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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5_8E_9F_E7_c35_45620.htm (一)单项选择题1．建筑

工程险的被保险人有( )。A. 业主、承包人 B．业主、分承包

人 C．承包人、分承包人D．业主、承包人、分承包人、技术

顾问及其他关系方2．建筑工程保险物质损失部分的保险金额

是( )。A．建筑工程核算价 B．建筑工程完工时的总价值C．

建筑工程承包价 D．建筑工程设计时的总造价3．以下( )不能

作为建筑工程险保险项目。A．图表、技术资料 B．永久性工

程及物料 C．临时性工程及物料 D．施工机具4．以下不属于

建筑工程险物质损失部分的保险责任的有( )。A. 空中运行物

体坠落 B．火灾、爆炸 C. 破坏性地震 D．盘点时发现的短缺5

．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当引起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属( )。A．

物质损失责任 B．保险人责任 C．供货商或制造商责任D．无

法明确6．非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器装置的损坏和建筑用机器

、设备、装置本身的损失，( )予以承保。A．机器损坏保险 B

．建筑工程保险 C．安装工程保险 D．利润损失保险7．( )可

作为建筑工程保险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A. 工程交付使用当

日 B．工程设计之日 C．工程开工动土之日 D．工程完工验收

合格之日来源：www.examda.com 8．建筑工程保险中，建筑

用机器、装置及设备使用的费率为( )。A. 建筑工程费率 B．

一次性费率 C．平均性费率 D．单独的年费率9．建筑工程保

险规定在保险期限届满后( )内向保险人申报最终的工程总造

价，以便保险人以多退少补方式调整预收保险费。A．1个月

B．2个月 C．3个月 D．4个月10．( )是建筑工程保险的风险



相对集中时期。A. 试车期 B．保证期 C．建筑期 D．安装

期11．建筑工程保险对试车期的承保一般不超过( )。A．3个

月 B．4个月 C．5个月 D．6个月12．建筑工程保险保费的结

算是以( )为基础的。A. 工程结算实际金额 B．工程合同价 C

．工程概算总造价 D．国家规定的价格13．建筑工程保险的

保险金额在保险期内( )。A．逐渐增加 B．逐渐减少 C．一直

不变 D．忽高忽低14．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而造成的损

失是( )的除外责任。A. 建筑工程保险第三者责任部分 B．安

装工程保险第三者责任部分C．建筑工程保险物质损失部分 D

．安装工程保险物质损失部分15．建筑工程保险第三者责任

险实质是一种以工程施工为经营活动，以工地为场所的( )

。A. 职业责任保险 B．工程履约保险 C．公众责任保险 D．

产品保证保险16．建筑工程保险发生部分损失后，被保险人

要求恢复保险金额时应追加保险费，其期限从( )开始计算。

来源：www.examda.com A. 保额恢复之日 B．保险责任开始之

日 C．保险赔偿之日 D．损失发生之日17．建筑工程保险第

三者责任险发生部分损失后，保险合同项下的责任限额( )

