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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本《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仅为健康计划的摘要。必须参阅健康计划合同，确定准确

的承保条款和条件。 

我可以在何处就医？ 

如果发生急救情况，请拨打 911 或到最近的医院寻求治疗。如果等待治疗可能会对您的生命

或身体的某一部分造成危害，则属于急救情况。注：除本 EOC 中规定的参保人的共付额、

共同保险和自付额外，会员不对本计划有义务支付的急救护理服务承担任何经济责任。 

 
主管医生 

Valley Health Plan (VHP) 拥有多个医疗中心和个人诊所，可为您提供所需的医疗保健服务。这

些医生遍布 VHP 服务区域。可 100% 通过 VHP 完成就诊。要获取主管医生 (PCP) 列表，请访

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对于有听

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急诊护理服务 

急诊护理是指您需要在 24 至 48 小时内获得的护理。如果您需要急诊护理服务，请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 1.855.348.9119（免费）进行预约，或前往 VHP 网络免预约急诊护理诊所。如

果您不在服务区域且无法安全前往您的计划提供者处，请前往最近的急诊护理提供者处。所有

随访护理均必须通过计划网络提供者获得，或者取得 VHP 授权。 
 
VHP 网络医院 

VHP 与其服务区域内的多家医院签约。除急救情况外，医院服务必须已得到本计划的授权。 
 

选择主管医生 

您的主管医生 

您的 PCP 或医生在您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将充当您的常规私人医生。必要时，您

的医生可能会将您转诊至其他医生/专科医生。 
 
选择您的医生 

您可以从 VHP 网络中选择您自己的医生。如果未选择， 

VHP 将为您分配一位医生。要查找医生，请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并使用“搜索

提供者”(Provider Search) 功能，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http://www.valleyhealthplan.org/
http://www.valleyhealth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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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更换您的医生 

您可随时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来更换您的医生。 
 

给谁打电话？ 

会员服务部门 

如果您对您的健康计划福利有任何疑问，或者在任何其他健康计划事宜上需要帮助，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对于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

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预约 

如需与您的 PCP 预约，请拨打列出的其诊所预约电话号码。如需获取提供者诊所的预约电话

号码，请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并使用“搜索提供者”(Provider Search) 功能，

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24/7 护士咨询热线 

可拨打 1.855.348.9119（免费）联系咨询护士。咨询护士每周七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

务。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医疗建议并指导您获取所需的护理。

http://www.valleyhealth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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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 

关于本协议 

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和披露表描述了“Valley Health Plan 加州全保与个人和家庭计划”的

医疗保健承保范围。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和披露表、费率表以及任何修订版构成了圣克拉

拉县——经营别称为 DBA Valley Health Plan (Health Plan) 与您（投保人）之间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合同。有关任何其他 Health Plan 项目提供的福利，请参见该计划的承保证明。 

在本协议中，Valley Health Plan 有时被称为“Health Plan”、“VHP”或“我们”。会员有

时被称为“您”。某些大写术语在本协议中具有特殊含义；请参见“定义”部分查看您应该

了解的术语。 

请阅读以下信息，了解您可从哪一位或哪些提供者处获得医疗保健。 

Health Plan 通过综合诊疗护理项目直接向会员提供服务，而不是按服务收费的方式报销费

用。请参见“获得护理”部分，获取有关如何获得护理的更多信息。 

请务必完整阅读本协议来熟悉您的承保范围，以便您可以充分利用您的健康计划福利。此

外，如果您有特殊的医疗保健需求，请仔细阅读适用于您的部分。 

VHP 根据 2010 年美国《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 修正案提供此加州全保与个人

和家庭计划。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在参保并符合资格标准后，就有资格享受 VHP 加州全保与个

人和家庭计划福利计划。 

如“资格和参保”部分所述，如果您参保 PPACA 下的 VHP 加州全保与个人和家庭计划，有

两种参保方式： 

• 如果通过加州全保进行参保，该交易所将负责管理所有参保和资格以及相关表格。 
• 如果不是通过交易所进行参保，则您必须符合 VHP 个人和家庭计划的资格规则并填

写一份参保表。 
 
应在保险生效日期之前支付保费。 

有关本手册中未包含的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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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定义 

VHP 力求使服务方便获得且易于理解；但是，医疗保健和管理式护理组织的语言有时会令人

困惑。某些描述福利的术语定义可参见“定义”部分。这些已定义的术语在整个英语原文中

以大写形式表示。例如：承保服务 (Covered Services)、计划定点医生 (Plan Physicians)。 

活跃产程是指发生以下任一情况时的产程： 

• 分娩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安全转移到另一家医院。 
• 转移可能对产妇或胎儿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急性疾病是指由于疾病、损伤或其他需要立即就医且持续时间有限的医疗问题而突发症状的

医疗状况。 

预先医护指示是指由您在严重疾病或损伤之前签署的一份正式文件，如果您丧失能力，无法

做出明智的决定，该文件将指导您的护理。 

协议是指会员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会员在申请保险时提交的任何

和所有申请及信息、附件、附录以及将来可能添加的任何修正。本协议包含您的保险范围的

确切条款和条件。其中包含会员和 VHP 交换的所有合同、承诺和协议。它取代双方就本协议

内容进行的任何和所有先前或当前的书面或口头协商、协议或通信。 

授权是指由医学总监或指定人员书面（或先口头后书面）批准会员接受和/或让 VHP 支付某

些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的系统。 

行为健康治疗是指在切实可行的最大程度上发展或恢复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功能，并满足

以下所有标准的专业服务和治疗方案，其中包括应用行为分析和循证行为干预计划： 

1. 治疗由根据加州法律获得许可的医生或心理学家开具处方。 
2. 治疗是根据合格自闭症服务 (QAS) 提供者开具处方的治疗计划提供的，并由 QAS 提

供者、或由该 QAS 提供者监督和聘用的 QAS 专业人员或辅助专业人员，或符合资格

的实体或团体进行管理。 
3. 治疗计划具有由 QAS 提供者制定和批准的可衡量目标，每六 (6) 个月审查一次，并在

适当时进行修改。 
4. 治疗计划不用于提供暂托、日托、教育服务或参与治疗项目，也不报销其相关费用。 

 
福利是指福利计划所涵盖的承保服务。 

福利计划是指本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包含的或州和联邦法律要求的承保服务。本福利计

划中提及的任何日期均从太平洋标准时间凌晨 12:01 开始。 

Cal-COBRA（加利福尼亚州延续福利替代法案）是指一项加州法律，要求健康计划为满足以

下条件的雇主的雇主本身及其受扶养人提供持续享有团体医疗保险的权利：这些雇主有 2 至 
19 名符合条件的雇员，但这些雇员目前未根据 COBRA 获得延续保险，且其保险将因合同终

止、裁员或其他就业状况变化而结束。Cal-COBRA 还意味着当保险因 COBRA 终止而终止

时，您可能有机会享有团体延续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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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日历年是指从 1 月 1 日开始到连续 12 个月后的 12 月 31 日结束的 12 个月期间。 

共同保险是会员在承保服务费用中的份额，以百分比表示。共同保险将根据 VHP 与其计划提

供者之间的合同费率（如果有）计算。 

合同健康服务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何健康服务： 

• 由印第安人健康项目转诊或自费提供。 
• 由不属于印第安人健康项目的提供者或医院的公共或私人医疗提供者或医院提供。 

 
福利协调 (COB) 是指当您被两 (2) 个或更多保险计划承保时，COB 将： 

• 消除重复付款。 
• 指定支付保险的顺序（主要计划、次要计划等）。 
• 确保根据两个计划支付的福利总额不超过费用的 100%。 

 
共付额是一项费用，您必须支付该费用才能获得福利。这是会员分摊的承保服务费用。共付

额的美元金额可以是 0 美元（免费）。为眼镜、牙科服务或本福利计划未涵盖的任何其他补

充福利支付的共付额不计入共付额最高限额。 

共付额最高限额是您在一个日历年内需要为承保服务支付的最高金额。 

整容手术是指并非医疗所必需，而旨在改变或重塑身体的正常结构以改善外观的手术。 

费用分摊是指您需要为承保服务或福利支付的金额，例如：自付额、共付额或共同保险。 

承保范围是指本会员协议及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包含的承保服务。 

承保决定是指计划或计划提供者批准或拒绝承保服务。承保决定不包括有争议的承保服务。 

加州全保是加州的健康保险交易所，它向个人、家庭和小型企业提供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 

承保服务是指本福利计划所涵盖的福利。 

监护人护理或家庭护理是指可由非专业人员提供的护理，不需要经过培训的医疗或辅助医疗

人员的持续关注，并且与医疗状况的治疗没有重大关系。此定义不涉及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处

方的行为健康治疗 (BHT)。监护人护理包括但不限于： 

• 日常生活活动，例如行走、上下床、洗澡、穿衣、吃饭、如厕。 
• 服用药物。 
• 监护人可安全有效提供的护理，护理提供者无需执照或证明，也无需持证监督护士在

场。 
 
自付额是指您必须在一个日历年内为某些承保服务支付的金额，在您支付后，我们才会在该

时间段内以适用的共付额或共同保险承保这些服务。 

拒绝是指拒绝遵从或履行服务请求或为服务付款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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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健保管理局 (DMHC) 是负责监管或监督加州医疗保健计划的州监管机构。 

受扶养人是指投保人的任何家庭成员：其为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符合本协议规定的适用资

格要求，并且已根据其参保要求加入本计划。 

退保是自愿终止您在本福利计划中的会员资格的过程。 

有争议的承保服务是指因发现福利不具备医疗必要性，而根据本计划或其计划提供者之一的

决定全部或部分被拒绝、修改或延迟的任何承保服务。关于有争议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决定与

医学实践有关，不属于承保决定。 

耐用医疗设备 (DME) 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医疗必需的医疗用品、设备和器械： 

• 旨在长期重复使用。 
• 不被视为一次性用品（造瘘袋和糖尿病用品除外）。 
• 由您的计划定点医生订购。 
• 功能上不与 VHP 承保的另一件器械或设备重叠。 
• 通常对没有疾病或损伤的人无用处。 
• 主要用于医疗目的。 
• 适合在家中使用。 

 
保险生效日期是指福利计划所涵盖保险的开始日期。您可致电会员服务部门获得准确的保险

生效日期。 

选择性医疗服务是指非急需、非急诊或非必要的治疗。 

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是指： 

1) 投保人的合法配偶。 
2) 投保人已登记的家庭伴侣。 
3) 由投保人或投保人的配偶/家庭伴侣实际监护供收养的儿童，该儿童在服务区域内有永久

住所，并有证据表明其在投保人或投保人的配偶/家庭伴侣有权控制该待收养儿童的医疗

保健（需提供收养机构和/或法院的安置文件）之日及之后受保。 
4) 合法收养的子女（需提供收养机构和/或法院的文件）。 
5) 根据生效的法院命令，由投保人或投保人已参保的配偶/家庭伴侣监护的受监护人或子女

（需提供法定监护证明），并且该子女必须未满 26 岁；或 19 至 26 岁，且在 2010 年 3 
月 23 日之前没有资格获得另一个雇主资助的保险计划；或年满 26 岁或以上，但因智力

低下或身体残疾而无法从事自立工作。投保人必须在申请日期后的 60 个日历日内向 VHP 
提供无行为能力和受扶养证明。 

6) 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年满 26 岁后，如果该受扶养人满足并持续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保险

将不会终止： 
i) 由于身体或精神残疾、疾病或不良状况而无法自立就业。 
ii) 主要依赖于投保人的支持和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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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福利年份满 26 岁的已参保受扶养人可以受扶养人身份继续受保，直到该福利年份结

束。受扶养人保险应在受扶养子女失去资格的福利年份的最后一天终止。 
8) 符合资格的受扶养子女可居住在服务区域外，但在网络外时只有急救或急诊服务在承保范

围内。必须通过会员的 PCP 在网络中接受所有随访或常规护理。 
9) 对于有资格获得福利且居住在服务区域外的所有其他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在网络外时只

有急救或事先授权的急诊服务在承保范围内。所有随访或常规护理必须通过会员的 PCP 
在 VHP 网络中接受。 

10) 符合《美国法典》第 26 篇第 152(d) 条规定的合格亲属定义且居住在本计划服务区域

内的父母或继父母。想要添加其受扶养父母或继父母的会员将收到有关加州老龄部门健康

保险咨询和宣传计划 (HICAP) 的书面通知。 

 

急救服务属于承保服务，除非参保人并不需要救诊服务和护理，且参保人理应知道不存在急

救情况。 

急救服务也指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医生或其他人员在其执照和临床特权范围内进行

的额外筛查、检查和评估，以确定是否存在精神病急救医疗状况，以及在该机构的能力范围

内，为缓解或消除精神病急救医疗状况或解毒所必需的护理和治疗。急救医疗状况是指以足

够严重的急性症状（包括剧烈疼痛）表现出来的医疗状况，可合理推测如果不立即就医，可

能会导致以下任何情况： 

• 严重危及患者的健康。 
• 严重损害身体机能。 
• 任何身体器官或部位严重功能障碍。 

 
仅当参保人不需要急救护理，并且理应知道不存在急救情况时，才允许 VHP 拒绝向提供者支

付急救服务费用。 

EOC 或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是指本会员协议及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或本手册 

交易所是指加州全保或加州健保交易所。 

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是指本计划确定，在提供服务、检测、治疗、用品、器械或药物时，美

国的专业医务人员没有普遍接受其在治疗或诊断拟针对病症方面是安全和有效的服务、检

测、治疗、用品、器械或药物，除非得到以下一方的批准： 

• 美国医学会诊断和治疗技术评估项目。 
•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 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 (ABMS) 认可的专业委员会及其代表的学会。 

 
经批准的药物使用不会被排除在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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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批准的药物是指经 FDA 批准并在《美国药典》、《AMA 药物评估》和/或《美国医院处

方集》中列出的药物、药品和生物制剂。 

处方集是由 VHP 药房和治疗委员会的 VHP 计划提供者根据专业公认的医疗标准对其医疗和

成本效益进行审查和选择的处方药的广泛清单。处方集包括品牌药和仿制等效药，所有这些

药物均已获得 FDA 批准。 

申诉是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表达对计划和/或提供者的不满，包括会员或会员代表提出的护理

质量问题、拒绝服务或理赔支付（全部或部分）。 

HIPAA 是指 1996 年的美国《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 

医院服务是指在占用医院病床或前往持证的机构提供者处进行手术或治疗（在该机构能力范

围内）期间，医院提供的所有服务。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或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HIV 感染或艾滋病）是一种病症或疾病，在医

学上广义地解释为需要长期专业诊疗护理并危及生命、具有退行性或致残性的病症或疾病。 

医源性不孕症是指由医疗干预引起的不孕症，包括但不限于处方药或医疗和外科手术引起的

反应。 

个人是指个人的 VHP 保险。 

初始资格期是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时期： 

• 填好参保表并由本计划审核以进行批准的时期（参保表和付款必须在生效日期当月的

第一天之前 15 天收到）。 
• 您的受扶养人不再是本协议规定的符合资格受扶养人并且他/她可作为投保人参保本计

划后的 60 天期限。 
• 您的新生儿或新收养的子女成为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并可以参保本计划后的 60 天期

限。 
 
住院服务是指在会员住院期间 24 小时向其提供的住院服务，不包括长期非急性护理。 

逾期参保者是指在 PPACA 开放参保期条款规定的初始参保期时，拒绝参保由加州全保或本

计划提供的健康福利计划，但后因家庭或就业状况改变而申请参保健康福利计划的个人或受

扶养人。 

处方药是指联邦法律要求具有以下声明的药物，“注意：联邦法律禁止无处方配药”。 

危及生命是指以下一种或两种情况： 

• 除非使病程中断，否则死亡可能性较高的疾病或病症。 
• 具有潜在致命后果的疾病或病症，临床干预的终点是生存。 

 
锁定是指承保服务只能通过您选择的 VHP 网络内的计划提供者提供（除非此类护理以全球急

救服务、区域外急诊服务或事先授权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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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没有 VHP 批准转诊的情况下向非计划提供者寻求常规护理、DME 或选择性医疗服

务，VHP 将不会支付您的护理费用，您需要支付此类服务的全部费用。 

产妇精神健康疾病是指在怀孕期间、围产期或产后影响妇女，或者在怀孕期间、围产期或产

后直至分娩后一年内出现的精神健康疾病。 

医疗标准是指由医疗专业人员根据专业知识、以往经验和专业文献制定的预定诊疗护理规则

或指南，可与实际诊疗护理情况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 

医学总监是指 VHP 的医学总监，其是负责 VHP 医疗管理并在需要时授权护理的医生或指定

人员。本计划的医学总监是医疗保健利用和质量的管理者。 

医疗服务是指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提供的专业服务，由主管医生或专科医生实施、开具处方

或提供指导。 

医疗必需或医疗必要性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服务： 

• 对于医疗状况的症状、诊断或治疗而言是适当且必要的。 
• 符合公认的医疗实践标准。 
• 主要不是为了您、您的家人、看护人或任何提供者的便利。 
• 可安全提供的最适当的用品或服务水平。 

 
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要性是指按照下列所有方式满足该患者的特定需求，以预

防、诊断或治疗某种疾病、损伤、病症或其症状（包括最大限度地减少该疾病、损伤、病症

或其症状的进展）的服务或产品： 

(i) 按照公认的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护理标准。 
(ii) 在类型、频率、范围、部位和持续时间方面临床适用。 
(iii) 主要不是为了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和投保人的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患

者、治疗医生或医护服务提供者的便利。 

会员是根据适用的资格要求参保福利计划的任何投保人或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 

会员理赔是指列出所提供的服务、服务日期和费用明细的声明，包括由投保人签署的关于已

提供服务的声明以及提供者提供的任何支持文件。完整填写的《会员理赔报销表》是支付承

保福利的报销依据。 

会员服务代表是指任何 VHP 会员联络人，他们可回答您关于保险的问题，帮助您解决任何服

务问题，并协助您处理特殊情况。 

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是指属于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 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章

节中列出的任何诊断类别的精神健康疾病或物质使用障碍，或者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

计手册》(DSM) 中列出的精神健康疾病或物质使用障碍。 

 
中级人员是指由医生监督的医务人员，包括执业护士等医疗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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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服务区域内的医疗保健服务系统。计划网络由计划定点医生（例如主管医生 [PCP] 和
计划专科医生）、计划定点机构和计划定点医院组成。 

非试验性程序是指 VHP 根据医学界普遍接受的医疗实践和专业认可的标准确定的医疗安全性

和有效性已得到证明且不再处于研究阶段的程序。 

非计划提供者是指任何专业人员、组织、医疗机构、医院或其他获得相应监管机构许可和/或
认证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个人或机构，且既非受雇于、从属于 VHP 或由 VHP 运营，也未

与 VHP 签订合同以向会员提供服务。 

矫形器械是指医疗必需的刚性或半刚性器械，用作固定在身体外部的支撑物或支架，以支持

或纠正受伤或患病身体部位的缺陷或功能，但不包括使会员能够在医疗恢复之前进行持续体

育活动的器械。 

网络外是指不属于您的 VHP 网络的任何计划提供者或非计划提供者。 

门诊护理是指不需要过夜的医学治疗。 

门诊服务或门诊护理是指个人在计划定点医生的指导下接受的医疗服务，不在医院过夜。 

计划或 VHP 是指 Valley Health Plan。VHP 是圣克拉拉县的 DBA（经营别称）名称，是一

家根据《诺克斯-基恩医疗保健服务计划法案》获得许可的加州公司。 

计划定点机构是指与 VHP 签订合同，向会员提供医疗服务和/或用品的机构（计划定点医院

除外），例如专业护理机构。 

计划定点医院是指向会员提供护理时，已与 VHP 签订合同以向会员提供医院服务的任何获得

正式许可的医院。 

计划定点药房是指与 VHP 签订合同，提供由计划提供者开具处方的药物的药房。 

计划定点医生是获得正式许可的 PCP、医生或医生团体，他们在提供护理时已与 VHP 签订

了向会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合同，并且在个人会员的初级保健提供者网络中。不包括仅为

提供转诊服务而签约的医生。 

计划提供者是指任何专业人士、组织、医疗机构、医院或其他获得州许可和/或认证的个人或

机构，或根据加州法律授权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个人或机构。此类人员或机构位于服务区域

内，或在提供护理时已与 VHP 签订向会员提供服务的合同。 

计划定点专科医生是指医学专科执业并已与 VHP 签订合同向会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生。 

妊娠是指怀孕三 (3) 个月和产后一段时间，包括与妊娠有关的和产后的护理服务，可能持续

到产后 12 个月。 

既往症条款是指在合同中规定，在参保者的保险生效日之后的特定时期内，因在保险生效日

之前的特定时期内接收或接受医疗建议、诊断、护理或治疗而产生的费用或开支不在承保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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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任何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均不得以既往症为由限制或排除对任何个人的承保，无论在

该日期之前是否接收或接受了任何医疗建议、诊断、护理或治疗。 

保费是指您根据本承保证明应为您的会员身份支付的每月付款金额。 

处方单位是指每张处方可配发的最大药物量（数量）。大多数长期口服药物的处方以 90 天为

单位。其他药物的处方单位可能是单个容器、吸入器套件、包装或疗程。对于可能成瘾的药

物，为了保护您的安全，处方单位设置为更小的数量。 

主管医生 (PCP) 是指与 VHP 签订合同向会员提供初级保健服务的计划定点医生。 

PCP 从事广泛的医疗学科，可以是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儿科医生或内科医生。此外，如果

产科医生/妇科医生（妇产科）符合 VHP 提供初级保健服务的标准，可以在选定的网络中担

任 PCP。 

PCP 接受过医学培训，可以满足您的日常医疗保健需求，并主要负责协调您的护理。协调您

的护理包括监督连续护理、保存记录，以及向专科的计划定点医生发起转诊等职责。 

初级网络是指会员指定的初级保健网络中的计划提供者 

事先授权是指在会员接受某些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之前，由医学总监或指定人员给予口头或

书面预先批准的系统。 

假体器械是指固定在身体上以替代身体缺失部位的人造器械。假体器械也指通过手术植入的

器械和用品。 

提供者理赔是指列出所提供的服务、服务日期和费用明细的声明，包括由会员和治疗专业人

员签署的关于已提供服务的声明。完整填写的“提供者理赔”是直接向提供者支付承保福利

的基础。 

精神病急救医疗状况是指一种精神障碍，其急性症状的严重程度足以对您自己或他人造成直

接危险，或者您因精神障碍而立即无法提供或使用食物、住所或衣物。 

合格健保计划 (QHP) 发行人是指已与加州健保交易所签订协议的健康计划，该交易所是在加

州政府内设立的独立实体，以加州全保的名义开展业务（“交易所”）。 

重建手术是指为纠正或修复由先天性缺陷、发育异常、创伤、感染、肿瘤或疾病引起的身体

异常结构而进行的手术，以达到以下目的之一： 

• 改善功能。 
• 尽可能创建正常或统一的外观。 

 
重建手术包括乳房切除术后所需的假体器械，以及用于替换因疾病、损伤或先天性缺陷而切

除或受损的全部或部分外部面部身体部位的原始和替代假体器械。 

康复服务是指在规定的、有组织的、多学科康复项目中提供的福利，无论是在医院、专业护

理机构、医生诊所还是其他机构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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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常规护理是指提供以下目的所需的医疗必需服务： 

