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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5_8E_9F_E7_c35_45612.htm (一)单项选择1．责任保

险是一种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 )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

的的保险。A．依合同 B．依法 C．依保险条款 D．协商2．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在法律上应负的( )。A．民事

损害赔偿责任 B．保险责任 C．合同责任 D．违约责任3．期

内发生式是指保险人负责赔偿( )。来源：www.examda.com A. 

在保单有效期间内由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B．在保单

有效期间内由受害人向保险人提出的索赔C．在保单有效期

间内发生的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损失D．在保单有效期间内

发现的应由保险人负责的损失4．期内索赔式是指保险人负责

赔偿( )。A．在保单有效期间内由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的索

赔B．在保单有效期间内由受害人向保险人提出的索赔C．在

保单有效期间内发生的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损失D．在保单

有效期间内发现的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损失5．关于产品责任

保险，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产品责任保险是指以产品

生产者或销售者等的产品责任为承保风险的责任保险B．只有

生产商和销售商可以投保产品责任保险C．一切可能对产品

责任事故造成的损害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都可以投保D．

产品责任保险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被保险人6．某一个制药厂

在1998年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年，以"期内发生

式"为基础承保。在保险期限内，一患者服用该厂1998年生产

的药物，因其配制上的过失致使该患者身体受到了潜在的伤

害。该患者在2001年发现并提出索赔，法院判定制药厂要承



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A．

否，因为索赔是在保险期满后提出的B．是，因为患者的损害

是在保险期内发生的C．是，因为导致患者损害的被保险产

品是在保险期限内生产的D．否，因为患者的损害是在保险

期满后发现的7．产品责任保险的承保地区范围是指( )。A．

产品的销售范围 B．国家规定的范围 C．保险双方当事人商

定的范围D．保险人确定的范围8．雇主责任是指雇主对其雇

员在受雇期间因发生意外或职业病而造成的( )依法应承担的

经济赔偿责任。A．人身伤残或死亡及财产损失 B．财产损

失C．人身伤残或死亡及收入减少 D．人身伤残或死亡9．我

国开办的雇主责任保险是承保雇主根据( )对雇员人身伤害的

损害赔偿责任。来源：www.examda.com A．保险合同 B．雇

佣合同 C．有关法律或雇佣合同D．劳动法律10．雇主责任保

险的( )。A.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雇主 B．投保人是雇主，

被保险人是雇员C．投保人既可以是雇主又可以是雇员 D．被

保险人既可以是雇主又可以是雇员11．下列费用中属于雇主

责任保险基本责任的是( )。A. 医疗费用 B．有关诉讼费用 C

．雇主自身伤亡的相关费用 D．以上所有费用12．雇主责任

保险的附加医疗费保险是承保雇员在保单有效期间内因( )所

需要的医疗费用。A．职业病 B．意外事故 C．职业病以外的

疾病 D．职业病及意外事故13．在雇主责任保险单下，保险

人不予赔偿的是( )。A．被保险人的重大过失造成的雇员伤亡

所负的经济赔偿责任B．被保险人对雇员患职业性疾病所致伤

残的经济赔偿责任C．被保险人对雇员因从事其业务时遭受

意外死亡的经济赔偿责任D．被保险人的有关诉讼费用14．

目前，我国雇主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是根据( )以雇员若干个



月的工资额来制定的。A．有关法律 B．雇佣合同的要求 C．

保险条款 D．保险双方当事人协商15．职业责任是指专业技

术人员因工作上的疏忽或过失造成他们的当事人或其他人的(

)，依法应当由提供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A．精神损失 B．人身伤害 C．财产损失 D．人身伤害或财

产损失16．职业责任保险保单通常对( )进行负责。A. 追溯日

期开始后发生的疏忽行为B．保单有效期间内提出的索赔C．

追溯日期后提出的索赔D．追溯日期后发生而在保单有效期

间内提出的索赔17．公众责任保单的基本责任不包括( )。来

源：www.examda.com A．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对第三者的人

身伤害引起的法律赔偿责任B．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对第三者

的财产损失引起的法律赔偿责任C．被保险人照管控制他人

的财产的损失D．相关的诉讼费用18．信用保险是指( )向保险

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A. 保证人 B．被保证

人 C．权利人 D．债务人19．我国的信用保险产生于( )。A

．20世纪80年代末 B．20世纪80年代初 C．20世纪90年代初 D

．20世纪90年代末20．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于(

)。A．1988年 B．1995年 C．1998年 D．2000年21．商业信用

保险承保的标的是( )。A．权利人的债权 B．被保证人的债务

C．被保证人的商业信用D．权利人的商业信用22.在我国率先

开办赊销信用保险业务的是( )。A.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B．平

安保险公司 C．太平洋保险公司 D．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3．

我国赊销信用保险业务最早由平安保险公司开办于( )。A

．1995年 B．1996年 C．1998年 D．2000年24．贷款信用保险

是保险人对( )进行担保并承担其信用风险的保险。A．银行与

企业间的借贷合同 B．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C．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借贷合同 D．以上所有的借贷合

同25．投资保险是承保被保险人因( )引起的投资损失的保险

。A．投资者所在国政治风险 B．投资引进国政治风险C．投

资者所在国的商业信用风险 D．投资引进国的商业信用风

险26．投资保险业务作为独立的保险业务是在( )在欧美国家

形成的。A．20世纪50年代 B．20世纪60年代 C．20世纪70年

代 D．20世纪40年代27．我国投资保险业务是于( )开办的。A

．1979年 B．1980年 C．1985年 D．1988年28．在长期投资保

险中，投保( )后，被保险人有权要求注销保单。A．3年 B．4

年 C. 5年 D．6年29．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对国家的承保中，国

家表的制定是建立在( )。来源：www.examda.com A. 评估各国

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的 B．评估各国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