。A. 不变 B．相应增加 C．相应减少 D．不能恢复18．安装

工程保险的保险金额按( )确定。A. 工程安装开始时的总价值

B．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价C．工程安装完成时的总价值 D．安

装设备总价值19．安装工程保险第三者责任的除外责任与建

筑工程保险第三者责任不同的是( )。A. 领有公共运输用执照

的车辆、船舶或飞机造成的事故B．建设安装场地之内及邻近

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C．由于震动而造成的任

何人身伤亡和物质损失D．承包人所雇员工的人身伤亡及疾

病、财产损失20．( )是安装工程保险的除外责任与建筑工程



保险的不同之一。A．设计错误引起保险标的本身的损失和

置换、修理费用B．设计错误引起其他财产的损失和费用C．

原材料缺陷、工艺不善引起的保险标的本身的损失D．原材

料缺陷、工艺不善引起的保险标的置换、修理费用21．航天

保险是( )的一种。A．火灾及其他灾害事故保险 B．工程保险

C. 工程履约保险 D. 能源开发保险22．目前国际保险市场上主

要经营的航天保险业务是( )。A．卫星保险 B．火箭保险 C．

航天飞机保险 D．轨道保险23．按照( )的不同，航天保险可

以分为卫星发射保险、卫星运行寿命保险、卫星工程保险等

。A．保险标的 B．保险期间 C．承保风险 D．保险金额确定

方法24．卫星或火箭的工程安装保险的投保人一般为( )。A．

卫星或火箭经营人 B．卫星或火箭安装国政府C. 卫星或火箭

所有机构D．卫星或火箭的制造商25．发射前的卫星及火箭

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为( )。A．从在制造厂房吊装开始至进入

运行轨道止来源：www.examda.com B．从在制造厂房吊装开

始至意向点火止C．从在生产厂房制造安装开始至意向点火

止D．从在发射工地装上火箭开始至进入运行轨道止26．航

天保险最主要的部分是( )。A. 寿命保险 B．卫星发射责任保

险 C．卫星发射保险 D．卫星安装保险27．卫星寿命保险的

最长保险期限不得超过( )。A．卫星的使用寿命 B．20年 C

．15年 D．卫星的设计寿命28．发射前的卫星及火箭保险以(

)为依据确定保险金额。A.制造、安装卫星及火箭的总成本 B

．卫星及火箭的市场价格C．设计、制造、安装卫星及火箭

的总成本 D．卫星及火箭的重置价值29．卫星寿命保险的保

险金额( )。A．逐年递增 B．保持不变 C．逐年递减 D．忽高

忽低30．核原料运输保险第三者责任险通常由( )承保。A．商



业保险公司 B．核能保险集团 C．各国政府 D．劳合社31．核

电站责任保险的损失只有在( )内申报，保险人才予以赔偿。A

．2年 B．5年 C．10年 D．15年32．由于核风险造成的核电站

责任赔偿，保险人按照( )负责赔偿。A．绝对责任 B．疏忽责

任 C．过失责任 D．限额责任33．核电站责任保险的赔偿限

额( )。A. 按一般风险和核风险分别确定 B．只有一般风险赔

偿限额C．只有核风险赔偿限额 D．只有核风险和一般事故总

的赔偿限额34．以下不属于核电站财产保险的保险风险的是(

)。A．火灾、雷电、爆炸 B．暴风、暴雨、台风C．核污染、

核辐射 D．核裂变过程中的超常规释放35．核电站机器损害

保险中，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一般以( )方式承保。A．一切险 B

．比例分摊 C．限额 D．第一危险36．( )采用海上保险与财

产保险同时承保的做法，签发了世界上第一张海洋石油开发

保单。A．劳合社 B．英国皇家保险公司 C．美国AIG保险集

团 D．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37．钻井平台保险一般采用( )

方式承保。A. 定值保险 B．不定值保险 C．定额保险 D．限

额保险38．管道作业保险一般按( )承保。A. 移动性钻探设备

保险B．海洋石油开发工程保险 C．平台钻井机保险 D．钻井

平台保险39．海上石油开发费用保险不包括( )A．井喷精神损

害保险 B．井喷控制费用保险 C．重钻费用保险 D．控制污染

及清理费用保险40．井喷控制费用保险的责任限额目前一般

按国际惯例采取( )。A．保险期间累积责任限额5000万美元 B

．每次事故单一责任限额5000万美元来源：www.examda.com

C．保险期间累积责任限额1亿美元 D．每次事故单一责任限

额1亿美元41．我国从( )起开始办理机器损坏保险。A．1979

年 B．1980年 C．1981年 D．1982年42．( )是在传统的锅炉、



蒸汽机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A. 建筑工程保险 B．安装

工程保险 C．机器损坏保险 D．工程设备保险43．机器损坏

保险是从( )中分离出来的险种。A. 工程保险 B．运输工具保

险 C．财产保险 D．履约保险44．机器损坏保险适用于( )。A

．所有安装验收完毕并转人生产经营的机器设备和配套设施

B．电脑C．超役使用的机器设备和配套设施 D．未按国家和

有关部门规定定期保养检修的机器设备和配套设施45．机器

损坏保险的保险金额( )。A. 新机器按重置价值、旧机器按购

买价值确定B．新、旧机器均按购买价值确定C. 新机器按购

买价值、旧机器按重置价值确定D．新、旧机器均按重置价

值确定46．机器损坏保险中，锅炉、发电机等连续停工( )，

保险人退还一定比例的保险费。A．超过1个月 B．超过3个月

C．超过6个月 D．超过9个月47．机器损坏保险的退费以( )为

基础。A. 年度费率 B．短期费率 C．净费率 D．长期费率48

．机器损坏保险的承保风险在财产保险中( )。A. 基本险不予

承保，综合险可以承保 B．基本险和综合险都不予承保C．基

本险可以承保，综合险不予承保 D．基本险和综合险都可以

承保49．以下不属于机器损坏保险保险责任的是( )。A．超负

荷、超电压、漏电及其他电气原因造成的火灾或爆炸B．工人

、技术人员的操作错误、疏忽过失、恶意行为来源

：www.examda.com C．离心力引起的断裂D．设计、制造错

误和原材料缺陷50．以下对于机器损坏保险保险期限的表述

，错误的是( )。A．单独投保的机器损坏保险，保险期限通常

为一年B．和财产保险同时投保的机器损坏保险，二者的保险

期限的起止时间应一致C．机器损坏保险可签发3-5年的长期

保单D．机器损坏保险的保险期限可以开始于在机器安装完



毕、验收之日之前51．机器损坏保险的保险金额低于重置价

值时，保险人按( )赔偿。A. 保险金额 B．重置价值 C．实际

损失 D．保险金额与重置价值之比52．以下对于机器损坏保

险保险费率的表述，错误的是( )。A. 长期的机器损坏保险，

其保险费的计算以年费率为基础B．费率是根据每一台机器以

往几年的损失和不同类型与用途来确定的C．费率是根据所

有机器以往几年的损失和不同类型与用途来确定的来源

：www.examda.com D．对外报价的基准费率是以总保险费和

总保险金额倒推算出的平均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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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