• 筛查目的。 
• 预防疾病。 
• 诊断和治疗新的或持续的疾病或损伤。 
• 评估和治疗会员有理由相信存在急救医疗状况或有理由相信健康状况恶化或出现严重

残疾的体征或症状。 
 

此类常规护理不构成需要急诊或急救护理的直接风险。 

“敏感服务”是指与精神或行为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性传播感染、物质使用障碍、性

别确认护理以及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所有医疗保健服务，包括美国《家庭法》第 6924、
6925、6926、6927、6928、6929 和 6930 条以及《健康与安全法》第 121020 和 124260 
条所述的服务，接受服务的患者应年满或超过可同意接受本部分规定服务的最低年龄。 

严重慢性疾病是指由于疾病、病症或其他医疗问题或医疗障碍而导致的医疗状况，其性质严

重，并具有以下任一特征： 

• 在没有完全治愈的情况下持续存在或在较长时间内恶化。 
• 需要持续治疗以维持缓解或防止恶化。 

 
儿童或青少年的严重情绪障碍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 患有一种或多种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最新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确定的，

并导致行为不符合儿童年龄的预期发展常模的精神障碍（但不包括原发性物质使用障

碍或发育障碍）。 
• 符合《福利及辅育机构法》第 5600.3 节 (a) 小节第 (2) 条的标准。 

 
严重衰弱是指导致重大不可逆患病的疾病或身体状况。 

服务区域是指由 VHP 建立并经加州健保管理局 (DMHC) 批准的、VHP 向会员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的地理区域。 

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的机构位置合理临近会员的工作或个人住所，以确保方便抵达。 

严重精神障碍是指任何年龄的人的精神障碍。严重精神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

碍、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重度抑郁症、恐慌症、强迫症、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性厌

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 

专业护理机构 (SNF) 是指提供的住院服务的强度低于急性护理医院，但仍需要有执照的医务

人员提供服务的机构。 

长效转诊是指根据治疗计划（如果有），PCP 向专科医生转诊一次后可进行多次专科医生就

诊，而 PCP 不必为每次就诊提供特定的转诊。 

州是指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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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投保人是指参保并负责向 VHP 付款的人，或者基于其终止雇用或其他状态而有资格成为福利

计划会员的人。 

远程医疗是指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以促进对患者医疗保健的

诊断、咨询、治疗、指导、护理管理和自我管理的一种模式。远程医疗有利于患者的自我管

理和看护人对患者的支持，包括同步互动和异步储存转发传输。 

终止是指终止您在福利计划中的会员身份的非自愿过程。 

四级转诊医院是指提供四级护理的医院，这是治疗更严重疾病所需的更高水平的护理，需要从

此等医院的附属专科医生那里获得专业知识、更密集的健康监测以及医疗或手术干预。在 VHP 评
估在会员的初级网络中无法获得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后，可授权寻求四级转诊医院及其附属专科

医生的帮助。如果在四级转诊医院申请医疗保健服务，而您的护理可以在您的初级保健提供者网

络内适当获得，则 VHP 可能会将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转给隶属于您的初级网络的计划提供者。 
 

急诊服务是指针对疾病、损伤或妊娠的承保服务，其治疗不能延迟到会员返回服务区域后，

并且会员有理由相信存在急救医疗状况或有理由相信健康状况恶化或出现严重残疾。 

VHP ID 卡是 VHP 向会员发放的用于识别 VHP 会员身份的身份卡（ID 卡）。无论何时何地

接受护理，都必须出示 VHP ID 卡。 

职业康复是指评估、咨询和安置服务，主要是为了帮助受伤或残疾人士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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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视和语言政策 

歧视是违法的 

Valley Health Plan (VHP) 不会因种族、肤色、国籍、年龄、宗教、伤残、性别、性取向、性

别认同、性别表达，或州或联邦民权法禁止的任何其他分类而歧视、排斥或区别对待人们。 

VHP 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的帮助和服务，以帮助他们就本计划进行有效沟通。这些帮助和服

务包括： 

• 合格的手语译员。 
• 用其他格式编写的信息（大字体、音频、无障碍电子格式、其他格式）。 

 
VHP 为主要语言不是英语的人提供免费语言服务，以帮助他们就计划进行有效沟通。这些服

务包括： 

• 合格的口译员。 
• 用其他语言编写的信息。 

 
如果您需要这些服务，请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 

如果您认为 VHP 未能提供这些服务，或者因种族、肤色、国籍、年龄、宗教、伤残、性别、

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或州或联邦民权法禁止的任何其他分类以其他方式进行歧

视，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申诉： 

VHP Member Services 
2480 North First Street, Ste 160, 
San Jose, CA 95131 
 
1.888.421.8444（免费）， 
以您的方式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MemberServices@vhp.sccgov.org 
 

您可亲自到场或通过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申诉。如果您在提出申诉时需要帮

助，会员服务代表可为您提供帮助。 

您也可通过民权办公室投诉门户网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以电

子方式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民权办公室提出民权投诉，或者通过邮件或电话提出，地址

如下： 

  

mailto:MemberServices@vhp.sc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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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800.537.7697 (TDD) 
 

投诉表格获取地址：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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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协助 

English  
ATTENTION: If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are available to you. Call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Español (Spanish)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Tiếng Việt (Vietnamese)  
CHÚ Ý: Nếu bạn nói Tiếng Việt, có các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dành cho bạn. 
Gọi số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Tagalog (Filipino)  
PAUNAWA: Kung nagsasalita ka ng Tagalog, maaari kang gumamit ng mga serbisyo 
ng tulong sa wika nang walang bayad. Tumawag sa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한국어 (Korean)  

주의: 한국어를 사용하시는 경우,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简体中文 (Chinese)  
注意：如果您使用简体中文，您可以免费获得语言协助服务。请致电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Հ այ ե ր ե ն (Armenian)  
ՈՒՇ ԱԴՐ ՈՒԹՅ ՈՒՆ՝ Եթ ե խո ս ո ւ մ եք հ այ ե ր ե ն, ապա ձեզ ան վ ճ ար  
կ ար ո ղ ե ն տր ամ ադ ր վ ե լ լ ե զ վ ակ ան աջ ակ ց ո ւ թյ ան  
ծ առ այ ո ւ թյ ո ւ ն ն ե ր : Զան գ ահ ար ե ք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Р ус с ки й (Russian)  
ВНИМАНИЕ: Есл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о вам доступны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Звоните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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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 (Japanese)  
注意事項：日本語を話される場合、無料の言語支援を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まで、お電話にてご連絡ください。 
 
Hmoob (Hmong)  
LUS CEEV: Yog tias koj hais lus Hmoob, cov kev pab txog lus, muaj kev pab dawb rau 
koj. Hu rau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ภาษาไทย (Thai)  

เรยีน: ถา้คุณพูดภาษาไทย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บ้ริ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ภาษาไดฟ้รี โทร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 
 
 
 
 
 
ພາສາລາວ (Lao)  
ໂປດຊາບ: ຖ້າວ່າ ທ່ານເວົ ້ າພາສາ ລາວ, ການບໍ ລິ ການຊ່ວຍເຫືຼອດ້ານພາສາ, ໂດຍບໍ່ ເສັຽຄ່າ,  
ແມ່ນມີ ພ້ອມໃຫ້ທ່ານ. ໂທຣ 1.888.421.8444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CRS) 711).资格和参保 

成为 VHP 会员 

在通过 VHP 加州全保或个人和家庭计划申请成为 VHP 计划会员之前，您必须具备参保资

格。您或您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必须满足某些资格和参保要求。在您参保 VHP 计划后，您需

要继续满足这些要求。 

以下部分概述了谁有资格参保、如何参保、如何保留会员身份以及何时开始承保。如果您对

计划资格、参保或参保变更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您必须在状态变更后的 60 天内向加州全保或本计划报告任何状态变更或任何会影响您或您

的受扶养人资格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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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全保计划与个人和家庭计划资格 

如果您符合“定义”部分所述的投保人或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的定义，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则您有资格通过加州全保或本计划申请福利计划的承保： 

• 居住在 VHP 服务区域。 
• 未参加任何其他健康保险，包括 Medicare。 
• 在保险生效日期前至少 15 天提交书面申请并支付第一笔保费。 
• 已完成投保申请，且该申请已获 VHP 批准，具有保险生效日。 

 
VHP 可能会验证资格、其他健康计划资格（包括 Medicare）状态和受扶养人状态。在会员

的保险生效日之前或会员的保险结束之后，服务不在保障范围内。 

对于有资格获得福利且居住在服务区域外的会员，只有网络外的急救或急诊服务在承保范围

内。所有随访或常规护理必须通过会员的 VHP PCP 在 VHP 网络中接受。 

如果投保人在服务区域外工作和居住连续超过 90 天（且不打算返回），则他/她没有资格或

不再有资格获得福利计划的承保。 

如果您或您的任何受扶养人曾因“终止保险”部分中所述的原因而终止了 VHP 会员身份，则

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可能没有资格再参保。 

您的受扶养人的子女不符合参保资格。 

如果 VHP 随后发现您或您的受扶养人不符合资格，那么在您不符合资格的期间，VHP 将不

会提供福利，并将有权要求您偿付在您不符合会员资格期间向您提供的任何服务和理赔。 

而如果您和您的受扶养人符合参保资格，VHP 不会因为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存在以下情况而拒

绝您或您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参保： 

• 健康状况。 
• 医疗状况，包括身体和精神疾病。 
• 理赔经验。 
• 医疗保健接受情况。 
• 既往病史。 
• 遗传信息。 
• 可保性证明，包括因家庭暴力行为引起的不良状况。 
• 残疾。 

参保：保险责任开始 

如果您通过加州全保申请保险，加州全保将： 

• 向 VHP 告知已完成参保申请且已指定 VHP 作为认证合格健保计划 (QHP) 的每位符

合条件的成员。 
• 传送 VHP 需要的信息来参保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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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协助 

 
VHP 应确保会员的保险生效日期如下： 

• 如果健保交易所在该月第一天至第十五 (15) 天之间收到 VHP 选择通知，则为下个月

的第一天；或者 
• 如果交易所在该月第十六天至最后一天之间收到 VHP 选择通知，则为下下个月的第

一天；或者 
• 在州和联邦关于开放参保期和特殊参保期的要求中指定的，以及/或者根据交易所的适

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另行确定的其他类似适用日期。 
 

交易所应要求在该月剩余的第四个工作日或之前 100% 缴付整个第一个月的保费（由交易所

接收），以便在次月的第一天开始承保。 

VHP 应向交易所提供确认 VHP 从会员处收到开始承保所需的保费支付而必需的信息。 

在申请过程中，将要求您提供姓名、住址、种族（可选）、民族、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等个

人信息。 

如果您通过 VHP 申请个人和家庭计划承保，该计划应该： 

• 收到已填好的参保申请。 
• 通知会员参保被接受。 

 
VHP 应确保会员的保险生效日期如下： 

• 如果在上一月第一天至第 15 天之间收到申请和保费，则为下个月的第一天；或者 
• 如果在该月第 16 天至最后一天之间收到申请和保费，则为下下个月的第一天；或者 
• 在州和联邦关于开放参保期和特殊参保期的要求中指定的，以及/或者根据交易所规定

另行确定的其他类似适用日期。 
 

该计划应要求在该月第十五天或之前 100% 缴付整个第一个月保费的（由该计划接收），以

便在次月的第一天开始承保。 

VHP 应向会员提供确认 VHP 从会员处收到开始承保所需的保费支付而必需的信息。 

在申请过程中，将要求您提供姓名、住址、种族（可选）、民族、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等个

人信息。 

开放参保 

您可以投保人的身份（和任何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一起）参保，并且现有投保人可通过在加

州全保宣布的开放参保期间向加州全保提交参保申请，来添加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有关加

州全保申请，可访问 www.coveredca.com。加州全保将告知您开放参保期的开始时间和结

束时间以及保险生效日期。 

要申请个人家庭计划，个人可访问 VHP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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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shop/Pages/individual.aspx) 或拨打 
1.888.421.8444 联系 VHP 来进行申请或通过电话申请。 

特殊参保 

您可以投保人的身份（和任何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一起）参保，并且现有投保人可通过在加

州全保宣布的特殊参保期间向加州全保提交参保申请，来添加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有关加

州全保申请，可访问 www.coveredca.com。加州全保将告知您开放参保期的开始时间和结

束时间以及保险生效日期。  

要申请个人和家庭计划，个人可访问 VHP 网站 
(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shop/Pages/individual.aspx) 或拨打 

1.888.421.8444 联系 VHP 来进行申请或通过电话申请。 

 

开始参保 

如果您通过加州全保申请保险，您必须通过向交易所提交参保申请和保费，来申请您和您符

合资格的受扶养人成为会员。 

如果您申请计划保险，您必须通过向计划提交参保申请和保费，来申请您和您符合资格的受

扶养人成为会员。 

变更福利计划 

要变更您的福利计划，您必须满足交易所或您想要参保的计划的资格要求。您必须在状态变

更后 60 天内向交易所或计划提交参保或状态变更申请。在您向您的保险中添加受扶养人时，

也必须提供状态变更或受扶养人状态（例如出生证明或收养文件）的证明。有关更多信息，

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您有责任将会影响您或您参保的受扶养人符合资格标准的能力的任何状态变更告知交易所或

计划。如果您在您的受扶养人第一次符合资格时没有对这些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参保，您将

无法对他们进行参保 

该计划应准许个人因下列符合条件的事件或状态变更事件（包括特殊开发参保期的触发事

件）而参保或变更个人健康福利计划。 

1. 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因加州全保而失去最低基本保险。失去最低基本保险不包括因个人

未能按时支付保费或允许解除保险的情况而导致的失去该保险的情形。 
2. 您有一名新生儿或新收养的受扶养人，或者您成为受扶养人。 
3. 您有一名新的受扶养人，该受扶养人根据生效的州或联邦法院法令以受扶养人身份强

制受保。 
4. 您从监禁中释放。 
5. 您因另一位严重违反健康保险合同重要条款的健康保险发行人而失去保险。 
6. 您搬出服务区域或变更永久居住地。 

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shop/Pages/individual.aspx
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shop/Pages/individu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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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因永久搬迁可享有新的健康福利计划。 
8. 您的计划提供者通过本计划或其他健康福利计划终止其提供者的身份。 
9. 您因最低基本保险的资格信息有误而通过加州全保参保了本计划。 
10. 您从美国军队或加州国民警卫队的现役服务中退伍。 

11. 您遭遇了加州保险或联邦法规定义的任何其他状态变更事件。 

逾期参保或在开放参保期间参保 

逾期参保意味着您是逾期参保人。如果您没有在您的受扶养人第一次符合资格时对您自己或

您的受扶养人参保，您可在开放参保期间或在收到参保单和保费时进行参保。有关更多信

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您可在此期间参保或变更您的计划。 

您有责任确保交易所/计划在初始资格期内收到您填好的 VHP 加州全保与个人和家庭计划参

保申请。 

保险开始时间 

承保服务在初始参保时于 1 月 1 日凌晨 12:00，或者在交易所或计划确定的保险生效日期开

始为您、投保人和您的受扶养人提供。如果参保和付款在生效日期前的月份的前 15 天内递送

或盖具邮戳，则保险从参保和收到付款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如果参保和付款在任何月份的第 
15 天之后递送或盖具邮戳，则保险应在不晚于付款交付或盖具邮戳后的第二个月的第一天开

始生效。 

承保服务开始于： 

• 如果是受扶养的亲生新生儿，则在出生时。 
• 如果是受扶养的收养儿童，则在您获得收养监护权，或者您获得控制被收养的符合资

格的受扶养儿童的医疗保健的法定权利之日。 
• 如果受扶养的被监护人是符合资格的受扶养儿童，则在法定监护开始之日。 
• 受扶养儿童由法院下令受投保人监护时。 

 
该项保险为期 31 天。若投保期限超过 31 天，投保人必须在出生、收养或安置收养、法院下

令监护的其他日期后 60 天内，通过加州全保或本计划为该儿童登记参保。 

针对受扶养人的连续保险 

如果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满足以下条件，则该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可继续享有健康保险： 

1. 如果身体或精神上有残疾的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不能自立就业并依赖您提供支持和扶

养，则该受扶养人可继续享有保险，但前提是子女在满 26 岁之前残疾的，并且在子

女满该年岁前 60 天内向 VHP 提供此类残疾和扶养证明。可能需要按照 VHP 认为必

要的频率对残疾和扶养情况进行核实。但是，在子女满 26 岁的头两年后，本计划要

求的核实次数将不超过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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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儿、新收养子女或新的法定被监护人。如果受扶养人在子女出生、被收养或被监

护后的前 60 天内参保，保险将在首期 31 天之后继续生效。在该时限之后，您将无法

为您的子女参保。 
3. 与投保人或投保人的现任或前任配偶住在一起的您或您配偶的亲生子女、继子女、法

定养子女或法院下令法定监护的子女。对于年满 26 岁的受扶养人，可根据本计划继

续享受保险，直到福利年份结束。在福利年份期间满 26 岁的已参保受扶养子女可以

受扶养人身份继续参保，直到该福利年份结束。受扶养人保险应在受扶养子女失去资

格的福利年份的最后一天终止。VHP 可要求对受扶养人的状态进行核实。 
4. 年满 26 岁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 

a. 受扶养人因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损伤、疾病或不良状况而不能自立就业。 
b. 受扶养人主要依赖投保人提供支持和扶养。 

 

此承保证明的合同期 

当您与 VHP 之间的合同发生变更时，将对本协议进行修订。未来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都将影

响本承保证明和披露表。本手册中讨论的福利描述在 1 月之后适用。 

如果您需要一份 EOC 副本或近期的会员通讯（例如 VHP 会员资讯“展望”），请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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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以下信息，了解您可从哪一位或哪些提供者处获取医疗保健。 

VHP 是一项非营利性的健康计划，与主管医生 (PCP) 以及其他的计划提供者签约，由他们负

责为其会员提供和协调承保服务或福利。作为 VHP 的会员，您必须全部从签约的计划提供者

处获取承保服务的护理。使用计划提供者是必要的，但以下情况除外： 

• 出现急救情况。 
• 在服务区域之外时需要急诊服务。（如果合理的人员认为您的健康会因治疗延误而严

重恶化，来自非签约提供者的急诊护理在承保范围内。） 
• 如果 VHP 已事先对服务进行了授权。 

 
在参保时，需要为每位会员选择一位 PCP。该 PCP 负责提供所有基本诊疗护理、负责所有

专科诊疗和医院服务转诊，并负责对任何必要的事先授权进行协调。 

有关更新的计划提供者信息，请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要了解重要定义的含义，例如计划提供者和服务区域，请参见“定义”部分。有关我们的计

划网点的其他重要信息，请参见“付款和报销责任”部分下的“提供者付款”。 

选择您的主管医生 

VHP 鼓励您和您的受扶养人选择 VHP 主管医生 (PCP)。如果您没有选择 PCP，VHP 将为您

和您承保的受扶养人指定一位。 

要选择 PCP： 

• 在开始参保时，在您的参保申请上填写您选择的 PCP 的姓名。 
• 使用 www. valleyhealthplan.org 中的“提供者搜索”(Provider Search) 选择在您家

或工作地点附近的 PCP。您可以为每一位受扶养人选择一位不同的 PCP。 
 

VHP 将尽一切努力为您指派您选择的 PCP，但是如果没法做到这一点，VHP 将联系您说明

如何选择其他医生。 

如果您在选择 PCP 时需要任何协助，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代表，

或者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并使用“提供者搜索”(Provider Search) 功能。您还

可下载我们网站上的提供者名录的硬拷贝。 

VHP 鼓励您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确定您的新生儿的 PCP。请联系会员服务代表来帮助您做

出选择。 

更换您的主管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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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随时通过致电会员服务部门或书面申请变更来更换您的 PCP。变更的生效日期将是收到

您的申请后的下个月的第一天，前提是您在申请时没有获得医院或其他机构护理。如果您入

住机构，请与会员服务部门讨论您的生效日期。 

如果需要，将通过邮寄方式向您发送一张新的 VHP 身份卡（VHP ID 卡）。如果您的 PCP 
终止其与 VHP 的关系，VHP 将通知您并为您指派一名新的 PCP。 

初级保健提供者网络选择 
 

请阅读以下信息，了解您可从哪一位或哪些提供者处获取医疗保健。 
 

VHP 是一项非营利的健康计划，作为健康维护组织 (HMO) 进行运营。VHP 与由计划提供者组成的

全面网络订立合同，其中包括 PCP、专科医生、医院、专业护理机构和耐用医疗设备供应商 
(DME)，他们为商业雇主团体会员提供服务。在 HMO 中，PCP 会为其指定的会员提供和协调各项承

保服务。当您考虑为您或您的受扶养人选择 PCP 时，有必要注意，您的初级网络（即，医生、医院

以及其他身体和行为护理提供者）以您选择的 PCP 为基础。例如，如果您选择隶属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 PCP，您的初级网络将由隶属 SCVMC 的提供者构成。在选择 PCP 和初级

网络，或者 VHP 为您指派 PCP 和初级网络后，您必须从隶属您的初级网络的计划提供者那里获得

您的所有承保服务，但急救服务、急诊服务或 VHP 事先授权服务的情况除外。如果您被转诊到不隶

属您的初级网络的计划提供者或 VHP 未签约的提供者，则转诊提供者必须从 VHP 处获得事先授

权，但急救情况或需要急诊服务的情况除外。如果 VHP 确定您的身体或行为需求可在您的初级网络

内得到满足，VHP 可能会拒绝在您的初级网络之外获取服务的申请，并授权隶属您的初级网络的计

划提供者提供服务。 

总之，每位会员在参保时必须选择一位 PCP。如果没有选择 PCP，VHP 将为您指派一位 PCP。PCP 和 
PCP 的网络隶属关系决定了您将获得您的身体和行为医疗保健服务的初级网络。您的 PCP 提供所有基

本诊疗护理，并与 VHP 协调来获得医疗必需的专科诊疗和选择性医院服务的事先授权。要了解如何更换

您的 PCP，请参见“一般信息”部分下的“我可以在何处就医？”。 

要了解重要定义的含义，例如计划提供者、初级网络和服务区域，请参见本 EOC 的“定义”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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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VHP 的会员，您选择我们的健康计划来为您和/或您的家人提供医疗保健。您必须从我

