c) 被保险人的共同保险

10,000
100,000

NIL

5,000
50,000
20%

4,000
40,000
20%

3,000
30,000
20%

2,000
20,000
20%

*仅限住院时间超过GHS计划的上限且至少超出20天以上或者每例外科手术比例达到75%或以上的方可支付。

计划类型 计划1 计划2 计划3 计划4 计划5

年龄段
每名合资格投保人的年保费 

(S$) 

30岁及以下 700 437 291 200 166

31 - 35 784 459 327 228 190

36 - 40 862 481 361 257 215

41 - 45 930 518 403 275 231

46 - 50 1,264 591 537 382 331

51 - 55 1,642 891 693 505 447

56 - 60 2,088 1,099 952 645 548

61 - 65 3,028 1,574 1,194 902 807

66 -70 （仅限续保人士） 4,390 2,284 1,731 1,309 1,170

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GHS)，含重疾保障
保险给付项目表和保费（核心计划）

本计划涵盖的住院费用，包括因疾病或受伤造成的日间手术。



保险给付项目表（每次最高限额）
计划1
(S$)

计划2
(S$)

a. 指定普通门诊诊所 全额赔付 全额赔付

b. 指定中医诊所（仅限会诊）
每次 35 

（每年不超过3次）
每次 35 

（每年不超过3次）

c. 新加坡政府综合诊所 全额赔付 全额赔付

d. 急诊科 100 100

e. 海外门诊治疗 35 35

共同支付（适用于所有保险给付项目） NIL 5

计划类型 计划1 计划2

年龄段
每名合资格投保人的年保费 

(S$) 

65岁及以下 280 251

66-70（仅限续保人士） 394 350

保险给付项目表
(每个保单年度的最高限额)

计划1
(S$)

计划2
(S$)

a. 专科医生会诊 1,500 1,000

b. X光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1,500 1,000

c. 物理治疗（由指定专科医生推荐） 500 500

计划类型 计划1 计划2

年龄段
每名合资格投保人的年保费 

(S$) 

65岁及以下 200 155

66-70（仅限续保人士） 280 217

保险给付项目表
(每个保单年度的最高限额)

计划1 计划2

a. 会诊

全额偿付，每个
保单年度不超过

S$1,500

全额偿付，每个
保单年度不超过

S$1,000

b. 药物治疗（含局部麻醉）

c. X光

d.
预防治疗

1) 洗牙
2) 涂氟

e. 汞合金修复体 - 补牙

f. 牙色修复体 - 补牙

g. 拔牙（含局部麻醉）

h.
口腔外科（含局部麻醉）

1) 手术摘除牙根
2) 手术拔除智齿

i.
牙髓/根管治疗

1) 盖髓术
2) 根管治疗（包括临时的牙体填充物）

j. 牙周治 - 深度洗牙

k.
其他治疗

1) 镇静敷料
2) 固位钉 - 修复牙齿

共同支付（适用于所有保险给付项目） 20% 20%

计划类型 计划1 计划2

年龄段
每名合资格投保人的年保费 

(S$)

65岁及以下 215.00 175.00

66-70（仅限续保人士） 301.00 245.00

团体门诊 - 普通门诊附加险 
保险给付项目表和保费（可选附加险）

团体牙科门诊附加险给付项目 
保险给付项目表和保费（可选附加险）

团体门诊 - 专科门诊附加险 
保险给付项目表和保费（可选附加险）

本计划涵盖在指定中医(TCM)诊所、综合诊所以及新加坡境内医院急诊科(A&E)就
诊时，由指定普通门诊医生(GP)会诊、治疗和开具药物所产生的的费用。

本计划涵盖经普通门诊医生推荐，由专科医生会诊、治疗和开具药物所产生的的费

用，包括X光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的费用。

本计划涵盖在指定诊所进行的牙科门诊治疗和手术费用。

本手册中提及的所有年龄，均基于下个生日的年龄。

所有保费包括现行的消费税。



承保准则 
1. 投保资格

受保成员：
现时在投保人名下全职长期工作的雇员，年龄介于16-65岁之间的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有效工作签
证持有者。

