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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高附加值服务

<

Fintiba Basic

<

Fintiba Plus

保证金账户通过德国外交部，海外大使馆以
及境内外管局认可

德国银行账户开户仅需10分钟*

在学生本人名下开户，受到德国最高账户安
全保障以及汇款过程完全符合汇款银行规
定

账户具有最高安全等级，符合德国最安全储
存保险规定

资金到账后，立刻自动生成保证金证明

来自德国百年银行Sutor bank的欧元账户
（享受欧洲当地银行储户标准）

如遇拒签或取消账户，免缴剩余管理费

激活保证金账户时，无需落户文件，也无需
住房合同(Anmeldung)

通过Fintiba App以及网页版进行开户并根据
相关步骤提示激活您的账户(例如您可以查
看账户余额)

最佳体验的多语言客服支持为您提供全中文
的客服体验

免费入境递签险

保证金账户与在线医疗保险业务的精准搭配，
简洁高效，省去您单独投保的繁琐步骤

医疗保险符合大使馆和外管局的签证要求以及德
国大学及语言班的入学保险要求

无论私保还是公保，所有保险都是无上限保额
支持

符合包括大使馆、外管局、大学、语言班的所有
要求

全部电子版文件直接递交到大学进行入学

完全无需前往当地的医保办事处因为所有文件您
都可以在App上获取

自动取消您的私立医保当您在入学大学后，您的
公立保险会自动替代私立保险

我们与全德国最具经验以及最具盛名的医保公
司合作

一旦签证被拒 不收取任何医保费用

私立保险为年龄在30周岁以上以及语言学生提
供医疗保障

连续三年免费–国际学生卡，全球认可，拥有国
际学生独家享受的优惠，可以在购买机票、旅行
住宿以及博物馆和电影院等享受专属优惠

寻找最适合您的医生 –与DAK共同在您所住区域
寻找最适合您的医生（语言及性别方面等），并
且为您预约一个专业的医生

在线看诊服务 –能够为您提供最专业的线上诊疗
建议

多语种服务 – DAK提供包括德语、英语、汉语在
内的多种语言服务，共支持超过22种语言

报销多种附加医疗费用( 例如专业清洁牙齿或
HPV疫苗接种)

实时咨询 与DAK 专业医疗人员交流看诊问题，
并收到耐心细致的解答

我们还提供: 租房押金险以及个人责任险

线上自动生成签证申请表格 –在Fintiba App或者
网页版填写几个简单问题之后，自动生成签证申
请表格，用于大使馆的递签

赴德红宝书 –专门为您量身定制的赴德红宝书，
只为办理Fintiba的学生提供

免费的赴德指导–您可以掌握有关德国的一切一
手信息

线上课程训练 –内容涵盖职业发展规划、情绪管
理、压力管理等，除此之外，日常面对问题的解
决方式，我们也为您提供解决日常问题的建议

线上社区 –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线上社区以及
QQ群，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一起交流与学
习

免费三个月的德语学习杂志 “Deutsch Perfekt” –
一份全德国享有知名度的德语学习杂志，帮助您
提升德语语言能力

DAK 公保优势

* 通过 OCR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您的护照会被自动验证真伪，并且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开户手续，无需人工干预，若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技术问题，欢迎您及时联系
我们的中文客服，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排忧解难。相关信息请在中文版首页寻找。更多有关国家与地区组别的信息，您可以在此处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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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fintiba.com/hc/en-gb/articles/115002610454-Country-Groups-Which-legitimation-alternatives-are-available-for-which-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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