们服务区域内的计划提供者那里获得所有承保服务，“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部分描述的除

外。通过我们的健康计划，您可以便捷地获取您可能需要的所有承保服务，例如 PCP 常规护

理、医院护理、精神健康、实验室和药房服务，以及“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所列的其他福

利。 

安排预约 

VHP 在其整个服务区域内提供广泛的 PCP 选择。要安排预约，请拨打您的 PCP 的办公室预

约电话。要查看您的 PCP 的电话号码，可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如果您在查找

您的 PCP 的预约电话号码时需要帮助，可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

门。 

VHP 还提供免费的 24/7 护士咨询热线：1.855.348.9119（免费）。您还可通过您的计划提

供者获取免费的语言服务。 

符合资格的会员可通过计划定点妇产科医生直接就诊（自我转诊），以及/或者通过计划定点

家庭医生和外科医生（计划提供者）直接就诊来获得承保服务。 

VHP 建议您在安排您的医生预约时提前致电联系。请准备好提供您的姓名、您的 VHP ID 卡
上的 VHP ID 编号、可联系上您的白天电话号码以及就诊理由（以便可为您的预约安排足够

的时间）等信息。如果需要即刻护理或急诊护理，请告知护士您致电的紧急性并询问下一个

可预约的时间。 

如果您需要取消预约，请务必立即联系计划提供者，以便可安排其他患者。如果可能的话，

您应在取消预约时至少提前 24 小时进行通知。 

在您去看医生时，您会被要求出示您的 VHP ID 卡。VHP 建议您始终随身携带您的 VHP ID 
卡和另一种形式的身份证明。 

在进行预约时，或者在您需要语言服务的情况下，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以按您的偏好语言获得协助或者提出疑问、评论或担忧。VHP 向您免费提供

电话语言协助。您还可通过联系会员服务部门，找一名翻译来与您的医生交谈。此外，根据

州健保管理局 (DMHC) 的要求，VHP 将提供申请、申诉或同意书或者其他重要会员材料等重

要文件的书面翻译。如果您对语言服务有疑问，请致电会员服务部门：1.888.421.8444（免

费）。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24 

获得护理 

接受初级医疗保健 

您或您的受扶养人选择的 PCP 将提供或安排 VHP 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您的初级医疗、儿科和

妇产科承保服务中的大部分。为了确保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您应定期安排常规体检和诊所

就诊。 

接受自我转诊服务 

VHP 与其计划提供者签订合同。您可根据主管医生网络自我转诊到一些特选专科医生。请直

接联系您的 PCP 的诊所，或者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了解更多信息。 

任何女性会员都可自我转诊到计划定点妇产科。如需服务，请致电计划定点妇产科。要查找

妇产科，请使用 www.valleyhealthplan.org 上的提供者搜索功能，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会员还可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以了解如何通过计划提供者获得

直接就诊获取精神健康服务的授权。 

接受专科护理和转诊 

您的 PCP 将对各项专科医生或其他承保服务进行协调。 

除自我转诊服务外，在您从计划定点医生处接受专科医生服务（例如普通外科、矫形外科或

心脏内科）之前，您必须从您的 PCP 那里获得转诊。 

您的 PCP 将就专科医生服务获得授权。您的 PCP 将指导您如何预约去看计划定点专科医

生。由您负责进行预约。在没有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接受专业医生的服务可能导致您承担相关

费用。一些专科医生转诊可能需要 VHP 医学总监进行额外审查。 

在所有必要的转诊信息均已提供后，VHP 将在五 (5) 个工作日内将其决定告知给您和医生。 

如果您患有可能需要两 (2) 次以上就诊的长效转诊的严重慢性疾病（包括 HIV 感染或艾滋

病），您的 PCP 将邀请您的计划定点专科医生共同与您讨论如何协调您的护理。要获得这些

服务，需要通过 VHP 获得事先授权。您的 PCP 负责申请和协调这些服务以确保护理不中

断。VHP 将在两 (2) 个工作日内告知您决定。 

如果您需要精神健康/行为健康服务，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的“精神健康服

务”。 

要获取有关转诊和授权的更多信息，只需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或者参见本部分中的“授权和拒绝服务”。 

锁定条款 

您应知道，您的福利计划的“锁定”条款要求您从您的初级保健提供者网络中的计划提供者

处获得所有承保服务。除急救情况或区外急诊护理情况外，如果您在您的初级保健提供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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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外寻求并获得服务，而未取得经过授权的转诊和/或事先授权，则您可能需要承担相关费

用。 

 

四级转诊或护理 

VHP 提供一个由四级护理提供者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一级和二级创伤中心、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围产期服务、综合癌症服务、综合心脏服务和每天全天候待命的儿科亚专科医

生。如果 VHP 无法提供所需的必要四级护理服务，VHP 将推动对通过网络外提供者获取

的这些服务提供及时、充分的承保，直到有网络提供者签约，并且在这些情况下就授权和

付款事宜进行协调。VHP 已与四级护理医院签约，只有在会员选择的初级网络中无法提供

服务时，才能前往这些医院。有关转诊到这些机构的更多信息，或者如果在为 VHP 会员转

诊到未签约的四级护理医院时需要帮助，请拨打 1.408.885.4647 联系 VHP 的利用管理团

队（如果使用电传机，请拨打 711 联系加州转接服务并提供号码 1.800.735.2929），VHP 
将确定一名提供者来进行必要的转诊。 

 

及时获得护理 

VHP 根据会员健康状况的性质，按照专业公认的实践标准及时提供和安排承保服务。 

 

 

预约安排 

  

等待时间 

急救服务 立即 

不需要事先授权的急诊护理预约  申请后 48 小时 

需要事先授权的急诊护理预约 申请后 96 小时 

与 PCP 的非急诊预约 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 

与专科护理医生 (SCP) 的非急诊预约，包括产科护理 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 

有关辅助服务（用于诊断或治疗损伤、疾病或其他健康状况）的非急诊预约 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 

诊所/科室等待时间（从预约登记时间到执业医师/医生看诊的时间） 30 分钟（VHP 标准） 

 

负责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提供者的预约安排 等待时间 
危及生命的急救情况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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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事先授权的急诊护理预约 申请后 48 小时 

需要事先授权的急诊护理预约 申请后 96 小时 

与精神科医生的非急诊护理预约 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 

与负责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非专科提供者的非急诊预约  10 个工作日 

与负责精神健康护理或物质使用障碍的非专科提供者的非急诊随访预约 提前预约后 10 个工作日 

有关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辅助服务的非急诊预约 15 个工作日 

诊所/科室等待时间（从预约登记时间到执业医师/医生看诊的时间） 30 分钟（VHP 标准） 

  

  

  

 

VHP“及时获得护理”标准包括： 

• 用于电话筛查的“24/7 护士咨询热线”，会员可随时拨打该热线获取分诊或筛查，来

确定会员护理需求的紧急性。 
• 采用授权系统来准许会员通过“直接就诊”自我转诊到妇产科，或者通过获得长效转

诊到计划定点专科医生。此授权系统包括通过计划提供者网络及时转诊其他医疗必需

的承保服务。 
• 用于安排或重新安排医疗保健预约的流程。要查找计划提供者（包括急救和急诊护

理），请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网站详细列出了提供者的电话号码，并列

出了急诊护理诊所的上班时间。我们的很多急诊护理诊所提供自我转诊/即日免预约急

诊护理服务。预约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您提前致电，这可能会节省您的时间。 
• 会员服务部门配有说英语、越南语和西班牙语的代表，他们可帮助您获取承保的医疗

保健服务并解决会员医疗保健问题。在进行预约或解释重要文件时（例如在计划的申

诉流程中需要）可根据需要获取其他翻译服务。 
• 专业认可的实践标准，用于在安排符合法律要求的预约时确定等待时间。此等标准并

不禁止计划或计划提供者满足会员想要等待特定计划提供者更晚些的预约的意愿。 
 

有关及时获取护理（包括语言服务）的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

服务部门。 

接受医院或其他机构护理 

VHP 与其服务区域内的多家医院签约。除急救情况外，医院服务必须已得到本计划的授权。 

24/7 护士咨询热线服务全天 24 小时提供，拨打 1.855.348.9119（免费）即可获取。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27 

获得护理 

要获取任何医疗必需的医院或机构承保服务，您的主管医生将在计划定点医院或机构安排所

有承保服务，包括住院护理、过渡期护理和/或在亚急性或专业护理机构中提供的护理。所有

机构护理都需要授权，并且应在入院前或（在急救情况下）入院后尽快将任何此等护理通知 
VHP。 

在没法在计划定点机构获得承保服务的极少数情况下，您的 PCP 将与 VHP 安排转诊，但此

转诊需获得事先授权。如果您在没获得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接受服务，或者您在 VHP 计划提供

者网络之外接受服务，您可能需要承担相关费用。 

如果出现急救情况，而您无法安全地前往计划定点医院，则您应拨打 911 或在最近的医院寻

求治疗。请参见“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部分。 

接受网络外护理 

在离开服务区域之前，您必须获得您知道在您返回之前将需要的任何护理（例如，常规护理

或可预见的严重慢性疾病护理）。例如，如果您需要进行常规透析或氧气治疗，并且您知道

自己将在离开期间需要治疗，那么您应安排在您离开服务区域之前获取必要的治疗，或者配

合您的 PCP 来获取事先授权，以便在您在网络外/服务区域外时从非计划提供者处获取此护

理。 

您在网络外时获得的可预见且未取得事先授权的服务不被视为急诊服务或急救服务。如果您

延后接受或安排该护理，直到您离开服务区域，则 VHP 将不支付您的护理费用，并且此等服

务的全部费用由您承担。 

如果需要急诊服务，请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1.855.348.9119（免费）。咨询护士将评估

您的健康状况并指导您接受适当的护理。也可在您的 VHP ID 卡上找到此电话号码。您还应

拨打 1.888.421.8444（免费）通知 VHP，并在需要时留言。请参见“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

部分。 

如果出现急救情况，请拨打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救室。请参见“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部

分。 

在网络内的机构接受网络外提供者提供的医疗保健 

在一些情况下，非计划提供者可在我们已授权您接受护理的网络内机构提供承保服务。对于您在

我们授权您接受护理的计划定点机构接受的承保服务，您无需承担超出您的费用分摊的任何金

额。 

授权和拒绝服务 

VHP 与其 PCP 和计划提供者签订了合同，这些提供者负责为其会员提供和协调承保服务或

福利的其他计划。除了急救、急诊服务或 VHP 已提前授权服务的情况外，您必须从这些签约

提供者处获取您的所有护理。并非从会员的 PCP 处获得的服务需要转诊（除非此等服务有资

格进行本 EOC 中定义的自我转诊）或事先授权。授权和拒绝服务的时间线在本部分下的

“接受专科护理和转诊”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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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承保服务均由您的 PCP 提供、安排或协调。对于要接受需要转诊或事先授权的承保服务

的会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VHP PCP 必须代表会员向专科医生发起此类转诊，并提交申请便于被批准或拒绝。 
• 对于需要事先授权的服务，会员在接受服务之前必须获得事先授权。 

 
如果您需要有关您的福利计划的转诊条款或授权流程的更多详情，可拨打 1.888.421.8444
（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或者参见本部分下的“接受专科护理和转诊”。 

会员会收到关于授权和拒绝的书面通知。 

如果您认为您的 PCP 或其他 VHP 提供者不恰当地拒绝了治疗或服务申请，您可在首次拒绝

后 180 天内致电会员服务部门 1.888.421.8444（免费）来提交关于该决定的申诉。如果您申

请的服务仍然遭到拒绝，您可按“会员服务协助”部分下“会员申诉”中所述提交 VHP 会员

申诉。 

涉及到对您的健康构成紧迫和严重威胁的申请，将根据情况的紧急性得到快速审查。 

如果您对您的计划提供者或 VHP 做出的任何行动或调整不满意，应按照“会员服务协助”部

分下“会员申诉”中的“会员申诉”流程进行操作。此外，您还可联系加利福尼亚州健保管

理局。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见“会员服务协助”部分下的“DMHC 消费者服务热线”。 

第二医疗意见 
可以从对您的健康状况来说具有适当医疗专业资格的计划定点医生那里获取第二意见。如果没有对您的健

康状况来说具有适当医疗专业资格的计划定点医生，可在获得事先授权的情况下从非计划定点医生那里获

得第二意见。就“第二意见”条款而言，“具有适当医疗资格”是指在其执业范围内行事并具有与第二医

疗意见申请有关的疾病或健康状况相关临床背景（包括培训和专业知识）。向非计划定点医生获取第二意

见仅批准进行一次会诊。关于您的医疗状况的持续治疗必须由计划定点医生完成。 

• 下面是可提供或授权第二意见的一些情况示例： 
• 您的计划定点医生推荐了一项手术，但您不确定该手术是否合理或必要  
• 您对关于一种可能导致生命、肢体或身体功能严重受损或丧失的疾病的诊断或护理计划提出质疑 
• 临床指征不明确，或者复杂又混乱 
• 由于检测结果不一致，诊断结果存疑  
• 计划定点医生无法诊断疾病  
• 根据诊断和护理计划，正在进行中的治疗计划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内改善您的医疗状况 
• 您对诊断或护理计划有顾虑 

 

如果您想要申请第二医疗意见，您的 VHP PCP、VHP 提供者或 VHP 会员服务代表可帮助您

做出必要的安排。在需要时，他们可帮助您在计划定点医生网络中选择负责相同或同等专科

的任何选定的提供者。有关第二医疗意见申请的决定将在以下时限内作出并通知会员和提供

者： 

• 急救服务申请——在两 (2) 到六 (6)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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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服务申请——在 24 小时内。 
• 常规护理申请——在五 (5) 个工作日内。 

 
如果您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寻求急救服务第二医疗意见，请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

1.855.348.9119（免费）。在下一个工作日，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

部门。会员服务部门将帮助解决您的问题，或者在必要时，帮助您按照“会员服务协助”部

分下“会员申诉”中所述填写申诉。此外，您还可联系加利福尼亚州健保管理局的健康计划

部门；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见“会员服务协助”部分下的“DMHC 消费者服务”。 

连续护理 

在以下情况下，如果您或您的受扶养人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怀孕、晚期疾病、产

妇精神健康疾病，或者您出生至 36 个月的新生子女正在接受诊疗护理，您可能有资格继续从

您的提供者（如医生或医院）处获得治疗： 

• 您的治疗计划提供者终止其 VHP 计划提供者的身份。 
• 您在参保 VHP 时正在从未参与本计划的提供者处接受护理。 

 
本部分描述了这种连续护理的承保服务。您有权申请获得本计划的连续护理政策副本。要申

请本政策的副本，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符合资格的会员将由其提供者提供连续护理承保服务。将根据计划定点医生的决定，及时适

当地提供治疗。如果会员怀孕，将提供连续护理承保服务直到与分娩相关的产后服务结束，

或者直到被认为适当的时间。计划提供者将与会员的提供者协商确定何时可安全转移会员。 

连续护理承保服务在计划提供者终止合同或会员参保本计划后的结束： 

• 对于急性疾病，应在整个急性疾病期间提供。 
• 对于严重慢性疾病，应在完成治疗疗程和安排安全转移给计划提供者所需的时间段内

提供。应在 12 个月内结束承保服务。 
• 对于怀孕，应在整个怀孕期间提供。 
• 对于在怀孕期间、围产期或产后影响妇女，或者在怀孕期间、围产期或产后出现的产

妇精神健康疾病，产妇精神疾病承保服务应在 12 个月内结束，从确诊时间或怀孕结

束时开始算起（以较晚发生者为准）。 
• 对于晚期疾病，应在整个晚期疾病期间提供。需要连续护理的晚期疾病定义为无法治

愈或不可逆转的疾病，非常可能在一 (1) 年或更短时间内导致死亡。应在整个晚期疾

病期间提供承保服务，这可能超出从计划提供者合同终止日起 12 个月或从新会员的

保险生效日起 12 个月。 
• 对于出生到 36 个月的新生子女的护理，应在 12 个月内结束承保服务。 
• 对于本计划作为记录在案的治疗疗程的一部分授权的，并且在参保时或计划提供者终

止合同时由当前提供者推荐并记录在案的手术或其他程序实施，此类手术承保服务必

须在 180 天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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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因为健康计划从市场撤出或在参保人所在服务区域停止提供适用产品而从一种健

康计划过渡到另一种健康计划的新参保人。 
 

要从您的提供者或计划提供者那里获得连续护理，您必须获得来自 VHP 的事先书面授权。该

授权应规定您将能够继续从您的当前提供者那里接受护理的预定时长。 

只有当您是新参保人，或者您的提供者终止其 VHP 提供者身份时，并且满足下列条件时，才

提供关于连续护理的书面转诊。 

• 延迟提供服务将导致失去连续护理。 
• 疾病相关服务在由计划提供者提供时，在您的 VHP 保险条款下属于医疗必需的承保

福利。 
• 服务在服务区域内提供。 
• 您的 VHP 保险已经生效。 
• 终止合同的提供者或网络外提供者与 VHP 签订了新的临时合同，并且终止合同的提

供者因医疗纪律原因、犯罪活动或提供者自愿终止而被 VHP 终止提供服务。 
 

您的 VHP 保险不包含网络外选项。 
 

要申请连续护理承保服务，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以告知 VHP 
您的计划提供者已终止服务，或者在您的计划提供者通知您其将终止 VHP 合作时致电。对于

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独立医疗审查 

VHP 主要免责事项包括非医疗必需的服务。由计划医学总监根据客观审查，按照计划申诉程

序来确定某项服务或供应是否具有医疗必要性。但是，如果 VHP 以服务并非医疗必需为理由

拒绝您的医疗保健服务，您、您的指定人员或您的医生可申请独立医疗审查 (IMR)。在发起 
IMR 之前，您必须已完成 VHP 申诉过程，或者已参与有争议的承保服务的申诉过程至少 30 
天。 

州健保管理局 (DMHC) 的帮助中心运营独立医疗审查项目，该审查流程由与 VHP 无关联的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执行。VHP 之外的这些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会就您的医疗保健做

出独立决定。 

您必须在收到计划拒绝函后六 (6) 个月内向 DMHC 提交一份 IMR 申请。您只能对属于承保

福利的服务申请审查。要获取有关 IMR 流程的更多信息，您可以访问州健保管理局网站 
www.dmhc.ca.gov（“关于 IMR 的问题和解答”），或者致电会员服务部门 
1.888.421.8444（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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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护理 

如果服务被拒的原因为，它们是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非承保福利），则您有权在尚未参与 
VHP 申诉过程之前申请 DMHC 进行 IMR。对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的 IMR 审查申请必须基于

以下要求，即会员的计划定点医生证明疾病或身体状况： 

• 危及生命且令人严重虚弱。 
• 由终末期疾病引起，而该疾病非常可能导致在两 (2) 年内死亡，并且您的计划定点医

生证明所使用的标准治疗对改善状况无效、在医学上不适用，或者除提议的药物、器

械、程序或治疗外，本计划中没有承保其他对其有益的标准治疗。 
• 计划定点医生推荐的特定药物、器械、程序或其他治疗属于承保福利，除非计划确定

该治疗是试验性或研究性的。 
 

在会员健康受到紧迫或严重威胁，或者在管理局确定必须提前进行审查的情况下，本部分中

的任何内容均不得阻碍会员直接从管理局寻求协助。在此等情况下，管理局可要求计划提供

者和合同提供者加快信息提供速度。 

有关 DMHC 消费者服务热线或计划申诉流程的其他信息，请参见“会员服务协助”部分。 

VHP 网站：www.valleyhealthplan.org 

在 VHP 的网站上，可查看承保服务/福利、VHP 网络提供者及其所在地点，以及健康信息

（包括预防指南和推荐的免疫接种）。将提供一个电话号码列表，供您致电预约您的主管医

生 (PCP)、访问 VHP 网络药房，或者预约自我转诊诊所（妇产科和一些专科医生 [根据您的 
PCP 网络决定]）或了解如何获取 VHP 会员服务。本网站将按需进行更新。 

VHP 资讯 – 展望 

VHP 至少每年发布一次“展望”资讯。其中包含很多文章和页面链接 
(www.valleyhealthplan.org)，会员可通过它们了解法律方面的变化，获取治疗建议、医生

概况以及对会员来说很重要的其他信息。如需获取 VHP 最新“展望”资讯的副本，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 或访问 www. valleyhealthplan.org 来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使用您的 VHP ID 卡 

参保后，您将收到一张供自己使用的 VHP 身份识别 (ID) 卡，以及每位承保的受扶养人一

张。当您打电话预约或去医疗机构就诊时，请带上您的 VHP ID 卡。 

请注意：您的 VHP ID 卡仅用于身份识别。您必须是符合条件的会员才能享受承保服务。在

提供服务时还不是 VHP 会员的任何人都将需要为所接受的服务缴纳费用。如果您让其他人

使用您的卡，您的会员资格可能会被终止。

http://www.valleyhealth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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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费用分摊 

福利和费用分摊 

用来描述您的福利的某些术语定义可参见本手册的“定义”部分。这些已定义的术语在整个

英语原文中以大写形式表示。例如：承保服务 (Covered Services)、计划定点医生 (Plan 
Physicians)。 

您和您的受扶养人有资格在需要时获得全面的医疗和医院福利。本部分描述了在您的福利计

划中提供的标准承保服务。 

请花些时间阅读这些描述、“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和“免责事项与限制”部分，以充分了

解您的福利范围。 

您的会员的费用分摊或费用（自付额、共同保险和共付额）分摊责任以及因某特定福利适用

的免责事项与限制而导致的特定费用由您承担。费用分摊均不得超出本计划的实际服务费

用。例如，如果实验室检测费用低于 45 美元的共付额，则采用较低的金额作为适用的费用分

摊金额。 

注：自付额、共同保险和共付额的金额可以为 0 美元（没有费用）。有关费用分摊信息，请

参见适用的“福利和保险汇总”以及“福利和保险矩阵计划表”。 

除急救服务、急诊服务、事先授权的服务或会员自我转诊服务外，承保服务必须： 

• 由您的 PCP 或计划定点医生提供、开具处方、安排和/或指导授权； 
• 从 VHP 网络中的计划提供者处获取；以及 
• 提供给会员用于治疗疾病或损伤（除非特别作为预防性或常规健康服务进行承保）。 

 
您通过 VHP 获得的治疗中可能涉及到中级专业医师和住院医生。这些提供者将仅在主治医生

直接监督的情况下参与您的治疗，并且所有医疗保健决定都将在咨询主治医生后才做出。计

划提供者网点人员将告知您任何中级专业医师的参与情况。 

如果您对您的承保服务有其他疑问，请致电会员服务部门：1.888.421.8444（免费）。 

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包括您的福利计划中承保的医生服务。承保服务从您的 PCP 或计划专科医生（或其