家属：

与投保人有关的下列人士：
(a)   年龄在18至65岁之间的合法配偶。
(b)   年龄在15天至18岁之间的未婚、无业子女。
(c)   在经认可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就读而非在正式服兵役的，年龄在19至25岁之间的未婚、无业子女。扶养

子女包括继子女和收养子女。

2. 地域性限制

24小时全球范围内。

3. 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为12个月，每年可续保。

4. 参保资格

(a) 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和团体人身意外险必须作为配套一并购买。

(b) 团体门诊 - 普通门诊附加险和团体门诊 - 专科门诊附加险以及团体牙科门诊附加险给付项目是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

险的附加险种。

(c) 团体门诊 - 专科门诊附加险必须和团体门诊 - 普通门诊服务附加险一并购买

5. 保费

(a) 保费报价以被受保人下一个生日的年龄（如适用）为准。
(b) 支付方式为年缴。
(c) 所有保险计划将附加现行消费税。

6. 保单主要免责条款（完整清单及不保事项详情请参阅保单合同）

团体人身意外险

(a) 自杀或自残。
(b) 参加任何形式的速度比赛或竞速（步行除外）。
(c) 参加任何职业运动。

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

(a) 12个月等待期之后，可承保既存疾病。但肾脏透析门诊和癌症治疗除外，因为这些既存疾病将被永久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b) 重疾保障 - 所有既存疾病将被永久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c) 怀孕、分娩或堕胎。

(d) 美容或整形外科手术，因修复意外伤害所做的必要手术除外。

(e) 情绪、压力、精神或心理障碍。

团体门诊 - 普通门诊（GP）附加险
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附加险

(a) 任何专科医疗或服务。

(b) 所有治疗，包括与肾透析和/或器官移植有关的治疗。

团体门诊 - 专科门诊（SP）附加险
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附加险

(a) 由专科医生治疗，无需注册普通医生的推荐。

团体牙科门诊附加险
含重疾保障的团体医疗与手术保险附加险

(a) 更换任何遗失或被盗义齿、正畸治疗和安装临时义齿的费用。

(b) 由美容或整形手术组成的治疗，或非因受伤疾病而必需的美容。

(c) 保障利益明细中未列明的治疗或服务。

7. 拒保风险

使用重型机械的工业工人；木工相关职业；涉及航空活动的职业；武装部队人员、警务人员和消防员；建筑工人或非技术工人；船员、
船上工作人员、装卸工人、拆船工人；涉及潜水、平台、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和/或海上作业的职业；涉及高空、地下加热和危险化
学品或电力处理的职业；专业运动队成员；专业潜水员和骑师；焊工等等。

8. 申请文件

(a) 申请表
(b) 受保人登记名单
(c) 团体健康申报表（如有需要）
(d)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企业登记
(e) 核准名单上的人员在承保书上签字（姓名、职务和身份证编号）

参保雇员人数
为10-19名雇员 : 
年保费可享有
   5%的优惠！ 

参保雇员人数
为20人以上 : 
年保费可享有

   10%的优惠！

立即申请办理 
BizTrenZ 

雇员福利配套!

重要备注:

这份营销简介仅供一般参考使用，并不根据您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作为考
量。您在购买这份保险计划前，应听取理财顾问的专业意见。如果您不考虑向理财顾问进行
咨询，就应该仔细考虑这份计划是否适合自己。此营销简介非保险合约，也非向您提议或推
荐购买这份保单。与保单相关的详情，已刊载于保险合约上。

此保单将在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下自动获得保护，因此无需办理任何
手续。欲知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的保障利益和范围，请联络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有限公
司,或浏览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的网站(www.lia.org.sg or www.sdic.
org.sg)。此宣传册并没有经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批。以上内容译自英文版本，如果中英文

版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以英文版本为准。以上内容截至2021年11月1日核对无误。



中国太平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太平新加坡”）是新加坡一家产寿险兼营的保险公司，其历史可

追溯到1938年，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与贝氏分别将我们的财务实力评级定为“A-”与“A”。

我们在过去80多年一直为新加坡的客户提供贴心的服务。

太平新加坡由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拥有，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境外上市的中资保险企业。而母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则是

一家大型跨国金融保险集团，业务遍及中国内地、港澳、北美、欧洲、大洋洲、东亚及东南亚。多年

来,“中国太平”品牌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自2018年起荣登《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