的C．评估各国风险的基础上的 D．评估各国国家信用的基础

上的30. 出口信用保险是承保出口商在经营出口业务的过程中

因( )而遭受损失的一种信用险。A. 进口商的商业风险 B．进

口国的政治风险 C．进口商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的信用风险D

．进口商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的政治风险31．出口信用保险

与其他各种保险在经营上的最大不同点在于( )。A. 需要国家

参与 B．经营上实行非盈利方针C．必须实行风险评估 D．不

是以大数法则为基础制定费率32．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信

用期不超过( )的出口合同的收汇风险。A．一个月 B．180天

C. 三个月 D．一年33．可以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下承保的是(

)。A．预售全部货款后发货的出口贸易 B．进口贸易C．以信

用证结算的出口产品(信用期不超过180天) D．易货贸易34．

在短期出口信用险保单下，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之日起( )未

向保险人进行索赔的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负责。A. 一年 B．



两年 C．三年 D．五年35．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步骤为(

)。A．买方的承保一国家的承保一出运的承保一保单的承保B

．保单的承保一国家的承保一买方的承保一出运的承保C．

国家的承保一买方的承保-保单的承保一出运的承保D．保单

的承保一买方的承保一国家的承保一出运的承保36买方信用

限额规定了信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向某一特定买方出口的(

)。A. 最高出口额 B．最高延期付款额 C．最高合同金额 D，

最高的赔偿额37．买方的承保是信用保险公司通过逐一审批(

)实现的。A．买方进口金额 B．进出口合同金额 C．买方信

用限额 D．买方保险金额38．买方信用限额是由( )。A．买方

进口金额决定的B．被保险人申请的 C．保险人规定的 D．信

用保险当事人协定的39．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险费的计算公

式为( )。A．保险费：申报发票总值X保险费率 B．保险费二

买方信用限额X保险费率C．保险费二出口合同金额X保险费

率 D．保险费：买方未付款项总额X保险费率40．在短期出口

信用保单下，追偿款和追偿费用应( )。A．按损失金额占保险

金额的比例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分配B. 按赔款占全部损

失的比例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分配C．追偿款按赔款占

全部损失的比例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分配，费用则全部

由保险人承担D．追偿款按损失金额占保险金额的比例在保

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分配，费用则全部由保险人承担来源

：www.examda.com 41．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出口产品

要求大型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等的国产化率在( )以上，车辆

、船舶和飞机等国产化率在( )以上。A．70％，60％ B．50％

，70％ C．70％，50％ D．60％，70％42．参照国际惯例，保

险公司承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比例一般为贸易合同金额



的( )。A．75％ B．80％ 12．85％ D．90％43．保险公司对中

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银行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的本金和利

息提供( )无条件担保。A. 75％ B．85％ C．90％ D．100％44

．保证保险出具的保证书与财产保险单的本质区别在于( )

。A. 承保的是信用风险 B．涉及了反担保人 C. 没有发生风险

转移 D．只规定了担保事宜45．保证保险涉及到的反担保是

指( )。A．由其他人或单位向保险公司保证义务人履行义务B

．由其他人或单位向权利人保证义务人履行义务C．由义务

人向权利人保证履行自己的义务D．由义务人向保险公司保

证履行自己对权利人的义务46．合同保证保险是指因被保证

人( )而造成权利人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代为进行赔偿的一

种保证保险。A．商业风险 B．所在国的政治风险 C．未履行

合同义务 D．以上三者47．合同保证保险的保险责任是( )。A

．根据保险公司制定的条款确定 B．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协

商C. 根据工程承包合同确定 D．由被保险人申请48．保证保

险中，由于产品质量风险难以估算和控制，保险人通常会在

保险合同中制定( )，要求被保险人共同承担损失。A. 赔偿限

额 B．赔偿百分比 C. 共保条款 D．免赔额49．忠诚保证保险

是指因( )的不法行为而使( )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

责任的一种保证保险。A. 雇员，雇主 B．代理人，委托人 C. 

雇员，雇主 D. 专业技术人员，当事人或其他人50. 忠诚保证

保险保单中，为避免保险人无限期的承担责任，通常会规定(

)。A．赔偿期限 B．发现期 C．追溯期 D．赔偿等待期51．忠

诚保证保险保单下，投保人发现雇员有不诚实行为并造成损

失时，应自损失发现之日起( )内提交完整的索赔单证。A．一

个月 B．三个月 C. 半年 D．保险人指定时间52．民事责任就



是指公民或法人在不履行自己的民事义务或侵犯到他人的民

事权利时按( )的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后果。A. 民法 B．刑法 C

．合同法 D．宪法53．责任保险的免赔额一般是( )。A．相对

免赔额 B．绝对免赔额 C．累计免赔额 D．不规定免赔额54．

职业责任保险是以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 )为承保风险的责任

保险。A．职业风险 B．职业责任 C. 民事责任 D．经济赔偿

责任55．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通常为( )。A．1年 B．专

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的期限 C．投保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雇

佣期间 D．不一定56．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是指因被保险人制

造或销售丧失或不能达到合同规定效能的产品给使用者造成

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对( )进行赔偿的一种保证保险。A．对

产品引起的损失和费用B．产品使用者因该产品而造成的损失

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C．有缺陷产品本身及引起的损失和费

用D．使用者的全部经济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