他计划提供者）处获取，其中包括： 

• 主管医生 (PCP) 服务。 
• 计划定点专科医生治疗。 
• 住院医院计划定点医生服务。 
• 门诊计划定点医生治疗。 
• 门诊医院计划定点医生服务。 

门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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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费用分摊 

您从您的计划提供者处获得的门诊治疗涵盖在您的福利计划中。常规护理或急诊护理通过您

的 PCP 或计划定点医生安排或提供，其中包含您将需要的很多常见的预防和诊断服务。就诊

次数没有限制（规定的限制除外）。 

您可直接自我转诊到计划定点医生处获取妇产科服务。 

门诊承保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儿科/儿童保健就诊，以及不良童年经历筛查、定期诊室就诊、诊断实验室服务、免疫

接种、小儿哮喘服务及苯丙酮尿症 (PKU) 的检测和治疗。儿童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医

疗需求决定了这些检查的频率。 
• 不良童年经历的筛查，这些经历是指个人经历的对个人身体和情感造成伤害或威胁，

并对个人的功能和身体、社会、情感或精神健康造成持久不利影响的一个事件、一系

列事件或一系列情况。 
• 常规护理的定期健康检查，包括免疫接种、实验室诊断服务、巴氏涂片、前列腺特异

性抗原 (PSA) 检查和所有一般医学上接受的癌症筛查检查。检查频率由医疗必要性、

年龄和人口统计特征决定。 
• 本计划将涵盖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USPSTF) 评定为 A 级或 B 级的结直肠癌筛查检查，

但不提供任何费用分摊。本计划还将涵盖检查或程序的阳性结果所需的结肠镜检查（不提

供任何费用分摊），属于 USPSTF 评定为 A 级或 B 级的结直肠癌筛查检查或实验室检查

的结肠镜检查除外。 
• 晚期或转移性 3 期或 4 期癌症会员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不需要事先授权。晚期或转移性 

3 期或 4 期癌症会员关于癌症进展或复发性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也不需要事先授权。如

果晚期或转移性 3 期或 4 期癌症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不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的治疗，则需要事先授权。 

• 美国预防工作任务组建议的所有预防服务（A 级和 B 级）；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

局支持的预防性护理和筛查；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建议

的免疫接种。这些服务不得有任何费用分摊要求。 
• 常规护理的体格检查，包括诊断实验室服务以及 PKU 的检测和治疗。视力和听力筛

查检查，用于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您的 PCP 提供的视力或听力矫正。 
• 妇女保健检查，包括诊断实验室服务、盆腔和乳房检查、巴氏涂片和其他简单的诊断

测试。每年一次的宫颈筛查，包括子宫颈抹片检查、联邦 FDA 批准的人乳头状瘤病毒

筛查，以及 FDA 批准的任何宫颈癌筛查检测选项（即液基子宫颈抹片检查）。您可以

每个日历年自我转诊到 VHP 网络中的妇产科来接受一次妇女保健检查。 
• 常规护理的乳房摄影筛查，包括放射程序和结果解释，筛查频率由医疗必要性、年龄

和人口统计特征决定。 
• 过敏检测和治疗，包括血清和注射服务。 
• 常规护理的皮肤科服务，包括诊断、实验室和皮肤科制剂。 
• 诊断实验室服务，包括门诊诊断 X 光片、核医学和实验室服务（包括在您的计划机构

或医院的门诊进行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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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康复服务包括物理和职业治疗、语言病理学和针对残疾人的其他服务。小儿康复

服务应作为医疗必需的服务进行承保。小儿康复服务和器械应按照康复服务和器械适

用的相同条款和条件进行承保。对小儿康复和康复服务及器械的限制不得合并。 
• HIV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检测和治疗；HIV 检测无论是否与初步诊断相关，

都包含在承保范围内。 
• 免疫接种和注射，包括流感疫苗、破伤风和白喉疫苗增效剂、艾滋病疫苗、肺炎 A 类

和 B 类疫苗、肺炎球菌性肺炎疫苗，以及美国移民归化局要求或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建议，或者疾病控制中心 (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建议的免

疫接种，包括旅游免疫接种。 
• 验光服务或视力筛查，包括白内障、糖尿病和青光眼筛查等广泛的诊断检测。免责事

项包括：成人的工业眼镜架、眼镜镜片和镜框、隐形眼镜（包括试配和配制）、非植

入式低视力辅助用品，以及对视敏度或屈光不正的矫正（包括放射状角膜切开术等眼

科手术）不在承保范围内。 
• 为治疗足部损伤和疾病而提供的足病治疗服务。承保范围仅限于影响足部且需要医学

专业人员进行治疗的医疗状况，例如糖尿病、全身性足病、外伤或足部意外损伤。矫

形器械每年仅限一 (1) 件，除非具有医疗必要性且获得事先授权。 
• 为维持患者慢性身体或精神疾病（包括严重精神障碍）或防止其恶化而提供的物理、

职业、语言和呼吸治疗服务仅限于按照计划定点医生视为在医疗必需的量、频率或时

长提供的治疗。职业治疗仅限于将使您能够达到和保持改善的自我护理的治疗。物理

治疗包括但不限于计划定点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视为医疗必需的水中康复治疗或其他水

中治疗。 
• 门诊医院服务，包括医院或门诊中心的门诊手术和程序，例如（但不限于）血管造影

和支气管镜检查、化疗和医学上适当的材料。门诊服务还包括外科助理和麻醉师、药

物、X 光片、供应品和血液、血液衍生品和输血（血库）。 
• 急诊服务（在您暂时离开您的服务区域网络时提供）。为无法推延到会员返回服务区

域而提供的针对疾病或损伤的医疗必需服务在承保范围内，前提是合理人员认为您的

健康会因为您延误治疗而严重恶化。 
• 救护车和运送服务（包括急救救护车运送、空中救护车以及设施间医疗运输转运、非

急救医疗和精神疾病患者转运）如果被确定为医疗必需，则在承保范围内。 

住院服务 

住院治疗服务 

当医疗必需时，您的计划定点医生会安排您入住您的计划定点医院。如果您的计划定点医生

已安排您住院、已获得事先授权，或者急救或急诊服务后需要您住院治疗，住院医院服务在

您的福利计划的承保范围内。 

如果由计划提供者在计划定点医院中安排住院，则住院天数不受限制。 

如果您在保险生效日入住机构、医院或专业护理机构，您必须通知 VHP，以便一旦您的健康

状况足够稳定可转移时，VHP 能够安排在您的计划机构或计划定点医院提供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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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院服务福利包括： 

• 双人间病房和床位、密集护理、手术室、住院药物、X 光片实验室、用品、急性康

复、透析，以及医疗必需的血液、血液衍生物和输血（血库）。 
• 辅助服务，包括实验室、病理、放射科、放疗、阴极射线扫描、吸入式和呼吸治疗、

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语言治疗。 
• 诊断和治疗服务。 
• 出院规划服务，以及这种持续护理的协调和规划。 
• 医院以常规服务形式提供的手术和麻醉用品。 
• 医生和外科医生护理。 
• 住院专业照护。 

专业护理机构服务 

专业护理机构 (SNF) 的护理在计划定点医生授权后向您提供。VHP 提供每个福利期最多 100 
天的规定和授权的计划机构专业护理服务。 

SNF 中提供的专业照护（住院）或者计划机构中的专业护理床位包括： 

• 医生和护理服务。 
• 病房和床位。 
• 计划定点医生根据我们的药物处方集指南在计划专业护理机构中作为您护理计划的一

部分开具处方的药物，前提是这些药物在计划专业护理机构中由医务人员向您给药。 
• 根据我们的耐用医疗设备处方集提供的耐用医疗设备，前提是专业护理机构通常提供

该设备。 
• 专业护理机构通常提供的影像和实验室服务。 
• 医疗社会服务。 
• 血液、血液制品及其使用。 
• 医疗用品。 
• 物理、职业和语言治疗。 
•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行为健康治疗。 
• 呼吸治疗。 

 

护理仅限于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它是专业护理，需要每天提供，不属于监护人护理，并且

实际情况下只能在住院的基础上提供。为了舒适、便利或豪华设备/功能而居家使用的耐用医

疗设备不在承保范围内。 

专业照护仅限于本质上并非长期或慢性的疾病。在接受完每个福利期的 100 天护理后，需要

持续住院专业照护的 SNF 护理不在您的福利计划承保范围内。康复服务仅限于按照计划定点

医生认为在医学上适当的量、频率或时长提供治疗，作为医疗必需的服务进行承保。康复服

务和器械应按照小儿康复服务和器械适用的相同条款和条件进行承保。对小儿康复和康复服

务及器械的限制不得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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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期从您入住医院或专业护理机构接受专业水平护理时开始算起。当您连续六十 (60) 天没

有在医院或专业护理机构住院接受专业水平护理时，福利期结束。新的福利期仅可在任何现

有福利期结束后开始。不需要先在急症护理医院住三天。天数和就诊治疗限制不适用于自闭

症谱系障碍的行为健康治疗。 

救护车和运送服务 

如果计划定点医生确定您的健康状况需要使用只有持证救护车（或精神科患者运送车）才能

提供的服务，而且使用其他运送方式会危及您的健康，则需要使用这些服务。只有当车辆在

设施之间运送您时，这些服务才在承保范围内。在医疗必需时，您的 PCP 或计划医学总监将

为非急救医疗和精神科及精神科运送做出安排和/或安排授权。 

如果出现需要急救响应的急救医疗状况，鼓励您在该系统建立和运营的地区适当地使用 911 
紧急响应系统。如果出现没法获取 911 响应服务的急救情况，请用您可采用的最适当的方式

前往最近的医院。如果救护车服务（包括空中救护车）获得事先授权，或者根据“急救和急

诊护理服务”部分中所述的服务使用，则属于承保服务。 

处方药 

当您从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处收到处方时，需在计划定点药房配药。您的计划定点医生会对您

的医疗保健进行协调，来确定您何时需要药物和来自 VHP 处方集的适当剂量。您的牙科医生

开具处方的医疗必需药物（仅限止疼药物、抗生素）必须由您的计划定点药房进行配药。您

的验光师开具处方的常规医疗必需眼用药物仅在获得授权且在计划定点药房进行配药时才是

一项承保福利。牙科医生或验光师开具的其他处方不在 VHP 的承保范围内。非处方 (OTC) 
药、药物和用品不属于承保福利，除非在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指定。非医疗必

需的药物，包括旅行用贴片、化妆品、中草药产品和治疗、膳食补充剂、保健或美容辅助用

品，不在福利计划的承保范围内。 

门诊药物、用品和补充剂 

下列门诊药物、用品和补充剂在承保范围内： 

• 法律规定必须有处方的药物。还包括列在我们的药物处方集中而法律不要求开具处方

的特定药物。 
• 子宫帽、子宫颈帽、避孕环、避孕贴片和口服避孕药（包括紧急避孕药片）免费。 
• 所有经 FDA 批准的非处方 (OTC) 避孕药物、器械和产品，在由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开

具处方且在计划定点药房进行配药时免费。 
• FDA 批准的在下列每种方法中使用的所有女用药物、器械和其他产品：屏障避孕、激

素避孕、紧急避孕、植入式和永久性避孕。 
• 注射承保药物和补充剂所需的一次性针头和注射器。 
• 吸入承保药物所需的吸入器储雾罐。 

门诊药物、用品和补充剂的费用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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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品的费用分摊如下所示。有关药物自付额的说明，请参见本部分中的“药物自付

额”。 

处方药按等级划分。所有等级在下列情况下可能有药物自付额规定： 

• 1 级药物：共付额适用于不超过 90 天的拿药量。 
• 2 级药物：共付额适用于不超过 90 天的拿药量。 
• 3 级药物：共付额适用于不超过 90 天的拿药量。 
• 4 级药物：共同保险或共付额适用于不超过 30 天的拿药量。 

 
有关药物等级分类的说明，请参见适用的“福利和保险矩阵计划表”。费用分摊均不得超出

本计划的实际服务费用。例如，如果实验室检测费用低于 45 美元的共付额，则采用较低的金

额作为适用的费用分摊金额。 

会员的费用分摊额将为处方药的药房零售价或该药物的适用费用分摊额中的较低者，此

等支出将累积至免赔和自付最高限额。 
 

药物自付额 

在任何日历年，一些福利计划都有适用于承保处方药的自付额。如果您的福利计划包含自付

额，则在 VHP 将在适用的共付额中涵盖该处方药费用之前的每个日历年，您有责任支付所有

费用以达到自付额。 

未在处方集中但获得授权的药物的共同保险或共付额累积至您的自付最高限额。 

对于本计划处方集下涵盖的处方类口服抗癌药物不超过三十 (30) 天拿药量的单个处方，参保

人需要支付的共付额和共同保险额的总金额不得超过 250 美元。在 250 美元这一最高限额应

用于口服抗癌药物之前，参保人不需要达到药物自付额。 

对于根据我们的药物处方集指南开具处方的给药药物（药物、注射剂、用于治疗目的的放射

性物质，以及过敏检测和治疗材料），如果需要医务人员进行给药或观察，并且在计划医务

室或在家庭访视期间向您给药，则您不需要达到以下项的药物自付额： 

• 用于治疗氨基酸代谢先天性错误（如苯丙酮尿症）的氨基酸改良型产品。 
• 癌症确诊后提供的癌症化疗药物和一些关键辅助药物。 
• 治疗危及生命的室性心律失常的一些药物。 
• 子宫帽和子宫颈帽。 
• 治疗结核病的药物。 
• 用作局限性肠炎主要治疗时的基本肠内膳食营养配方。 
• 紧急避孕药片。 
• 用于透析和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中的贫血的造血药物。 
• 用于长期治疗因缺乏足够的内生生长激素分泌而导致发育迟缓的儿童患者的人生长激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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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移植相关的，用于治疗巨细胞病毒病的免疫抑制剂和更昔洛韦及更昔洛韦前药。 
• 用于危及生命的血栓性疾病的急性治疗的低分子量肝素。 
• 用于进行患者透析来治疗终末期肾病高磷血症的磷酸盐结合剂。 

 
任何共付额或共同保险百分比均不会超出本计划费用的 50%。 

特定静脉注射药物、用品和补充剂 

不超过 30 天拿药量的需要特定类型的肠外输注（例如经静脉或经脊柱输注）的特定自给药型

静脉用药、输注液、添加剂和营养素，以及给药时需要的用品和设备在我们的承保范围内。

注射用药物和胰岛素不在本节范围内。具体请参见“门诊药物、用品和补充剂”小节。 

糖尿病尿检用品和胰岛素给药器械 

不超过 90 天拿药量的酮尿试纸条和糖片在 VHP 承保范围内。下列不超过 90 天拿药量的胰

岛素给药器械在 VHP 承保范围内：笔式给药器械、一次性胰岛素针头和注射器，以及确保正

确剂量的视觉辅助用品（眼镜除外）。 

 

一日拿药量限制 

由处方提供者来确定要开多少药物、用品或补充剂。就一日拿药量的保险限制而言，处方提

供者确定构成医疗必需品的物品数量不超过 30 天拿药量或 90 天拿药量。在支付本“门诊处

方药物、用品和补充剂”小节规定的费用分摊额后，您将获得开具了处方的拿药量，最多不

超过本节中规定的一日拿药量限制。对于特殊药物，一日拿药量限制是 30 天内不超过 30 天
的量，而对于非特殊药物，则为 90 天内不超过 90 天的量。如果您希望获得超出所承保的一

日拿药量限制的量，您必须对任何开具了处方的超出一日拿药量限制的数量支付费用。 

计划定点药房 

在计划定点药房配药时，需要向药剂师出示您的 VHP ID 卡和处方。只要您的计划定点医生

开具处方，您可进行配药的处方数量没有限制。但是，对于严重慢性疾病，药房将分配最多 
90 天的量。您可能需要支付一个处方单位的共付额。药房会告知您所有的费用。 

所有处方都必须由计划定点药房进行配药。您的药房福利仅限于在计划定点药房配药的处

方。当没有计划定点药房可供您拿药时，只有在非定点药房进行急救或急诊护理服务的处方

配药时才在承保范围内。从非 VHP 提供者处获得并在非 VHP 定点药房配药的处方集药物处

方需遵循授权流程。经医学总监审查后，可能会拒绝报销。 

您的牙科医生开具处方的常规医疗必需抗生素和止痛药仅在获得授权且在计划定点药房进行

配药时才是一项承保福利。您的验光师开具处方的常规医疗必需眼用药物仅在获得授权且在

计划定点药房进行配药时才是一项承保福利。牙科医生或验光师开具的其他处方不在 VHP 的
承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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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丢失或错放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由您负责。药房福利管理员 (PBM) 或药剂师会告知您所

有的费用。 

PKU 配方和特殊食品报销仅限于计划定点医生认为医疗必需的量和时长。 

针对过敏（如牛奶、大豆或乳糖不耐受牛奶）的特殊配方不属于您的福利计划下的承保服

务。 

非处方 (OTC) 药和用品不属于承保福利，FDA 批准的以非处方形式免费提供的所有避孕药

物、器械和产品在由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开具处方且在计划定点药房配药时除外。 

您可选择让您的处方物品邮寄到您家。您将不用为此邮购服务付费，但如果您申请的邮寄服

务无法配药，药房可能需要与您联系。请保持更新在您计划定点药房留存的电话号码和邮寄

地址，这一点很重要。有关邮购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处方续配选项”部分。有关更多

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或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处方续配选项 

计划定点药房 

您可以选择联系您的计划定点药房进行处方续配。有关您的处方的信息，请参见您的处方标

签。 

邮寄服务药房 

您可选择使用邮寄服务药房，这类药房仅提供邮寄到您家的处方物品。一旦邮寄服务药房为

处方配药，该处方就不能 

转给另一家计划定点药房。有关其他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或转到 www. 
valleyhealthplan.org。 

VHP 处方集 

计划定点医生采用综合药物处方集，其中包含 FDA 批准的品牌药和仿制等效药。您的计划定

点医生会对您的医疗保健进行协调，来确定您何时需要药物和适当剂量。即使药物可能在处

方集中，也不保证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将对该药物开具处方。如果计划定点医生指定“不要替

代”且有仿制等效药可供购买，处方需经过授权流程。经过医学总监审查后，计划定点药房

可能会分配该仿制等效药。 

VHP 将处方集药物选取流程委托给其药房和治疗委员会 (P&T)。VHP 处方集编制作为共担患

者护理管理责任的所有健康专业人员（包括 VHP 会员）的参考。该处方集编制供其药房福利

管理提供者在 VHP、医学总监和计划提供者的指示下发布。该处方集编制供 VHP 的 PBM 在 
P&T 的指示下发布。该处方集在线发布。处方集的增添和删减（全年都在发生）通过 P&T 
传达给 PBM。PBM 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计划提供者和会员。这些变更的记录在 P&T 备忘录

中进行维护。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40 

福利和费用分摊 

要确定特定药物是否在处方集中或获取处方集副本，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或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非处方集处方、急诊处方或急救处方 

如果您的计划定点医生从 VHP 或 PBM 处获得授权，则医疗必需的非处方集药物可纳入承保

范围中。新的非处方集处方将在五 (5) 个工作日内进行授权。急诊或急救非处方集处方将在 
24 小时或一 (1) 个工作日内进行授权。如果您的处方药物已全部用完，请致电联系您的计划

定点药房、计划提供者，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致电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如果授权申请被拒，VHP 将在两 (2) 个工作日内通知您和您的医生并说明拒绝原因。您将被

重新转诊到您的计划定点医生接受替代治疗，并且/或者联系 VHP 或 PBM 客户护理以获得进

一步的协助。该通知还将告知您，您有权利就拒绝进行抗辩。如果您有疑问，请咨询您的计

划定点药剂师、计划提供者，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 

如果会员需要向计划提交申诉，会员必须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如果 VHP 拒绝会员申

诉，VHP 将以书面形式通知会员并说明拒绝原因。该通知还应告知会员其有权利就此决定进

行抗辩。 

急救处方药物根据提供者的处方进行配药。如果您需要获取与网络外急救服务或急诊服务有

关的处方物品，需将您的处方带到计划定点药房。如果没有计划定点药房可供您配药，VHP 
会将在网络外药房进行配药的处方纳入承保范围。详情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或转

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有关报销程序，请参见“付款和报销责任”部分下的“报销

条款（理赔）”。 

在参保时开具处方的药物 

如果您在参保时正在服用处方药，请预约您的主管医生来评估您的当前健康状况和您的持续

护理。如果您的计划提供者决定您需要处方，您将收到针对您的当前药物的处方，或者一份

针对处方集中同等有效的药物的新处方。 

住院药房服务 

对于住院护理，承保服务包括药物、用品和补充剂。住院服务和其他机构药物及补充剂按照

您的计划定点医生的处方和计划处方集提供。 

耐用医疗设备 - 医疗用品和设备 

医疗用品和设备在您的福利计划中通过耐用医疗设备 (DME) 计划提供者进行承保。承保范围

仅限于足以满足您医疗需求的基本医疗必需设备物品。 

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将在医疗必需的情况下开具处方。如果需要事先授权（例如 DME 和假体

器械），您的 PCP 或计划定点医生将安排该事宜。 

承保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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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用医疗设备。 
• 纠正装置。 
• 假体器械。 
• 处方类矫形器械。 
• 氧气和氧气设备。 

 
VHP 或您的计划提供者将确定是否要维修而非更换假体器械。 

家用型耐用医疗设备 

在服务区域内，VHP 根据耐用医疗设备处方集指南，将本节中指定的要在您家中（或作为您

家的其他地点）使用的耐用医疗设备纳入承保范围。家用型耐用医疗设备是指预期供重复使

用、主要和在习惯上用于达到医疗目的、通常对没有疾病或损伤的人无用处，且适合在家中

使用的物品。 

承保范围仅限于足以满足您医疗需求的标准设备物品。提供承保的耐用医疗设备（包括承保

设备的维修或更换）。VHP 将决定是要租用还是购买设备，并将选择供应商。当 VHP 不再

承保该设备时，您必须将设备退还至 VHP，或者支付设备的公平市价。 

在我们的服务区域内，我们承保以下在您家中（或用作您家的其他地点）使用的耐用医疗设

备： 

• 糖尿病血液检测、血糖监护仪及其用品（如血糖监护仪测试条、采血针和采血针器

械）。 
• 注射泵（如胰岛素泵）以及用于操作泵的用品（但不包括胰岛素或任何其他药物）。 
• 标准弯头手杖或四脚手杖及更换用品。 
• 标准拐杖或前臂拐杖及更换用品。 
• 用于床垫的干式压力垫。 
• 雾化器和用品。 
• 尖峰吐气流量计。 
• 静脉输液架。 
• 气管切开套管和用品。 
• 肠内输注泵和用品。 
• 骨刺激仪。 
• 颈椎牵引（门悬）。 
• 治疗新生儿黄疸的光疗毯。 

假体和矫形器械 

手术附带的假体，包括但不限于： 

• 用于在切除全部或部分喉头后恢复说话方法的假体器械和安装附件（该承保范围不包

括并非假体器械的电子发声器）。 
• 义肢和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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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假体必需的用品。 
• 初始安装和在物品预期寿命后的更换。 

 
对于提供用于在乳房切除术后恢复和实现乳房对称的手术植入假体器械和其他假体器械，请

参见“重建、整容和减肥（减重）手术服务”部分下的“重建手术”。本计划将固定假体所

需的不超过三个胸罩（按照医疗必需的乳房切除术所需每 12 个月换一次）纳入承保范围。 

大多数假体和矫形器械不在 VHP 承保范围内，但在满足下列所有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会承保

本节“假体和矫形器械”所述的器械： 

• 器械用于一般用途、预期供重复使用，且主要并在习惯上用于医疗用途。 
• 器械是足以满足您医疗需求的标准器械。 
• 您从计划提供者那里获得该器械。 

 
承保范围包括这些器械的安装和调整、其维修或更换（因丢失或误用导致的除外），以及用

于决定您是否需要假体或矫形器械的服务。如果某更换器械在我们的承保范围内，则您将支

付为获取该器械而支付的费用分摊额。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43 

福利和费用分摊 

医疗用品、设备和其他非指定器械 

医疗用品仅限于预期供长期重复使用、不被视为一次性用品（造瘘袋和糖尿病用品除外）、

由您的计划定点医生订购、功能上不与 VHP 承保的另一件器械或设备重叠、通常对没有疾病

或损伤的人无用处、主要用于达成医疗目的，并且适合在家中使用的器械和设备。 

以下非指定假体和矫形器械在 VHP 承保范围内： 

• 用于在切除全部或部分喉头后恢复说话方法的假体器械和安装附件（该承保范围不包

括并非假体器械的电子发声器）。 
• 医疗必需的乳房切除术后需要的假体，包括： 

o 在医疗必需的情况下定制的假体。 
o 固定假体所需的不超过三个胸罩，每十二 (12) 个月换一次。 

• 由计划定点医生或身为足病医生的计划提供者开具处方、用于预防或治疗糖尿病相关

并发症的足病器械（包括鞋）。 
• 烧伤压力衣以及淋巴水肿绑带和衣服。 
• 供需要根据医疗护理指南进行导管喂食的会员使用的肠内营养配方。 
• 用于替换因疾病、损伤或先天性缺陷而切除或受损的所有或部分外部面部身体部位的

假体。 
 

用于苯丙酮尿症 (PKU) 治疗的配方和特殊食品如果是专攻代谢性疾病治疗的计划定点医生开

具处方的饮食的一部分，则是承保服务。该饮食必须被视为医疗必需的，以避免严重身体或

精神残疾的发展或促进因 PKU 导致的正常发展或功能。需要实现授权。 

对于网络内的提供者，本计划将为用于性传播疾病的家用检测试剂盒和处理这些试剂盒的实

验室成本提供保险，前提是这些试剂盒被视为医疗必需的或适用的，并由医护服务提供者直

接订购或根据临床指南和个体患者健康通过患者长期订单提供。 

居住环境或汽车的任何定制均不在您的福利计划覆盖范围内。承保范围仅限于足以满足您医

疗需求的基本医疗必需设备物品。 

用于性传播疾病的家用检测试剂盒 

在由网络内的提供者订购时，本计划将为用于性传播疾病的家用检测试剂盒和处理这些试剂

盒的实验室成本提供保险，前提是这些试剂盒被视为医疗必需的或适用的，并由医护服务提

供者直接订购或根据临床指南和个体患者健康需求通过患者长期订单提供。 

造口术和泌尿科用品 

承保范围包括我们的计划处方集指南规定的造口术用品、泌尿科用品和尿失禁用品。VHP 将
选择计划提供者，并且承保范围仅限于足以满足您医疗需求的标准用品。 

用于舒适、便利或奢华设备或功能的造口术和泌尿科用品不在承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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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集指南准许您获取非处方集造口术和泌尿科用品（未在我们的非耐用品处方集中针对您

的健康状况列出的用品），前提是这些用品以其他方式被承保，并且计划提供者确定它们是

医疗必需品。 

本计划的非耐用品处方集列有各种类型和材料的造口术和泌尿科用品。这些用品的一般类别

如下： 

• 粘合剂——液体粘合剂、刷子、管线、圆片或护垫。 
• 粘合剂去除工具。 
• 扎带——造口术。 
• 扎带——疝气。 
• 导尿管。 
• 导尿管插入盘。 
• 清洗工具。 
• 引流袋/瓶——床旁和腿部。 
• 敷料用品。 
• 灌注用品。 
• 润滑剂。 
• 其他用品——尿管接头，气体过滤器，造口术除臭剂，排尿管附加器械，soma 帽纹

胶带，结肠造口塞，造口术插入件，灌洗注射器、灯泡和活塞，管线，导管夹，腿部

绑带和固定器械，阴茎或尿道夹钳和压缩器械。 
• 医疗袋——泌尿科、可排泄、造口术。 
• 医疗环——造口用环。 
• 皮肤屏障。 
• 胶带——多种尺寸、防水和不防水。 

精神健康服务 

精神健康服务包括门诊精神健康咨询、精神科医生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服务，以及住院精神

健康服务。本节规定的承保服务仅限于“定义”部分中定义的术语“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

碍”所指定的服务。VHP 不会将针对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福利或保险限制为短期或急

性治疗。 

承保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本 EOC 的“定义”部分中定义的严重精神障碍 (SMI) 和严重情绪障

碍 (SED)。如果未满 18 岁的儿童还满足下面三 (3) 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则儿童的 SED 还
指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最新版中被确定为精神障碍的一种不良状况，而不

是根据预期发展常模导致对儿童的年龄来说不相称的行为的原发性物质使用障碍或发育障

碍： 

1) 由于精神障碍，儿童在以下至少两 (2) 个方面严重病损： 
a) 自我照顾、学校功能、家庭关系或在社区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以及  

b) 下列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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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儿童有被从家中带走治疗的风险，或者已经被从家中带走治疗，或者 

ii) 精神障碍和病损已出现超过六 (6) 个月，或者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可能继续超过一 
(1) 年。 

2) 儿童表现出精神病的特征，或者有因精神障碍自杀或出现暴力行为的风险。 
3) 儿童符合《加利福尼亚政府法》第 1 编第 7 条第 26.5 章（从第 7570 节开始）下的特殊

教育资格要求。 

 
要获取精神健康计划提供者名单，请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并使用“提供者搜

索”(Provider Search) 功能，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

如果地理和及时获取标准范围内没有计划提供者，可申请转诊到网络外提供者来获取医疗必

需服务。此转诊包括初步和后续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服务。 

 

要获取用于确定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治疗的临床审查标准、指导方案和培训

资料，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 

非医生提供者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 

非医生提供者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包括但不限于： 

• 评估、诊断、个体和团体心理治疗。 
• 必要时的用于评估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心理测试。 
• 为了监测药物治疗而提供的门诊承保服务。 

 
行为健康治疗在本计划的承保范围内，该治疗包括在切实可行的最大程度上发展或恢复自闭

症谱系障碍患者功能的专业服务和治疗方案，例如应用行为分析和循证行为干预方案。这些

服务由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师和持证临床社会工作者，或者加州法律允许的其他健康专

业人员提供。在某些情况下，您的 PCP 可能能够提供 PCP 执业范围内的精神健康服务。由

签约的非医生提供者提供的咨询服务不需要事先取得 VHP 的授权。  

由精神病医生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服务 

可通过 VHP 精神健康计划提供者获取精神病医生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服务。

承保范围包括评估和治疗、规定的心理和神经心理测试、危机干预、医院门诊护理（部分住

院治疗）和门诊精神治疗方案中的多学科治疗。行为健康治疗在本计划的承保范围内，该治

疗包括在切实可行的最大程度上发展或恢复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功能的专业服务和治疗方

案，例如应用行为分析和循证行为干预方案。在某些情况下，您的 PCP 可能能够提供精神健

康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处方药/药物和药房服务；处方药必须由授权的精神病医生或 PCP 开
具。服务仅限于医疗必需治疗的数量、频率或持续时间，最长至临床上确定您不再需要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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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服务 

住院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服务的承保服务在获得计划提供者授权后提供。如果会员会从

替代住院治疗的结构化多学科精神健康方案中的治疗获益，则可提供医院替代治疗。住院治

疗后的门诊精神健康服务治疗仅由计划提供者在计划定点机构授权。 

计划定点医院中的精神病住院治疗在 VHP 承保范围内。承保范围包括病房和床位、药物，以

及计划定点医生和实为在其执照范围内行事的执业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其他计划提供者的服

务。 

在计划定点机构提供的以下精神病治疗方案在 VHP 承保范围内： 

• 精神健康住院治疗。 
• 危机期住院治疗。 
• 持证精神病治疗机构的危机期住院方案中的治疗，其中有临床工作人员一天 24 小时

进行监测来稳定急性精神危机。 
• 急性精神危机的精神病学观察。 

 
法院下令提供的或作为假释或缓刑条件的精神健康住院服务不在您的福利计划覆盖范围内，

除非您的计划定点医生确定其是医疗必需的。 

药物依赖服务（酒精和药物滥用） 

如果取得 VHP 授权并通过计划提供者安排，则针对酒精或药物依赖性的门诊评估和治疗、医

学治疗以及针对戒断症状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属于承保服务。可在住院期间获得已事先授权的

针对酒精和药物成瘾的住院脱毒服务，前提是计划定点机构提供这些服务。 

按照美国成瘾医学会 (ASAM) 指南是医疗必需的药物过量住院治疗和住院康复治疗如果在计

划定点机构内提供，则属于承保服务。 

法院下令提供、作为假释或缓刑条件或在监禁期间提供的药物依赖/行为健康服务不在您的福

利计划覆盖范围内。 

住院脱毒 

在计划定点医院获得的针对戒断症状医疗管理的住院治疗在 VHP 承保范围内，其中包括病房

和床位、计划定点医生承保服务、药物、药物依赖康复服务、指导和咨询。 

门诊药物依赖护理 

药物依赖治疗的承保服务包括： 

• 强化门诊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医院方案。 
• 个体和团体药物依赖咨询。 
• 对戒断症状的医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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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分摊可能适用于这些承保服务，其中费用分摊可能包括： 

• 个体药物依赖评估和治疗。 
• 团体药物依赖治疗。 

 
医疗必需的美沙酮维持服务包含在门诊药物依赖护理中。 

听力服务 

助听器不在本计划承保范围内（“假体和矫形器械”部分中所述的体内植入式器械除外）。 

本计划将以下项的全部费用纳入承保范围内： 

• 属于预防性护理服务的常规听力筛查。 
• 用于确定是否需要矫正听力的听力检查。 

 
不在本计划覆盖范围内的听力服务包括： 

• 助听器、更换部件和电池、助听器的维修和更换。 
• 体内植入式助听器，例如植入的人工耳蜗和骨结合式助听器。请参见本部分的“假体

和矫形器械”。 

家庭健康服务 

当您因医疗原因不能外出时，您的福利计划将计划提供者提供的家庭健康服务纳入承保范

围。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必须安排事先授权。居家照护将在计划定点医生的直接护理和监督下

提供，并且由到访的计划提供者医务人员进行管理。 

家庭健康服务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纳入承保范围：在服务区域提供；您基本上不能离家外

出，您的病情需要护士、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的服务；并且计划定点医生

确定在您家中对您的护理保持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是可行的。 

承保范围仅限于专业护理（不是监护人护理），并且可能在计划提供者所在诊所、医院或专

业护理机构无法适当地提供。膳食、儿童保育、家庭日托和家政服务不在承保范围内。VHP 
仅对如下所示的非全时或间歇性居家照护提供承保： 

• 护士、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的每次访视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如果访

视超过两小时，则每额外增加两 (2) 小时被记为一次单独的访视。 
• 每日不超过三 (3) 次访视（所有家庭健康访视合计） 
• 一个福利年不超过 100 次访视 

透析服务 

针对肾功能衰竭和慢性肾病的透析服务（包括透析需要的仪器、培训和医疗用品）在您的福

利计划承保范围内。计划提供者必须提供承保服务。在评估和治疗之前，必须获得事先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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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护理 

临终护理是一种专门的跨学科医疗保健形式，旨在提供姑息治疗，减轻因晚期疾病而处于生

命最后阶段的会员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不适。它为主要看护人和会员的家庭提供支持。选

择临终护理的会员是选择接受与晚期疾病相关的疼痛和其他症状的姑息治疗，而不是接受试

图治愈晚期疾病的护理。您可随时改变接受临终护理福利的决定。 

只有在满足以下所有要求的情况下，VHP 才将下列临终服务的全部费用纳入承保范围： 

• 计划定点医生已诊断出您患有晚期疾病，并确定您的预期寿命为 12 个月或更短。 
• 服务在服务区域内提供。 
• 服务由属于计划提供者的持证临终关怀机构提供。 
• 服务对于缓解和管理您的晚期疾病和相关疾病是必要的。 

 
如果满足上述全部要求，VHP 会在福利与临终关怀服务相协调的情况下将以下服务纳入承保

范围，在必要时可 24 小时为您的临终护理提供这些服务： 

• 计划定点医生服务。 
• 专业照护，包括对护理需求的评估、评价和病例管理，疼痛治疗和症状控制，向您和

您的家人提供情感支持，以及对看护人的指导。 
• 为控制症状或使您能够维持日常生活活动而提供的物理、职业或语言治疗。 
• 呼吸治疗。 
• 医疗社会服务。 
• 家庭护理员和家庭主妇服务。 
• 根据我们的药物处方集指南开具处方、用于晚期疾病疼痛控制和症状管理且不超过九

十 (90) 天拿药量的姑息性药物。您必须从计划定点药房获取这些药物。某些药物仅限

于在任何三十 (30) 天的期限内拿药不超过三十 (30) 天的量。有关这些药物的当前列

表，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或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 耐用医疗设备。 
• 需要减轻看护人负担时的临时护理。临时护理是偶尔的短期住院护理，每次连续不超

过五 (5) 天。 
• 咨询和丧亲服务。 
• 膳食咨询。 

 
在生命危机期间，当您需要持续护理以缓解或管理急性医疗症状时，以下护理在承保范围

内： 

• 为维持您在家中的生活而必要的最多一天 24 小时的连续照护。 
• 家中无法提供的水平的必需短期住院护理。 

移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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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试验性程序的组织和人体器官移植以及为实际或潜在捐赠者提供的捐赠相关服务在 VHP 的
承保范围内，这包括但不限于： 

• 门诊影像和实验室 
• 门诊处方药和给予的药物。 
• 医疗必需的救护车服务。 
• 摘取器官、组织或骨髓和治疗并发症。 

器官、组织和骨髓移植服务受到“免责事项与限制”部分所述的免责事项和限制约束。计划

定点医生必须： 

• 确定您符合为需要移植的患者制定的特定医疗标准。 
• 经 VHP 医学总监书面批准，将您转诊至 VHP 选择的移植机构。 

 
如果计划定点转诊机构确定您不符合其相应的移植标准，VHP 将只承保您在此决定作出前接

受的服务。 

临床试验服务 

符合资格的参保人可参加参与本计划的提供者开展的经批准的临床试验。经批准的临床试验

是指与预防、检测或治疗癌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身体状况相关，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 I 期、II 期、III 期或 IV 期临床试验： 

(A) 试验或研究由下列一家或多家机构批准或资助： 

(i)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ii)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iii) 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 

(iv)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与医疗补助 (Medicaid) 服务中心。 

(v) 第 (i) 至 (iv) 条所述的任何实体的合作小组或合作中心，包括国防部或美国退伍军

人事务部。 

(vi)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中心支持拨款指南中确定的符合资格的非政府研究实

体。 

(vii) 以下部门之一，前提是试验或研究已通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确定与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采用的同行评审系统相当的同行评审系统进行评审和审批，并确保由

在评审结果中没有利益的符合资格的个人对最高科学标准进行公正的评审： 

(I)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II) 美国国防部。 

(III) 美国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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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验或研究是根据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的新药研究申请进行的。 

(C) 试验或研究是免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的新药研究申请的药物试验。 

“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身体状况”是指除非疾病或状况进程中断，否则很可能导致死亡的疾病

或身体状况。 

“符合资格的参保人”是指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的参保人： 

(A) 根据临床试验方案，参保人有资格参与获批的临床试验，以治疗癌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疾

病或身体状况。 

(B) 下面任何一种情况均适用： 

(i) 负责转诊的医务人员是参与本计划的提供者，并且已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参保人满

足第 (A) 款的条件，参保人参加临床试验是合适的。 

(ii) 参保人提供医疗和科学信息，证明由于参保人满足第 (A) 款的条件，参保人参加临

床试验是合适的。 

常规患者护理费用的费用分摊应该与并非在临床试验中提供相同服务时的费用分摊一样，但

如果该临床试验不是通过参与本计划的提供者提供，或者不可由其提供，则应该适用网络内

和自付额最高限额。仅限参与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的获批临床试验，除非临床试验不是通过

加利福尼亚州参与本计划的提供者提供，或者不可由其提供。 

针灸服务 

针灸服务可通过授权的计划提供者提供，仅可通过 PCP 或 VHP 转诊获得。承保服务通常仅

提供用于治疗恶心，或者作为慢性疼痛的综合疼痛管理方案的一部分提供。如果服务要求每

个日历年超过 20 次开具处方的就诊，则需要计划提供者说明理由。 

要查找 VHP 针灸提供者，请访问 VHP 网站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并使用“提供者搜

索”(Provider Search) 功能，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牙科服务 

计划定点医院或手术中心 

对于计划定点机构的牙科手术，如果您的临床状况或基础性疾病要求在医院或门诊中心实施

牙科手术，而牙科手术通常不要求全身麻醉，则全身麻醉和该机构与麻醉相关的服务在 VHP 
的承保范围内。与牙科手术相关的任何其他服务（例如牙医服务）不在 VHP 的承保范围内。 

牙科手术仅限于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服务必须在计划提供者处获得 VHP 的事先授权。 

门诊牙科服务 

牙科服务包括计划提供者针对以下情况在门诊提供的事先授权承保服务： 

• 治疗或移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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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治疗天然牙齿意外损伤而提供的计划定点医生服务或 X 光片检查（不在牙医诊所提

供）。 
• 为纠正颞下颌关节 (TMJ) 疾病或其他医学疾病而在医学上必需实施的上颌骨或下颌骨

手术。 
• 与颌骨意外骨折相关的服务。 
• 已开具处方且在计划定点药房拿药的药物。 

 
需遵循免责事项和限制。常规一般牙科服务不予承保。牙科手术本身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牙医的专业费用）不在承保范围内。与护理、治疗、修补、拔除或更换牙齿或直接支撑牙齿

的结构体相关的物品和服务不在承保范围内。 

颞下颌关节 (TMJ) 紊乱服务 

颞下颌关节 (TMJ) 紊乱服务包括评估和治疗医疗必需的 TMJ 功能障碍，例如提供开具处方的

口腔内器械。对于所有承保服务，包括有关颞下颌关节紊乱的咨询、诊断和医疗或手术治

疗，均需要 VHP 事先授权。任何口腔内定位器械和相关服务的费用终生限额均为 800.00 美
元。对于口腔内器械和相关服务，超出 800 美元终生限额的服务和所有费用将由您承担。 

在以下情况下，VHP 将授权颞下颌关节承保服务： 

• 颞下颌关节综合征的诊断由计划定点 PCP 进行，并且会员已完成三 (3) 到六 (6) 个月

的持续保守治疗试验。 
• 口腔内器械是在手术前放置的。 

 
手术承保范围仅限于： 

• 用于治疗或移除肿瘤的服务。 
• 医生为治疗天然牙齿意外受损而提供的服务或 X 光片检查。 
• 为纠正颞下颌关节疾病或其他医学疾病而在医学上必需实施的上颌骨或下颌骨手术。 
• 与颌骨意外骨折相关的服务。 

 
在获得事先授权后，会员可选择前往 VHP 牙医咨询诊所求诊。免责事项包括常规牙科服务和

牙科治疗，一 (1) 个以上的口腔内定位器械或假体（被视为牙科用品的假体），催眠或生物

反馈以及防磨牙用具。请在获得服务之日起 90 天内向 VHP 提交口腔内器械和相关服务的报

销申请。 

小儿牙科服务 

Liberty Dental Plan 加州计划 (LDP) 通过服务区域的便利签约牙医网络提供基本小儿牙科护

理。这些牙医经过筛选，以确保我们的质量标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得以维持。该网络由

资深牙科专业人员组成。当您去指定的签约牙医处就诊时，您只需为福利支付适用的共付额

（不超过自付费用上限）。 

资格和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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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格的儿童参保人是指出生至 19 岁，且满足 VHP 加州全保与个人和家庭计划会员协议

及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的资格要求的儿童。LDP 提供给参保 VHP 加州全保以及个人和家庭

计划所提供医疗计划的符合资格的儿童参保人。该 LDP 下的保险责任自所参保医疗计划开始

之日起开始，至所参保医疗计划终止之日时终止。LDP 将在您参保后向您提供一份承保证明

和披露表，其中将包含： 

• 您的 Liberty Dental Plan 的优点以及如何使用您的福利。 
• 有关自付额、共同保险和共付额的详细信息。 
• 如何选择提供者。 
• 连续护理。 
• 对您的常见问题的解答。 

 
有关小儿牙科服务，请拨打 1.888.703.6999（免费），或者提交书面申请至 Customer 
Service, LDP, P.O. Box 26110, Santa Ana, CA, 92799- 6110 来联系 LDP 客户服务部门。您

还可转到 LDP 的网站 www.libertydentalplan.com 获取 LDP 网络医生最新名单的副本，访

问 VHP 网站 www.valleyhealthplan.org 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

门。 

如果您有关于 LIBERTY Dental Plan 的投诉 

LIBERTY 提供了一个申诉解决流程。如果您对索赔决定、福利或保险范围决定、您的牙科提

供者或您的牙科福利计划的任何方面有任何不满，您可以向 LIBERTY 提交投诉。如果您不

同意 LIBERTY 关于您的投诉的任何决定，您可拨打 1.888. 466.2219（免费）联系加州 
DMHC 帮助中心获取帮助，听力和语言障碍人士请拨打 1-877-688-9891 TDD 热线。在某些

情况下，DMHC 帮助中心可帮助您申请独立医疗审查 (IMR) 或提交投诉。IMR 是指由不属于

您的健康计划的医生对您的病例进行审查。DMHC 的互联网网站 http://www.dmhc.ca.gov 
上有投诉表、IMR 申请表和在线说明。 

福利协调 

作为承保会员，您将始终享有您的牙科福利。LDP 不认为您的个人计划次于您可能拥有的任

何其他牙科保险。尽管您可能还有任何其他保险，但您有权获得 LDP 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列

出的福利。 

每年自付费用上限 

每年自付费用上限是指您在一年里必须为承保服务支付的最高金额。任何牙科服务付费以及

您的医疗费用均受到您的自付费用上限约束。要确认您的自付费用上限，请访问 www. 
valleyhealthplan.org 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在您达到您的每

年自付费用上限后，LIBERTY 将支付该年度牙科服务费用的其余部分，前提是您接受的服务

是您的指定签约牙科提供者或授权牙科提供者提供的承保福利。 

家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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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福利计划提供广泛的家庭服务选择，前提是这些服务通过计划定点医生提供、安排和协

调。家庭服务福利包括： 

• 生育计划服务。 
• 绝育服务，包括获得事先授权的绝育手术。 
• 堕胎服务以及未经转诊或授权的堕胎。 

 
某些计划定点医院和计划提供者不提供以下一 (1) 项或多项可能包含在您的计划福利中，并

且您或您的符合资格的受扶养人可能需要的服务：生育计划、避孕服务（包括紧急避孕）、

绝育（包括在分娩时进行输卵管结扎）、不孕治疗或堕胎。您应在参保前获得更多信息。请

致电您预期的计划提供者，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以确保您

可以获得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 

产科服务 

产科护理 

产科护理通过您的计划定点医生提供。产科服务包括产科护理和新生儿包皮环切术。 

在确认怀孕后，您可免费获得正常的一系列定期安排的预防性产前护理检查以及产后第一次

随访咨询和检查。接受怀孕相关服务和产后护理服务的个人，产后护理期可延长至婴儿出生

后 12 个月。 

遵守产前预约、做出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变并听从医生的建议，对于确保您和您的小孩健康非

常重要。您有权进行甲胎蛋白 (AFP) 检测，并在需要时可参加扩展 AFP 项目——这是由州卫

生服务部管理的一个全州产前检测项目。胎儿遗传疾病产前诊断程序（包括可提供遗传咨询

的特异性遗传疾病检测）将被纳入承保范围。 

您和您的新生儿有权在正常顺产分娩后接受住院护理至少 48 小时，或在剖宫产分娩后接受住

院护理至少 96 小时。如果您和您的主治医生共同决定提前出院，则可安排提前出院。在您出

院后为您的小孩提供的住院服务被视为单独的住院治疗。新生儿需要参保才能继续享受保

险。 

如果您提前出院，您和您的小孩有权在出院后 48 小时内进行随访就诊。您和您的计划定点医

生将确定是在您的计划定点机构、您的计划定点医生的诊所还是在您的家里就诊。就诊将至

少包括有关母乳喂养或奶瓶喂养的父母指导、帮助和培训，以及进行任何必要的产妇或新生

儿身体评估。除了产前和新生儿支持课程，VHP 还对母乳喂养支持、用品和咨询进行承保。 

如果您离开服务区域去获取与新生儿护理和/或分娩有关的医疗服务，则所有费用可能由您承

担，但与急救服务相关的费用除外。 

羊膜穿刺术、超声波检查或任何其他单纯为确定性别而进行的检查均不在您的福利计划覆盖

范围内。 

包皮环切术服务 

Decker, Maria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ARPA) and Post-Partu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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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环切术在门诊进行。出院后，您将收到通知，其中包括有关如何为您的新生儿预约包皮

环切术的说明，或者您可要求您的计划定点儿科医生安排此服务。为了确保此服务在承保范

围内，您必须在该通知中注明的时限内进行预约，通常是在新生儿出生之日起的两 (2) 周
内。 

生育力保护保险 

当承保治疗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医源性不孕时获取的标准生育力保护服务不在不孕治疗的保

险覆盖范围内。 

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属于承保福利。您在远程医疗服务上的费用分摊不应超出现场提供相同服务所收取

费用的费用分摊额。远程医疗服务将遵从与同等现场服务相同的自付额和每年或终生费用上

限。 

远程医疗服务的承保基础和范围与医疗保健服务计划负责通过现场诊断、咨询或治疗所提供

的服务的承保基础和范围相同。 

会员可通过其拥有的设备（例如电话、计算机/平板电脑、网页浏览器或智能手机）在任何偏

好的地点获取远程医疗服务。 

VHP 与 MDLive 签订了医疗和行为健康服务合同。我们鼓励会员通过 MDLive 应用程序、网

页浏览器和手机注册 MDLive 服务。会员还可亲自前往或通过远程医疗（如果可用），从会

员的初级保健提供者、主治专科医生，或者符合服务和现有时间安排及地理位置可及性标准

的其他签约个人健康专业人员、签约诊所或签约健康机构那里获取服务。要了解您的预约等

待时间，请查看“及时获取护理”部分。 

有关 MDLive 提供的远程医疗服务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pages/mdlive.aspx。 

健康指导和健康促进服务 

VHP 致力于促进和增进我们会员的健康。提供健康指导和健康促进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会员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与疾病预防和管理有关的健康指导项目和资料。承保范围仅限于

项目设计和课程推出。有关课程推出情况、安排、费用和报销方法的信息，请拨打 
1.408.885.3490 联系 VHP 健康教育部门。您还可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获取计划

授权健康指导课程列表。 

VHP 提供“戒烟”项目。该项目包含两 (2) 个课程，时长为两 (2) 小时，旨在教育会员如何

了解和处理自身的吸烟史和日常习惯。会员会学习戒烟的好处、不同的戒烟方法、戒断症

状、吸烟的诱因、有用的药物以及选择戒烟日期的重要性。会员分小组制定个人的戒烟计划

并回顾应对技巧。 

https://www.valleyhealthplan.org/sites/m/pages/mdliv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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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戒烟项目后，会员会收到一张结业证，他们可凭此证明申请尼古丁替代疗法等药物

（例如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口香糖或尼古丁含片）来帮助减轻戒断症状。该项目以及在计划

提供者开具处方时提供九十 (90) 天治疗方案的所有 FDA 批准的戒烟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

处方药）都是免费提供给参保人的预防性服务，不需要获得事先授权。 

VHP 健康教育部门联系方式： 

电话：  1.408.885.3490 

电子邮件地址： healtheducation@vhp.sccgov.org 

网站：  www.valleyhealthplan.org 

 

重建、整容和减肥（减重）手术服务 

重建手术 

重建手术包括用于纠正或修复因先天性缺陷、发育异常、创伤、感染、肿瘤或疾病引起的身

体异常结构而进行的整形手术，前提是计划定点医生确定有必要尽可能地改善功能或创造正

常外观。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本部分的“乳房切除和淋巴结清除”以及“减肥（减重）手

术”。 

整容手术 

整容手术不属于承保福利。根据专门从事重建手术的计划定点医生的判断只提供最小程度的

外观改善的重建手术属于整容手术，不在承保范围内。为了改变或重塑身体正常结构以改善

外表而实施的手术也被认为是整容手术。主要用于改变或维持外表的整容手术不在承保范围

内，但“重塑手术”下涵盖的承保服务除外。 

乳房切除和淋巴结清除 

在（因疾病、不良状况或损伤）出于医疗必需实施乳房切除术移除全部或部分乳房后进行的

乳房重建、为达到对称而对另一个乳房的手术和重建、身体并发症治疗以及假体器械属于承

保福利。承保范围包括医疗必需的乳房切除术和淋巴结清除术，例如住院治疗、诊所随访和

医生及外科医生费用。在医疗必需时，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将安排您接受这些承保服务。 

减肥（减重）手术 

如果为了治疗病态肥胖而提供的减肥手术具有医疗必要性、经过 VHP 事先授权、由计划提供

者实施，并且会员已符合 VHP 的减肥手术要求，则该手术是一项承保福利。在重建手术福利

下被认为是医疗必需以及获得批准的重建手术是一项承保福利，但为了改善外表而进行的整

容手术除外。 

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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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急救和急诊服务均在 VHP 承保范围内，详见“获取护理”部分下的“授权和拒绝服

务”。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推荐的旅游免疫接种在承保范围内。旅游健康免疫接种咨询不属于承保

福利。要获取旅游免疫接种，请联系您的 VHP 计划提供者或提供旅游免疫接种的计划定点药

房。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视力服务 

眼镜和隐形眼镜不在 VHP 承保范围内，除非是未满 19 岁的儿童。承保范围包括用于本节所

述的无虹膜症和无晶状体眼的特殊隐形眼镜。 

用于无虹膜症和无晶状体眼的特殊隐形眼镜 

低视力检查 完整评估全额承保 每个日历年一次  需要事先授权 
低视力辅助用品 获批的低视力辅助用品全

额承保 
每个日历年一次  需要事先授权 

 

在提供服务时，会员无需向视力服务计划 (VSP) 网络医生支付检查和材料共付额。 

在计划定点医生或计划定点验光师开具了处方的情况下，以下特殊隐形眼镜在 VHP 承保范围

内： 

• 在治疗无虹膜症的任何 12 个月内，每只眼睛可获得不超过两 (2) 只医疗必需的隐形眼

镜（包括试配和配制），而不论眼镜是由本计划在当前还是上一个 12 个月合同期内

提供。免费提供。 
• 每只眼睛可获得不超过六 (6) 只医疗必需的用于治疗无晶状体眼（眼睛晶状体缺失）

的无晶状体眼隐形眼镜（包括试配和配制），而不论眼镜是由本计划在当前合同还是

同一日历年中的上一个合同下提供。免费提供。 

儿童视力护理服务 

通过 VSP 网络向未满 19 岁的儿童提供的以下视力护理服务在 VHP 的承保范围内。 

• 视力检查。全额承保。 
• 视力护理材料。全额承保。 
• 镜片（承保范围包括聚碳酸酯镜片、塑料镜片或玻璃镜片，防刮镜片或防紫外线涂层

镜片也在承保范围内）。 
o 单光镜片。全额承保。 
o 双光镜片。全额承保。 
o 三焦点镜片。全额承保。 
o 透镜镜片。全额承保。 

• Pediatric Exchange Collection 的眼镜框。全额承保。 
• 隐形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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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当满足特定福利标准且由会员的 VSP 网络医生或网络外提供者开具处方时，

医疗必需的隐形眼镜属于计划福利。 
o 医疗必需的专业费用和材料全额承保。 
o 可以用选择性的隐形眼镜替代眼镜。 

• 专业费用：全额承保。 
• 材料：全额承保，但有以下服务限制： 

o 标准：每年一 (1) 副 = 每只眼睛一 (1) 只隐形眼镜（共两 (2) 只）。 
o 月抛：提供六 (6) 个月 = 每只眼睛六 (6) 只镜片（共 12 只镜片）。 
o 半月抛：提供三 (3) 个月 = 每只眼睛六 (6) 只镜片（共 12 只镜片）。 
o 日抛：提供一 (1) 个月 = 每只眼睛 30 只镜片（共 60 只镜片）。 

从 VSP 网络医生处获得服务 

在获得承保服务时，您必须选择一名 VSP 网络医生，安排预约，并通知医生诊所您受 VSP 
保障，以便该网络医生获得 VSP 福利授权。必须先获得 VSP 福利授权，然后您才能从 VSP 
网络医生处获得承保服务。如果您在没有 VSP 福利授权的情况下从 VSP 网络医生处获得承

保服务，该 VSP 网络医生将被视为网络外提供者，并且服务可能仅限于网络外提供者的服务

（如果在本计划的视力服务项目下提供）。 

网络外提供者福利 

如果您根据视力服务项目从网络外提供者处获得承保服务，您或网络外提供者可向 VSP 提交

报销申请。当理赔包括事先授权时，VSP 将向您或直接向网络外提供者支付可用承保服务的

费用。VSP 可拒绝自提供服务和/或提供材料之日起 180 个日历日后收到的任何理赔。 

有关儿科视力服务，请联系视力服务计划 (VSP) 客户服务部（电话 1.800.877.7195 [免
费]），或向以下地址提交书面请求： 

 Customer Service, VSP 
 P.O. Box 997100 
 Sacramento, CA 95899-7100 
 
访问 www.vsp.com 获取最新的 VSP 网络医生名单副本。您也可以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 

如果您要投诉 VSP 

如果您要对您的视力服务计划提出申诉，您应在联系 DMHC 之前首先拨打 1.800.877.7195 致
电 VSP，并遵循 VSP 的申诉流程。遵循此申诉程序不会禁止您可能享有的任何潜在法定权利

或补救措施。如果您在涉及急救情况的申诉、未得到 VSP 满意解决的申诉或超过 30 天仍未

解决的申诉方面需要帮助，您可以致电 DMHC 寻求帮助。您可能还有资格申请独立医疗审查 
(IMR)。如果您符合申请 IMR 的要求，IMR 流程将对视力服务计划做出的与提议服务或治疗的

医疗必要性相关的医疗决定、本质上是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的承保决定以及急救或急诊医疗服

务的付款争议进行公正的审查。DMHC 还提供了免费热线 1.888.466.2219，并为听力和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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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者提供了 TDD 热线 1.877.688.9891。您可通过 DMHC 网站 http://www.dmhc.ca.gov 
获取投诉表、IMR 申请表和说明。 

费用分摊 

一般规则、示例和例外情况 

您的承保服务的费用分摊将于您获得服务之日生效，但以下情况除外： 

• 如果您在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生效日获得承保的住院医院或专业护理机构服务，那

么在您之前的 Health Plan 承保证明已涵盖这些服务且保险未中断的情况下，您将支

付入院之日生效的费用分摊，直至出院为止。但是，如果您之前的 Health Plan 承保

证明未涵盖这些服务，或者如果保险中断，您将支付您在获得服务之日生效的费用分

摊。 
• 对于提前订购的物品，您将支付订购之日生效的费用分摊（但我们将不承保该物品，

除非您在获得该物品之日仍有该物品的保险），并且可能需要在订购该物品时支付费

用分摊。 
• 对于门诊处方药，订单日期是药房在收到为新生儿获得的承保服务填写处方费用分摊

所需的全部信息后处理订单的日期。在“资格和参保”部分下“保险开始时间”中所

述的 31 天新生儿自动保险期限内，无论婴儿是否参保，婴儿的父母或监护人都必须

为婴儿获得的任何承保服务支付本“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所述的费用分摊。 

收到账单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提供者会要求您在获得承保服务时针对费用分摊支付一笔款项。请记

住，此款项可能仅涵盖您获得的承保服务的总费用分摊的一部分，您将需要支付到期的任何

其他费用分摊金额。在某些情况下，您的提供者不会要求您在获得服务时支付款项，您将需

要支付到期的任何费用分摊金额。例如，一些实验室不收取费用分摊，您将需要支付到期的

任何费用分摊金额。以下是您可能收到账单的情况示例： 

• 您在就诊期间获得了在登记付款时未预定的服务。例如，如果您预定接受现有疾病的

治疗，在登记时，将要求您支付适用于这些承保服务的费用分摊。如果在您的就诊期

间，您的提供者发现您的健康存在其他问题，您的提供者可能会施行或安排其他未预

定的服务来诊断您的问题。除了您在登记时为治疗您的现有疾病而支付的费用分摊金

额之外，您还需要为适用于每项此类额外的未预定承保服务的任何费用分摊付费。 
• 您在就诊期间从另一位提供者那里获得了在登记付款时未预定的服务。例如，如果您

被安排接受诊断检查，在登记时，将要求您支付适用于这些承保服务的费用分摊。如

果在您的诊断检查期间，您的提供者确认您的健康存在问题，您的提供者可能会请求

另一位提供者协助实施其他未预定的服务（例如门诊手术）。除了您在登记时为诊断

检查而支付的费用分摊金额之外，您还需要为适用于另一位提供者的未预定服务的任

何费用分摊付费。 
• 您前去接受预防性护理服务，并在就诊期间获得了在登记付款时未预定的非预防性服

务。例如，如果您前去接受例行的身体保养检查，在登记时，将要求您支付适用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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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承保服务的费用分摊（费用分摊可能是“免费”）。如果在例行的身体保养检查期

间，您的提供者发现您的健康存在问题，您的提供者可能会安排非预防性服务来诊断

您的问题（例如实验室检查）。除了您在登记时为例行的身体保养检查而支付的费用

分摊金额之外，您还需要为适用于为诊断您的问题而进行的非预防性服务的任何费用

分摊付费。 
• 在登记时，您要求为您将获得的承保服务的部分或全部费用分摊付费，并且提供者同

意向您收取费用。 
• 计划提供者授权转诊到非计划提供者，并且该提供者在您获得服务时不收取费用分

摊。 
 

有关费用分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适用的“福利和保险汇总”以及“福利和保险矩阵计划

表”。如果您对您预定接受的特定服务或您的提供者在就诊或手术期间安排的特定服务的费

用分摊存在疑问，请致电 VHP 会员服务部门，电话为 1.888.421.8444（免费）。 

非承保服务 

如果您获得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未涵盖的服务，您可能需要承担这些服务的全

部费用。您为非承保服务支付的款项不属于费用分摊。在任何日历年，您都必须为有自付额

限制的承保服务付费，直到您达到自付额为止。在您达到自付额后，在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

内，您需要根据“付款和报销责任”部分下“其他费用”和“每年自付费用上限”中所述的

限制支付适用的共付额或共同保险。 

有自付额限制的服务 

有关您必须为承保服务支付的费用分摊，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费用分摊被描述

为“有自付额限制”时，如果您没有达到自付额，您必须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 

示例：当计划涵盖有自付额限制的“免费”服务，并且您没有达到自付额时，您必须支付该

承保服务的费用。 

如果您想在安排预约或手术之前估算服务的费用，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

服务部门。如果您为具有就诊限制的服务支付了自付额金额，该服务将计入此限制。 

在您获得服务后，VHP 将向您发送一份账单，其中列出您获得的服务的费用、适用于您的账

户的付款和贷记额以及您所欠的任何金额。您可能会收到单次门诊治疗或住院的多份账单。 

示例：您因急性疾病入院。您可能会收到一份医生服务账单和一份单独的医院服务账单。此

外，可能需要多份账单来反映您获得的所有承保服务。 

如果确定您多付了款项并需要退款，退款将在确定后的四 (4) 周内退还给您。 

当您针对您的自付额支付一笔款项时，您将收到一份报告，其中包括您已针对自付额和每年

自付费用上限支付的总金额。您也可以拨打 1.888.421.8444（免费）从会员服务部门获取报

告的副本。任何多付的款项都将退还给您。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60 

福利和费用分摊 

共付额和共同保险 

在达到任何适用的自付额后，请参见适用的“福利和保险汇总”，了解您必须为每项承保服

务支付的共付额或共同保险。 

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费用分摊 

对于在联邦贫困线 (FPL) 的 300% 以下的参保加州全保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

无论他们在何处或以何种方式接受治疗，均不承担费用分摊。这也适用于“由印第安人卫生

服务署、印第安旅行社、部落组织或城市印第安组织直接提供物品或服务，或通过合同健康

服务下的转诊提供物品或服务”的参保加州全保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 

每年最高自付费用 

根据本会员协议和承保证明，您在一个日历年内就计划指定计入您每年最高自付费用的所有

承保服务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分摊总额存在限制。 

如“自付额”下的“福利和保险汇总”所述，您针对有自付额限制的承保服务支付的任何金

额都将计入您的每年最高自付费用支出。以下共付额和共同保险计入您的每年最高自付费用

支出： 

• 给药药物。 
• 所有药物依赖性服务。 
• 所有精神健康服务。 
• 救护车服务。 
• 用于治疗氨基酸代谢先天性错误（如苯丙酮尿症）的氨基酸改良型产品。 
•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行为健康治疗。 
• 糖尿病检测用品和仪器以及胰岛素给药器械。 
• 急救科就诊。 
• 居家照护。 
• 临终护理。 
• 医院治疗。 
• 成像、实验室和特殊手术。 
• 精神科治疗项目。 
• 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 
• 门诊手术。 
• 假体和矫形器械。 
• 严重情绪障碍治疗。 
• 专业护理机构治疗。 

 
如下文“年度自付额和年度自付费用上限余额”一节所述，当您支付计入每年自付费用上限

的费用分摊时，我们将向您发送一份报告，其中包括您已针对您的自付额和每年自付费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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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费用分摊 

限支付的总金额。您也可以拨打 1.888.421.8444（免费），从我们的会员服务部门获取此报

告的副本。 

年度自付额和年度自付费用上限余额 

VHP 将监控每个会员的年度自付额（如有）和年度自付费用上限的累计。VHP 将针对使用福

利的每个月自动向会员提供其年度自付额和自付费用上限的最新累计（基于发布时 VHP 可获

得的信息），直至累计余额等于全部自付额和/或自付费用上限金额。 

除非您选择不接收邮寄通知，而是接收电子版的累计通知，否则 VHP 会将报告邮寄到存档的

邮寄地址。您可以随时重新选择接收邮寄通知。您可以拨打会员服务部门电话 
1.888.421.8444（免费）选择接收或不接收电子版累计通知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联系 VHP，随时获得年度自付额和最高自付费用支出的最新累计

余额报告： 

 邮寄地址：VHP Member Services, 2480 N. First Street, Suite 160, San Jose, CA 
95131 

电话：1.888.421.8444（免费）  

邮件地址：MemberServices@vhp.sccgov.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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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 

急救服务 

在急救情况下，可拨打 911 寻求帮助，前往最近的急救室。 

当到达您的计划定点机构或医院所需的时间会使您的病情表现出足够严重的急性症状（包括剧

烈疼痛、主动分娩和精神问题），以至于可合理认为如不立即就医，此等延误会导致身体功能

严重受损、任何身体器官或部位产生严重功能障碍或将健康或心理健康置于严重危险之中时，

计划提供者或非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急救服务在承保范围内。 

急救服务还包括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医生或其他人员在其执照和临床特权范围内进行

的额外筛查、检查和评估，以确定是否存在精神病急救医疗状况，以及在机构的能力范围内，

为缓解或消除精神病急救医疗状况所必需的护理和治疗。 

急救服务不需要事先授权，但是，如果需要接受非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急救服务，需要出示您的 

VHP ID 卡。请参见本部分中的“稳定后”。 

只有在您的病情稳定到足以出院或转移到计划定点机构之前，本计划才涵盖急救服务。 

急救服务在您的服务区域内外一周七 (7) 天全天候提供。急诊服务在服务区域内通过计划提供

者提供，在服务区域外时则通过非计划提供者提供。 

虽然所有必要的护理都可通过计划提供者获取，并且应该通过计划提供者获取，但 VHP 也涵

盖从非计划提供者处获得的所有急救服务和急诊服务： 

• 当您的病情非常紧急，无法安全前往计划定点医院时。 

• 当您不在服务区域，需要紧急诊疗护理，并且无法安全前往计划提供者处时。 

请务必随时随身携带您的 VHP ID 卡，以便获得护理。 

 

除了“福利和保险汇总”中规定的参保人共付额、共同保险和自付额外，会员不承担急救护

理服务的其他费用。 

急诊服务 

如果您的病情符合急诊服务的定义，并且符合以下情况，VHP 将涵盖急诊护理服务： 

• 您可以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 1.855.348.9119（免费）。 
• 您通过您的 VHP 网络提供者获得急诊护理服务。 
• 您在身处服务区域外时获得急诊服务，并且诊疗护理无法延迟到您返回服务区域之

后。 
 

如果您在没有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向非计划提供者寻求属于非急诊服务的常规或选择性医疗服

务，VHP 将不会支付您的护理费用，并且您将被要求支付此类服务的全部费用。 

服务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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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P 延长了几个急诊护理诊所的工作时间，一些诊所需要预约，一些诊所则无需预约。如需

医疗建议，请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 1.855.348.9119（免费）。护士会评估您的病情，并

指导您接受适当的治疗。有关计划定点急诊护理诊所的完整列表，包括免预约诊所的位置，

请访问网站 www.valleyhealthplan.org，或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致电会员服务

部门。对于听力和言语障碍者，可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寻求帮助，只需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即可。在寻求服务时，需要出示 ID 表格和您的 VHP ID 卡。 

服务区域外 

如果需要在服务区域外获得急诊服务，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致电会员服务部门，

他们将回答您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如果您无法联系 VHP，请拨打 24/7 护士咨询热线 
1.855.348.9119（免费）说明情况，并按照他们的指示操作。根据需要联系最近的提供者接

受治疗。出示您的 VHP ID 卡，并在 48 小时内拨打 1.888.421.8444（免费）将您的急诊护

理就诊告知 VHP 代表。必要时，他们可以帮助协调您的护理。未能在此时限内通知 VHP 可
能会导致您的理赔被拒绝。 

急救或急诊服务后的随访护理 

您的保险范围包括急救和急诊服务后的医疗必需的随访护理，前提是该护理不能延迟，并且

您需要及时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所有急救服务或急诊服务后的随访护理均应通过您的主管医生获得。如果需要从非计划提供

者处获得急救或急诊服务后的随访护理，请在获得护理之前致电 VHP 以获得事先授权。 

如果您在没有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向非计划提供者寻求急救或急诊服务后的随访护理，VHP 将
不会支付您的护理费用，并且将要求您支付此类服务的全部费用。 

稳定后 

在您的急救病情稳定后，为您治疗的医务人员可能会要求您接受额外的医疗必需服务方能安

全出院。如果该医院不是 VHP 合同网络的一部分，医院将联系您的 PCP 或计划，以便及时

获得这些稳定后服务的事先授权。如果 VHP 确定您可以安全地转移到计划定点医院，但您拒

绝同意转移，非计划定点医院必须向您提供书面通知，说明在您的急症稳定之后向您提供的

服务的全部费用都将由您承担。如果非计划定点医院无法确定您的姓名和 VHP 联系信息，无

法申请在您病情稳定后为您提供服务的事先授权，那么非计划定点医院可能会针对此类服务

向您收取费用。 

如果您认为您从非签约提供者处获得的服务的收费不当，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与 
VHP 联系。 

 

本部分描述的限制和免责事项通常影响无法通过福利计划获得的服务。有关具体的福利限制

和免责事项，另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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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P 不对此类受限或免责服务承担经济责任。服务是指任何物品、药物（除非在 VHP 处方

集中，且由 VHP 提供者开具处方）、用品、设备、器械、治疗、福利或治疗或诊断程序。当

某项特定服务被免责时，该免责服务所需的任何服务也将被免责，即使这些服务在承保范围

内。这些免责事项或限制不适用于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治疗。 
限制和免责事项 

主要限制 

以下物品、手术、福利、服务、药物、用品和仪器在您的福利计划下受到限制： 

1. 承保服务只能通过网络内的计划提供者提供（除非此类护理以全球急救服务、网络外

急诊服务或事先授权的形式提供）。 
2. 非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承保服务仅限于以全球急救服务或网络外急诊服务形式提供的服

务，或者您在提供服务之前已获得其事先授权的服务。 
3. 如果您在没有 VHP 批准转诊的情况下向非计划提供者寻求常规护理、选择性医疗服

务或随访，VHP 将不会支付您的护理费用，并且您需要支付此类服务的全部费用。 
4. 在发生重大灾难、流行病、劳资纠纷、战争以及其他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时。VHP 计

划提供者将根据其在现有机构和人员限制下的最佳判断，在可行的范围内提供福利。

对于在此类情况下延迟或未能提供服务的情况，我们不对您承担任何责任。本计划将

尽其最大努力提供承保服务，但是，如果计划提供者在上述情况下无法提供服务，会

员应向最近的机构请求急救服务，本计划稍后将为承保服务提供报销。 
5. 您可以出于个人原因拒绝接受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建议的手术或治疗。如果您拒绝遵循

建议的治疗或手术，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将告知您他/她是否认为没有可接受的替代治

疗。您可以向其他 VHP 计划提供者寻求第二医疗意见。如果您仍然拒绝建议的治疗

或手术，按照法律要求，VHP 仍将负责提供您未拒绝的所有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 
6. VHP 保留协议中规定的福利报销协调权利。您的福利限于此范围。作为会员，您有义

务通过向所有健康服务提供者提供您和您的受扶养人拥有的任何其他保险的相关信

息，来与我们合作并协助我们协调福利。 
7. VHP 保留协议中规定的请求第三方报销的权利。您的福利限于此范围。作为会员，您

有义务通过签署任何必要的表格来充分配合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获得这笔款项。 
8. VHP 将为用于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和经证明口腔器械或装置对其有效的

其他疾病的医疗必需的定制下颌前移口腔器械或装置付费。这些不是简单的“护齿

套”或“夜间齿套”，后者不属于承保福利。该装置或器械必须经 FDA 批准用于该疾

病的治疗。与制作和安装该器械相关的所有方面的终身福利上限为 1290.00 美元，包

括但不限于印模、建模、制造和安装，以及在初始安装后 90 天内对器械或装置的重

新调整。VHP 医疗保险次于您可能拥有的为器械的制作、安装和调整的任何部分提供

保险的任何牙科保险。您的牙科保险公司提供的福利或拒保说明必须附上您申请报销

的收据。 
9. VHP 将支付与颞下颌关节相关的医疗必需的口内器械费用，最高终身福利为 800.00 

美元。费用超出 800.00 美元的终身上限的口内安装器械及相关服务的口内器械和安

装服务不在承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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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免责事项 

以下物品、手术、福利、服务、药物、用品和仪器不包括在您的福利计划中，但某些医疗必

需的服务除外。其他除外情况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 

1. 由主要是休养场所、安老场所、护理院或相同性质的任何机构提供的服务，但专门作

为承保服务提供的除外。 
2. 治疗医生确定为非医疗必需的服务，但重建手术除外。 
3. 非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但急救服务或网络外/服务区域外急诊服务或经医学总监事

先授权的情况除外。 
4. 在未获得会员资格时、会员保险生效日之前或者保险结束之后提供的服务。 
5. 法院下令提供或作为监禁、假释或缓刑条件提供的服务。 
6. 超出本承保证明中所含承保服务的限制或未能满足这些承保服务的条件，或者超出州

和联邦法律要求的限制或未能满足其要求条件的服务。 
7. 会员在没有本协议的情况下无义务付费的服务的费用，或免费为会员提供的服务的费

用。 
8. 针灸服务，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中明确列为承保服务的除外。 
9. 用于控制体重的食欲抑制剂或任何其他药物，但医疗必需的除外。 
10. 水中康复治疗或其他水中治疗，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门诊服务”、“机构 

- 住院服务”、“家庭健康服务”和“临终护理”中涵盖的属于物理治疗计划的水中

康复治疗或其他水中治疗服务除外。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被视为治疗精神健康或物质

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服务。 
11. 人工授精——使会员准备以人工方式受孕的任何服务、程序或过程，例如与计划处方

集中未列出的处方药物、捐精、精子保存或洗涤或浓缩程序相关的服务。当承保治疗

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医源性不孕时，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标准生育力保护服务。 
12. 临床试验服务，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临床试验”中明确列为承保服务的除

外。 
13. 按摩服务。 
14. 仅用于锻炼、娱乐、自助、卫生和美容的课程和仪器，但明确列为承保服务的除外。 
15. 通过人工方式受孕，例如体外受精 (IVF)、合子输卵管内移植 (ZIFT)、配子输卵管内移

植 (GIFT) 或任何其他涉及采集或操作（物理、化学或任何其他方式）人类卵子以治疗

不孕的过程，但由承保治疗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医源性不孕除外。 
16. 整容手术或整形手术，但“乳房切除和淋巴结清除”下的“定义”和“福利和费用分

摊”部分中指定为承保服务的除外。 
17. 化妆品、中草药产品和治疗、膳食补充剂、保健或美容辅助用品。 
18. 监护人或家庭护理，但临终护理要求的除外。 
19. 牙科服务，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中指定为承保服务的除外。 
20. 除医疗必需的糖尿病、假体和矫形器械外的器械或装置。具体免责的器械包括但不限

于：吊袜束腰带和类似器械、实验或研究设备、非医疗性质的器械、住房或汽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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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豪华仪器、非标准仪器、具有相同功能的多台仪器、用于同一身体部位的多个器

械、电子发声器。除非医疗必需且经过事先授权，否则矫形器械每年仅限一 (1) 台。 
21. 家用一次性用品，例如绷带、纱布、胶带、抗菌剂、敷料、ACE 型绷带、尿布、衬垫

和其他失禁患者用品。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中“造口术和泌

尿科用品”下的用品或器械。 
22. 会员根据州法律（包括《兰特曼发育残障人士服务法》、《加州早期介入服务法》）

可能有资格获得的教育服务，以及作为特殊需求个人的个别化教育项目的一部分提供

的服务，但明确作为承保福利提供的除外。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的“健

康指导和促进服务”。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被视为治疗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

医疗必需服务。 
23. 针对非急救护理的急救室服务。 
24. 试验性或调查性治疗，但明确作为承保服务提供的除外。可获得有关计划拒绝承保试

验性和调查性治疗的独立医疗审查。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的“临床试验

服务”，以及“获得护理”部分下的“独立医疗审查”。 
25. 胃泡、胃成形术、胃旁路术、减肥手术、腹腔镜下胃束带（有缝带环）手术和胃分隔

手术，但计划提供者确定为医疗必需时除外。 
26. 促进头发生长、预防脱发的脱发或生发治疗，或其他脱发或生发治疗。此免责情况不

适用于被视为治疗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服务。 
 

27. 助听器、电池和助听器服务，包括提供、装配、安装或更换助听器。 
28. 催眠疗法、视觉疗法和睡眠疗法。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医

疗必需治疗 
29.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注射，但医疗必需且经过事先授权的除外。 
30. 人生长激素 (HGH)，但确认会员存在 HGH 缺乏症且计划定点专科医生在获得适当的

事先授权后，建议将承保服务作为医疗必需服务的除外。 
31. 与不孕的诊断和治疗有关的服务，但医源性不孕保护的治疗除外。 
32. 吸脂术。 
33. 按摩治疗，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下“门诊服务”、“机构 - 住院服务”、“家

庭健康服务”和“临终关怀”中涵盖的属于物理治疗计划的按摩治疗服务除外。 
34. 器官、组织或骨髓移植的接受者不是会员时捐赠者或准捐赠者的医疗和医院服务。非

会员捐赠者的承保服务必须与会员的承保移植直接相关。可获得有关计划拒绝承保试

验性和调查性治疗的独立医疗审查；请参见“获得护理”部分下的“独立医疗审

查”。 
35. 法院下令提供或作为监禁、假释或缓刑条件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务和药物依赖性服务，

除非计划定点医生确定这些服务是“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中的医疗必需承保服务。 
36. 会员通过另一团体（无论是参保还是自保）获得或有资格获得的与军事服务有关的残

疾护理。 
37. 非医疗护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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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学方式和礼仪 
b. 教授如何阅读，无论是否阅读障碍 
c. 教学和支持服务，以培养计划技能（如日常活动计划和项目或任务计划）或提

升智慧 
d. 以增加学术知识或技能为目的的物品或服务 
e. 教授艺术、舞蹈、骑马、音乐、游戏或游泳，但“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的

“由精神病医生提供的门诊精神健康和行为健康治疗服务”中涵盖的属于行为

健康治疗计划的服务除外 
f. 职业培训或教授职业技能 
g. 专业成长课程、学术辅导或辅导语法、数学、财务和时间管理等技能 
h. 针对特定工作的培训或就业咨询 
此免责情况不适用于确定要进行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治疗的会

员。 
38. 口服营养，如膳食补充剂、草药补充剂、减肥助剂、配方和食物。此免责情况不适用

于确定要进行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疗必需治疗的会员 
39. 被认为是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的器官、组织和骨髓移植。 
40. 器官、组织和骨髓移植治疗，包括当器官、组织或骨髓移植的接受者不是会员时，作

为捐赠者或准捐赠者的会员的医疗和医院服务。非会员捐赠者的承保服务必须与会员

的承保移植直接相关。 
41. 器官捐赠者搜寻和接受者或捐赠者到移植中心的交通费用不在您的福利计划涵盖范围

内。 
42. 在网络外获得的意见，但作为承保福利的除外。可获得有关计划提供者拒绝承保试验

性和调查性治疗的独立医疗审查。请参见“获得护理”部分下的“独立医疗审查”。 
43. 非处方 (OTC) 药、鞋垫、药物和用品不属于承保福利，除非在本会员协议及承保证明

和披露表中指定。 
44. 阴茎植入和与阴茎假体植入相关的服务，但因直接身体创伤、肿瘤或循环系统或神经

供应身体疾病而医疗必需的除外。请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 
45. 个人住宿、膳食、差旅费及所有其他非医疗费用。 
46. 非医疗的个人或舒适物品，环境改善和环境适应，住房、物业或机动车辆改装，适应

性设备以及车辆操作和使用培训。 
47. 体格检查、评估和报告，包括针对就业、保险、执照、学校、体育、娱乐、婚前目的

进行的体格检查、评估和报告或法院程序要求进行的体格检查、评估和报告，除非时

间和范围与承保的定期健康评估检查重叠。 
48. 非医疗必需或与专业认可的标准治疗不一致的处方药和附件。非处方药或药物，包括

柜台销售药。非 FDA 批准的药物。未经 FDA 批准为替代品的仿制等效药。非 FDA 
批准的用于治疗的研究中新药。可获得有关计划拒绝承保试验性和调查性治疗的独立

医疗审查。请参见“获得护理”部分下的“独立医疗审查”。 
49. 非计划定点药房开具的处方，但与急救服务、急诊服务或经事先授权有关的除外。请

参见“福利和费用分摊”以及急救和急诊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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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私人义务护理服务。 
51. 自愿绝育或自愿行为导致的不育的逆转。 
52. 常规/美容足部护理，包括修剪鸡眼、老茧和指甲，但医疗必需的除外。 
53. 为与代孕安排有关的任何人提供的服务，但为是代孕母亲的会员提供的承保服务除

外。 
54. 非医疗必需的颞下颌关节 (TMJ) 紊乱服务。 
55. 视力护理，包括用于矫正近视、远视或散光等眼睛屈光缺陷的物品和服务（如重塑眼

睛的眼科手术或隐形眼镜），但本协议的“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规定的除外。 
56. 职业康复。 
57. 体重控制、减肥治疗、减肥手术或相关用品，除非医疗必需，或“福利和费用分摊”

部分中明确规定为承保福利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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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和报销责任 

预付费用（保费） 

您有责任向 VHP 提交您的每月会员费或保费。 

直接将付款邮寄到： 

 Valley Health Plan  
 County of Santa Clara  
 San Francisco Lock Box PO Box 398435 
 San Francisco, CA 94139-8435 
 
对于隔夜送达，邮寄到： 
 
 Valley Health Plan  
 Fremont Lockbox 
 Wells Fargo Lockbox Services, Dept 38435  
 3440 Walnut Ave, Bldg. A, Window H  
 Fremont, CA 94535 
 
只有 VHP 已收到其适当保费的会员才有权享受本协议下的保险，且仅限于我们收到付款的期

间。您必须在上一月的最后一天或之前，按费率表上所列预付适用于您的保险的每月保费。

如果您对保费的付款方式、金额或频率存在疑问，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VHP 
会员服务部门。 

费用、福利和收费的变更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VHP 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改保费和福利。VHP 将在保费费率发生任

何更改前 6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参加了 VHP 加州全保及个人和家庭计划的会员。此外，当投

保人进入新的年龄段时，保费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您的福利、其他费用（如共付额）或会员保费缴费成本发生更改或修改，VHP 将通知您

此更改及其原因。 

其他费用 

当您接受诊疗护理时，您可能需要支付某些其他费用，如自付额、共同保险和共付额。请参

见适用的“福利和保险汇总”以及“福利和保险矩阵计划表”。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70 

会员服务协助 

每年最高自付费用 

您在任何日历年必须针对服务支付的费用分摊存在限额。 

当达到适用的限额时，VHP 将通知您。一旦您达到会员的费用分摊限额，您就将无需在该日

历年的剩余时间支付任何额外的共付额或其他费用。 

如果您对共付额和每年最高限额存在任何疑问，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

务代表。 

最高终身福利 

本手册中所述的承保服务没有适用的最高终身福利（基本福利）。唯一的最高福利限额是本

手册中明确提及的限额。 

保费和医疗保健福利比率 

法规要求 VHP 将平均至少 85% 的保费用于医疗保健福利；该要求被称为医疗损失率或最低

损失率 (MLR)。该法案将“医疗保健福利”定义为包括但不限于：由本计划或其合同提供者

作为承保服务提供或报销的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或活动的费用，包括培训和提供通过法规确

定可改善优质护理的提供、改善医疗保健结果或鼓励使用循证医学的信息性材料的费用；疾

病管理费用；作为按绩效付费倡议的风险池付款向提供者进行的付款；通过电话提供的计划

医疗建议；以及处方药管理项目。MLR 是管理费用与医疗费用的比率。 

保费每年调整一次。VHP 中 91% 的保费或 MLR 用在涵盖的地理区域。 

提供者付款 

VHP 与其计划提供者签订合同，使之向其会员提供承保服务。计划提供者包括诊所、急诊中

心、一些社区诊所、药房福利管理员 (PBM)、儿童眼科和牙科以及 24/7 护士咨询热线提供

者。根据您作为 VHP 会员的条款和条件，您必须从这些计划提供者处获得服务，除非您获得

授权从其他地方或在急救情况下获得服务。 

VHP 与我们的医生和提供者的财务安排由 DMHC 进行审查和批准。不对任何提供者使用财

务激励。 

所有计划提供者均根据其与 VHP 的协议条款和条件获得报酬。计划提供者将获得 100% 的
承保服务费用，因此，除自付额、共同保险和共付额外，会员无需向计划提供者支付任何额

外费用。 

有关提供者付款的其他信息，可向您的计划提供者或 VHP 索取。 

报销条款（理赔） 

VHP 在设计保险时，已尽量减少您提交会员医疗或药房理赔的需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

被收取了或您支付了属于承保服务的服务费用，请在获得这些承保服务后 90 天内（或之后尽

快）提交分项账单和/或显示付款证明的原始收据以及您的报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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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医疗理赔提交至： 

 Valley Health Plan Claims Department 
 P.O. Box 26160 
 San Jose, CA 95159-6160 

请确保申请中包含您的姓名、投保人的社会安全号码、服务日期和类型、PCP 的姓名以及任

何其他相关信息（例如原始收据、医生记录等）。您必须完整填写报销理赔表。VHP 将在收

到完整信息后的 45 天内处理报销申请。 

请将药房理赔提交至： 

 Navitus Health Solutions Operations Division - Claims 
 P.O. Box 999 
 Appleton, WI 54912-0999 
 
请确保申请中包含您的姓名、有关处方的具体信息、申请报销的原因以及您或以您的名义支

付的任何款项。您必须完整填写报销理赔表。 

有关报销的信息或要索取报销理赔表，请前往 2480 N. First Street, Suite 160, San Jose, CA 
95131，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或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的
“会员材料”(Member Materials)。 

 

请将儿科视力理赔提交至： 

 Vision Service Plan (VSP)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P.O. Box 997100 
 Sacramento, CA 95899-7100 
 
若要提交视力理赔表进行报销，您必须提供具体的信息，包括收据、申请报销的原因以及您

或以您的名义支付的任何款项。您必须完整填写报销理赔表。 

VHP 可以在扣除任何共同保险或共付额后，为您或计划提供者报销承保服务的费用。如果报

销申请被拒绝或被部分拒绝，您将收到书面通知，说明拒绝的原因。 

若要获取视力理赔表，请访问 www.vsp.com，或拨打 7×24 小时全天候热线：

1.800.877.7195（免费）。您也可以前往 2480 N. First Street, Suite 160, San Jose, CA 
95131，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或转到 www.valleyhealthplan.org 
的“会员材料”。 

VHP 会审查所有在计划网络之外接受的服务，以确定护理的适当性。如果是由非 VHP 计划

提供者提供的急救、网络外急诊服务或授权服务，VHP 将在扣除任何必要的共同保险或共付

额后，为您或提供者报销这些承保服务的费用。如果非计划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属于非承保服

务，您已超出福利限额，或者您未达到您的自付额，VHP 将不会支付费用/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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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VHP 未能向计划提供者支付费用，您将不会对 VHP 欠计划提供者的任何金额负责。根

据加州法律的要求，VHP 与计划提供者之间的每份合同都包含有这方面的条款。但是，如果 
VHP 未能向非计划提供者支付费用，您可能需要对非计划提供者的服务费用负责。 

投保人或参保者的付款责任 

计划会员对其 PCP 或 VHP 授权的承保服务的费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服务在福利计划的

涵盖范围内。某些服务可能产生自付额、共同保险、共付额或其他费用。您的福利计划的具

体共付额或其他费用可参见本协议。 

如果您获得的护理并非由您的 PCP 提供，也未由 PCP 或 VHP 授权，您将对所提供的护理

的费用承担经济责任。如果您接受属于承保服务的急救服务或网络外/服务区域外急诊服务，

并且您已通知您的 PCP 或 VHP，则此项不适用。 

如果您从您的 PCP 处获得属于非承保服务的护理，或者如果您被转诊到未经 VHP 事先授权

的非 VHP 提供者的服务，您将对此类非承保服务负责。未涵盖的非承保服务列在“限制与免

责事项”部分以及“福利”下的“福利和费用分摊”部分。 

接受预付保费税额抵免 (APTC) 的投保人或参保者的责任 

复效权利：对于已全额支付至少一个月保费的会员，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有 90 天（三

个月）宽限期，允许会员在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前支付全部应缴保费，从而恢复保险。 

第一个月内的承保：处于 90 天宽限期的会员仅在未缴保费的第一个月内受其福利计划的承

保。 

在 90 天宽限期的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内暂停承保：计划可在符合条件的会员的 90 天宽限期

的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内“暂停”承保。 

根据与本计划的合同，计划网络提供者没有义务在暂停承保期间向会员提供承保服务。会员

可以从其提供者处接受服务，但要对这些服务的费用承担经济责任，除非他们的保险在宽限

期的第三个月结束时或之前复效。 

第三方报销/责任 

如果因第三方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伤害，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事故、工人赔偿所涵盖的

损伤和疾病以及由此引发的并发症，本计划将提供承保服务。但是，如果所提供的服务已受

到工人赔偿法、汽车、事故或其他责任保险的承保，您必须告知 VHP 或您的提供者。本计划

不会对此类服务进行重复承保。 

当与第三方责任存在合法争议时，本计划将提供承保服务，直至争议解决。您必须同意提供

所有信息并签署适当的必要文件，以实现本计划收回其所提供服务费用或 VHP 获得留置权的

权利。否则，VHP 可能会拒绝承保此类报销。必要时，VHP 和/或其计划提供者将要求报

销，最高为 VHP 为与此类承保范围重复的任何服务所支付的金额。在存在金钱赔偿的情况

下，VHP 或其计划提供者必须在获得赔偿后立即得到补偿。您有责任告知 VHP 为此类服务

支付的任何重复付款。VHP 还可以选择在本计划提供的福利费用范围内代位行使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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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 VHP 已支付服务费用的情况下，VHP 有权直接向承担此类责任的任何第三方

收取费用 

如果您希望免除第三方的责任，或者如果您已收到 VHP 提供的诊疗护理补偿，希望取消对第

三方的理赔，那么倘若此类行为会限制 VHP 的报销权，您必须事先获得 VHP 的书面同意。会

员服务协助 

会员服务代表 

VHP 的首要任务是为其会员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医疗保健。VHP 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您的满

意。我们的会员服务代表很乐意帮助解决您的问题、投诉或了解 VHP 及其计划提供者的情

况。 

会员服务部门可通过电话为您提供帮助，电话为：1.888.421.8444（免费）。对于有听力和

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 

请咨询我们的代表，了解如何获得诊疗护理、如何解释您的承保健康福利、如果您搬家该怎

么办、如何添加受扶养人、如何获得新的 VHP ID 卡、如何提交会员理赔或提出申诉，或帮

助您解决任何其他服务问题。您也可以索取计划资料。 

如果没有代表可为您提供帮助，您可以全天 24 小时留言，您的呼叫将在下一个工作日得到回

复。 

如果您需要向 VHP 通知急救或急诊护理情况，请留下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开放参保时间 

在开放参保期间，会员服务部门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 8:00 至晚上 8:00（太平洋标

准时间），电话为：1.888.421.8444（免费）。 

非开放参保时间 

在非开放参保期间，会员服务部门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6:00（太平洋

标准时间）和周六上午 8:00 至下午 5:00（太平洋标准时间），电话为：1.888.421.8444（免

费）。 

语言协助 

如果您需要语言协助，VHP 的会员服务部门可免费提供电话语言协助。免预约办公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Valley Health Plan 地址为 2480 N. First Street, Suite 160, 
San Jose, CA 95131。您也可以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了解最新更新、提供者名

单和基本信息。 

会员记录/信息 

会员记录包含有关您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资格和其他信息。这些记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表明

您是会员，并确定您和您的参保受扶养人可以在何处接受服务。不正确的记录可能会延误诊

疗护理，造成承保方面的问题，并可能使您蒙受损失。您有责任持续更新您的会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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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您的会员记录或领取带有新记录的新身份卡，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

会员服务部门。 

在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去世、有权享受其他健康保险或有权享受 Medicare 时，必须通知 
VHP。 

会员申诉 

作为一个以会员为中心的健康计划，VHP 深感自豪。请致电我们的会员服务部门，协助您解决

问题，电话为：1.888.421.8444（免费）。对于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拨

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您也可以访问 www.valleyhealthplan.org 
了解最新更新、提供者名单和基本信息。 

您可以要求以您的名义口头提出申诉，也可以填写申诉表并将其提交给 VHP。可通过以下方

式获取申诉表：VHP、您的计划提供者办公室，以及我们网站 (www.valleyhealthplan.org) 
的“会员材料”项下。可以免费获取英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版本的申诉表。您也可以免费

获取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申诉表。有关这些表格和其他 VHP 语言服务的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请将您的申诉表发送至： 

            Valley Health Plan - Grievance Department 
            2480 N. First Street, Suite 160 
            San Jose, CA 95131 

您也可以在 www.valleyhealthplan.org 在线提交申诉。 

儿科视力申诉 

若要提交儿科视力申诉，请拨打 1.800.367.9618（免费）联系视力服务计划 (VSP)，或在 
www.vsp.com 在线提交申诉。您的 VHP ID 卡上也有联系信息。 

从导致申诉的事件发生之日起，您有 180 天的时间提交申诉。根据需要，180 天的期限可从

本计划向您提供翻译成您所选语言的申诉表之日开始。 

请填写您的 VHP ID 卡上的所有相关信息以及与您的顾虑或问题有关的详细信息和情况。提

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可减少收集此类数据所需的时间。相关信息应包括支持您的申诉的任何医

疗记录或医生意见；否则，您的医疗记录可能需要从您的计划定点医生处获取，或者您可能

需要从非计划定点医生处获取这些记录。我们将在收到申诉后的五 (5) 个日历日内予以确

认。VHP 将在收到申诉后的 30 个日历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您结果。 

如果申诉涉及对您或您的受扶养人的健康构成紧迫和严重威胁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剧烈疼

痛、心理健康、可能导致生命、肢体或主要身体功能丧失，您将有权接受快速审查。申诉中

必须说明您要求快速审查。我们将在收到紧急申诉后的三 (3) 个日历日内向您发出有关结果

或状态的通知。 



   

 
VALLEY HEALTH PLAN 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页码 | 75 

会员服务协助 

如果您对申诉决定不满意，您可以按照本部分下“DMHC 消费者帮助热线”中概述的程序联

系加利福尼亚州健保管理局 (DMHC)。 

本计划不要求会员必须先参与计划的申诉流程，然后才能要求该局审查申诉。请参见“获得

护理”部分下的“独立医疗审查”。 

DMHC 消费者帮助热线 

“加利福尼亚州健保管理局负责监管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如果您要对您的健康计划提出申

诉，您应在联系该局之前，首先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致电您的健康计划，并遵循您

的健康计划的申诉流程。对于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只需通过您的方式拨打 711 或 800 
CRS 号码致电加州转接服务 (CRS)。遵循此申诉程序不会禁止您可能享有的任何潜在法定权

利或补救措施。如果您在涉及急救情况的申诉、未得到健康计划满意解决的申诉，或超过 30 
天仍未解决的申诉方面需要帮助，您可以致电该局寻求帮助。 

您可能还有资格申请独立医疗审查 (IMR)。如果您符合申请 IMR 的要求，IMR 流程将对健康

计划做出的与提议服务或治疗的医疗必要性相关的医疗决定、本质上是试验性或研究性的治

疗的承保决定以及急救或急诊医疗服务的付款争议进行公正的审查。 

该局还提供免费热线 1-888-466-2219，并为听力和语言障碍者提供了 TDD 热线 1-877-688-
9891。该局的互联网网站 http://www.dmhc.ca.gov 提供在线投诉表、IMR 申请表和说

明。” 

公共政策委员会 

您可以通过 VHP 的公共政策委员会（即 VHP 咨询委员会）协助 VHP 制定公共政策。该公

共政策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结果和建议会定期报告给 VHP 的理事机构。该委员会至少有 
51% 的成员必须是 VHP 的会员。“公共政策”是指 VHP 及其员工为确保依赖 VHP 提供者

提供服务的会员的舒适、尊严和便利而采取的行为。如果您有兴趣成为咨询委员会成员，或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预先医护指示——您的医疗保健选择 

预先医护指示是由您在严重疾病或损伤之前签署的一份正式文件，它将指导您的医生提供治

疗。尽管有此文件，只要您可以就特定决定给予知情同意，您仍有权为自己做出医疗和其他

医疗保健决定。只要您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计划提供者就将尊重您的意愿。但是，如果您因

丧失行为能力而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该指示将根据您在预先医护指示中规定的方向指导您

的医疗保健治疗。 

加州有两 (2) 种基本类型的预先医护指示，如果在遵循您的意愿方面出现分歧，这些指示可

为您的医生提供法律保护。类型包括： 

• 医疗保健决策持久授权书 (DPAHCD) 
• 自然死亡法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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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文件是医疗保健决策持久授权书。VHP 会员服务代表可帮助您获取该文件。 

涉及您的医疗决定权的政策可能因机构而异。例如，在手术室里，通常会暂停预先医护指

示，并在手术和康复期间提供所有适当的抢救和延长生命的治疗。 

您有责任询问并遵从您的医院或其他医疗保健机构关于执行预先医护指示的政策。请向您的

医生、您的代表（如果指定）和您的家人提供您制定的预先医护指示的副本。请务必为自己

保留一份副本，并在住院时随身携带。 

不要求您具有预先医护指示。如果没有预先医护指示，您仍然可以得到治疗。 

如果您对您的医疗保健选择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更多帮助来获取表格，请联系您的主管医

生，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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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承保 

承保将根据交易所依照要求和其他适用的州和联邦法律、法规和条例制定的要求而终止，包

括以下情形： 

• 在合同期限结束前，个人会员可至少提前 14 天发出通知，以自愿取消的方式终止保

险。此通知可发送给 VHP 或加州全保。 
• 如果个人会员失去资格，则自 VHP 向会员发出通知的次月的最后一天起终止承保。 
• 如果个人会员经授权变更为参保另一计划，则自新计划保险生效日期前的最后一天起

终止承保。 
• 如果个人会员未支付保费，承保将自以下日期起终止： 

o 根据 IRS 指南的要求获得预付保费税的个人未支付保费的第一个月的最后一

天。 
o 根据适用的州法律，包括与《健康与安全法》和《保险法》相关的要求，由宽

限期确定的承保的最后一天。 
• 如果宽限期期满，而个人会员未支付保费，承保将终止。如果终止发生在正常参保期

之外，并且会员不具备特殊参保资格，则会员保险将终止，会员失去恢复保险的权

利。 
 

与终止承保有关的具体条款和条件，包括 VHP 在收到部分付款时终止承保的权利，应遵守

《交易所管理手册》、适用法律、法规和条例中规定的进一步规范。 

如果您对退保或终止流程有其他疑问，请查看以下部分和/或拨打 1.888.421.8444（免费） 
联系会员服务部门。 

丧失资格 

VHP 负责执行保费支付规则，费用由我们自理，如本《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关于会员

未能按照协议的指示和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和条例及时支付保费的条款所规定。 

VHP 的执行将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和终止行动及通知、30 天宽限期要求和部分付款规则。此

类执行应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进行。VHP 将按照交易所的政策，就会员未及时支付

保费的情况通知交易所。 

如果 VHP 因未支付保费、丧失资格、欺诈或虚假陈述、会员对合格健保计划 (QHP) 的选择

改变、VHP 的 QHP 认证被取消和/或法规另有授权的原因而终止会员在 QHP 中的保险，

VHP 必须在其向会员发出的终止承保通知中包含交易所批准的上诉语言。 

VHP 承认并同意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平价医疗法案》和实施条例，为通过交易

所获得预付保费税额抵免的个人规定了宽限期，根据《诺克斯-基恩法案》和《保险法》为其

他个人规定了拖欠付款方面的宽限期。VHP 同意遵守州和联邦法规中规定的要求，以及适用

法律、法规和条例对这些宽限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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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参保 

如果您参保了 VHP，并且您或您的受扶养人有资格享受 Medicare，则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可

能无法继续享受本协议涵盖的保险。 

如果您对 Medicare 参保以及 VHP 加州全保与个人和家庭计划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VHP 讨
论继续投保的选项。 

Medicare 延迟参保处罚 

如果您有资格参保 Medicare B 部分但未参保，而后来又参保了 Medicare B 部分，Medicare 
可能会要求您支付延迟参保罚款。但是，如果您因为您或您的丈夫或妻子仍在工作并且通过

雇主团体健康计划获得保险而延迟参保 B 部分，您可能无需支付罚款。 

此外，如果您有资格（或变得有资格）享受 Medicare 但没有可靠的处方药承保（药物承保应

至少与标准的 Medicare D 部分处方药承保一样好），而您后来加入 Medicare 处方药承保，

那么您可能需要支付延迟参保罚款。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

员服务部门。 

入伍服兵役 

如果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在武装部队的任何部门全职服役（入伍），并且您有资格享受且已享

受其他健康保险，VHP 可能会终止您或您的受扶养人的会员身份。 

如果您或您的受扶养人入伍，请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讨论终止

和/或继续投保的选项。 

终止状态审查 

如果您认为您的会员身份因您的健康状况不佳或需要医疗保健而被终止，您可以致电 
1.888.466.2219（免费）要求加利福尼亚州健保管理局进行审查。有关其他信息、电话号码

或电子邮件地址，请参见“会员服务协助”部分下的“DMHC 消费者帮助热线”。 

停止承保 

VHP 将不覆盖在承保终止生效日期之后提供的任何服务或用品，无论您是否因某种病症或疗

程去医生或其他提供者处就诊。仅在以下情况时例外（适用时）： 

• 在 VHP 终止协议当日，您或您的受扶养人是计划定点医院的登记住院病人。您或您

的受扶养人可就致使您住院的病情获得您的 VHP 保险的所有福利，直到这些福利到

期或您出院（以先发生者为准），前提是您支付保费和适用的共付额。 
• 在终止当日，您或您的受扶养人正在计划定点机构接受产科住院护理，且未拖欠保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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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时的退款 

如果您的承保终止，终止日期之后的任何时期支付的保费以及应付给您的任何其他款项将在 
30 天内退还给您。退款需减去应支付给 VHP 或 VHP 提供者的任何金额。如果您在使用医疗

服务或设施时有欺诈或欺骗行为，或者您故意允许他人进行此类欺诈或欺骗，导致承保终

止，则不予退款。 

月中终止：对于在任何月中终止本协议，该月的保费应按比例分摊。VHP 有权从会员处获得

终止日期之前的这段时间的保费，而会员有权获得当月余额的退款。您的权利和责任 

会员权利 

作为会员，您具有以下权利： 

• 行使这些权利，不考虑种族、肤色、国籍、年龄、宗教、伤残、性别、性取向、性别认

同、性别表达、信仰、家族史、婚姻状况、退伍军人身份、残疾或病症，不考虑您的

文化、经济或教育背景，或您的护理费用来源，或州或联邦法律禁止的任何其他分类。 

• 受到有尊严、尊重和体谅的对待。 
• 期望医护服务提供者（医生、医疗专业人员及其工作人员）对您的需求保持敏感。 
• 获得有关 VHP、其服务和计划提供者的信息。 
• 了解主要负责协调您的医疗保健的主管医生的姓名，以及您遇到的其他计划提供者的

姓名和职业关系。 
•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参与您自己的医疗保健，包括有权获取信息，以便您可以

接受或拒绝建议的治疗。 
• 获得您可能需要的有关任何拟议的治疗或程序的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给予知情同意

或拒绝治疗或程序。除急救服务外，这些信息将包括对程序或治疗的描述、所涉及的

重大医疗风险、备选行动方案和每种方案所涉及的风险，以及实施治疗或程序的计划

提供者的姓名。 
• 充分考虑治疗过程的隐私。病例讨论、会诊、检查和治疗涉及保密信息，应谨慎进

行。如果在这些程序或治疗期间有任何人在场或参与，您有权知道原因。 
• 根据州和联邦法律，包括 HIPAA，对与您的护理有关的信息（包括所有通讯和医疗记

录）进行保密处理。除非在管理协议和履行州和联邦要求（包括审查各项目以实现高

质量和高性价比的诊疗护理）方面有必要，否则未经您或您的授权代表的书面同意，

不会公开此类信息 
• 以您能够理解的方式接收有关您的医疗状况、任何建议的治疗方案以及康复前景的完

整信息。 
• 在任何程序或治疗开始前给予知情同意，除非医学上不可取。 
•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在被告知该治疗的医疗后果的情况下拒绝医疗保健服务，除非

医学上不可取。 
• 随时可以获得并准备好转诊到医疗必需的承保服务。 
• 在医学上适当的情况下，由您的 VHP 提供者网络内的另一位计划定点医生提供第二

医疗意见。 
• 能够及时安排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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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合理的连续护理，并提前知晓您的预约时间和地点。 
• 获得对任何合理的承保服务请求的合理回应。 
• 尽快完成所有实验室报告、X 光片、专科医生报告和其他医疗记录，并尽快将其放入

您的档案中，以便您的主管医生能够对您的治疗做出明智的决定。 
• 更换您的主管医生。 
• 查看您的医疗记录，除非医学上不可取。 
• 被告知与承保服务相关的任何费用（共付额）。 
• 如果计划提供者提议参与或执行涉及试验性医疗程序的护理或治疗，应被告知，并有

权拒绝参与此类程序。 
• 离开计划定点机构或医院，即使违背计划提供者的建议。 
• 被告知从计划定点机构或医院出院后的持续医疗保健要求。 
• 在制定医疗预先医护指示时被告知并在必要时获得帮助。 
• 将权利延伸至任何可以合法代表您做出诊疗护理决定的人。 
• 在计划提供者不再与 VHP 有合同安排时知晓此情况。 
• 对非承保服务的任何账单进行检查并获得解释，无论其付款来源如何。 
• 通过 VHP 或适当的州或联邦机构无歧视地提出申诉。 
• 知晓您作为会员行事时需遵守的规则和政策。 
• 知晓可通过申请或通过提供者目录获得提供者凭证。 
• 在提出要求后获得有关提供者的医疗事故保险的信息。 

会员责任 

作为会员，您具有以下责任： 

• 承担任何分摊费用的经济责任，例如保费、自付额、共同保险或共付额。 
• 接受与非承保服务相关的经济责任。承保服务只能通过您的 VHP 网络内的计划提供

者提供（除非此类护理以全球急诊服务或事先授权的形式提供）。 
• 坚持合理支持治疗目标的行为，并按照规定接受专业监督。 
• 尊重医疗保健提供者、工作人员和其他人，防止对您的计划提供者或其提供护理的能

力造成任何干扰。 
• 保护您自己以及其他会员的个人医疗保健的保密性。 
• 配合 VHP 或计划提供者的第三方康复工作。 
• 通过安排和遵守与计划提供者的预约来参与您的医疗保健。如果不能按时赴约，需提

前电话联系并重新安排或取消预约。 
• 如果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或家庭状况有任何变化，立即向会员服务代表报告。 
• 如果您有生前遗嘱、医疗授权书或其他影响护理的指示，请告知您的提供者。 

准据法 

VHP 受州和联邦法律的约束，包括《诺克斯-基恩医疗保健服务计划法案》和 DMHC 颁布的

法规。如果法律要求，本协议的条款和规定可以进行修改或修正。无论本文件是否明确规

定，上述法规在本《综合承保证明和披露表》中要求的任何规定均对您和 VHP 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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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服务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或 VHP 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会暂停服务。暂停服务可能导致 VHP 或其

计划提供者的设机构、人员或资源无法提供或安排本协议规定的医疗保健服务。考虑到事件

的性质，VHP 的义务将仅限于要求其做出善意的努力来提供或安排承保服务。 

隐私实践和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PHI) 

VHP 遵守 HIPAA，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 PHI。VHP 同意维护和保持任何和所有受保护的健

康信息的保密性。VHP 还要求其签约提供者保护您的医疗记录中的 PHI，计划提供者提供的

此类信息将根据州和联邦法律进行保密。PHI 是健康信息，包含您的姓名、社会安全号码或

其他可揭示您身份的信息。 

除非在管理协议和履行州和联邦要求（包括审查各项目以实现高质量和高性价比的诊疗护

理）方面有必要，否则未经您或您的授权代表的书面同意，不会公开此类信息。但是，根据

协议的条款，您需授权公开信息和访问您的任何和所有医疗记录。未经您的书面同意而公开

您的医疗记录的目的如下：利用情况审查、质量保证、处理任何理赔、财务审计，或任何其

他与向 VHP、其代理和员工、您的主管医生和适当的政府机构提供承保事宜相关的合理目

的。 

VHP 确保会员可以轻松获取个人健康记录。作为会员，您可联系 VHP 的会员服务部门索取 
VHP 的“隐私实践通知”的副本，或在 www.valleyhealthplan.org 查看此信息。 

关于保密信息或敏感服务的隐私实践 

会员也可拨打 1.888.421.8444（免费）联系会员服务部门，请求以会员要求的形式和格式进行

保密通信，如果可随时提供所要求的形式和格式，或在其他地点提供，VHP 将满足请求。保密

通信请求应适用于披露与请求保密通信的个人接受医疗服务有关的医疗信息或提供者姓名和

地址的所有通信。保密通信请求将一直有效，直到会员提交撤销请求或提交新的保密通信请

求。 
 

如果受保护个人指定了备用邮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来接收保密通信，VHP 会将所

有与敏感服务有关的通信发送到该备用邮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 

如果受保护个人未指定备用邮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来接收保密通信，VHP 将以受

保护个人的名义将所有与敏感服务有关的通信发送至存档的地址或电话号码。 

“受保护个人”是指投保人的医疗保健服务计划涵盖的任何成年人，或根据州或联邦法律，

无需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即可同意接受医疗保健服务的未成年人。“受保护个人”不包括

没有能力对医疗保健给予知情同意的个人。有关受保护个人接受敏感服务的通信包括： 

• 账单和收款通知。 

• 不利的福利决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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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解释的通知。 

• 医疗保健服务计划要求提供有关理赔的额外信息。 

• 有争议的理赔通知。 

• 提供者的姓名和地址、所提供服务的说明以及其他与就诊有关的信息。 

• 计划中包含受保护的健康信息的任何书面、口头或电子通信。 

有一份说明 VALLEY HEALTH PLAN 保护医疗记录保密性的政策和程序的声明可供查

阅，并可经要求提供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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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拨打 1.855.348.9119（免费）联系咨询护士。咨询护士每周七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医疗建议并指导您获取所需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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