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原理与实务第九章练习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4_BF_9D_E

9_99_A9_E5_8E_9F_E7_c35_45626.htm (一)单项选择题1．财产

保险的保险标的是( )。A．财产及其现有利益 B．财产及其预

期利益 C.财产及其间接利益 D．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来源

：www.examda.com 2．财产保险的保障功能表现为( )。A.保

险给付 B．经济补偿 C．保险赔偿 D．经济摊付3．下列企业

财产中，无需加贴保险特约条款或增加保险费的特约承保财

产是( )。A.金银珠宝 B．铁路 C．土地 D．房屋4．财产保险

基本险对( )风险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A．火灾

B。爆炸 C．暴雨 D．雷击5．企业财产保险中，关于施救费

用的赔偿计算，下述说法错误的是( )。A.应区分保险财产与

未保险财产B．对所有施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都进行赔偿C．

施救费用与保险财产的赔款应分别计算D．计算保险财产赔

款不需要按比例分摊时，施救费用也不按比例分摊6．以下属

于财产保险承保责任的火灾风险是( )。A.烘、烤、烫、烙造

成焦糊变质现象B．点火烧荒、焚毁被玷污的衣物C．烘箱烘

烤时，变压线圈着火燃烧并延及其他物品D．电机超负荷使

用只造成自身损毁7．财产保险综合险与基本险的主要区别在

于( )不同。A．保险期限 B．保险金额 C．保险标的 D．保险

责任8．财产保险综合险对( )风险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

偿责任。A.地震 B．洪水 C．暴雨 D．雷击来源

：www.examda.com 9．企业财产保险中，固定资产的保险价

值按( )确定。A.投保时的账面原值 B．出险时的重置价值C．

投保时的重置价值 D．出险时的账面余额10．企业财产保险



中，流动资产的保险价值按( )确定。A.投保时的账面原值 B．

出险时的重置价值 C．投保时的重置价值 D．出险时的账面

余额11．企业财产保险中，流动资产的保险金额按( )确定

。A.最近12个月任意月份的账面余额B．最近24个月任意月份

的账面余额C．最近12个月平均的账面余额D．最近24个月平

均的账面余额12．( )是财产保险综合险承保的风险。A．敌对

行为 B．罢工、暴动 C．地震、地陷 D．暴风、暴雨13．在企

业财产保险中经特别约定可以承保的财产有( )等。A.珠宝、

玉器、古玩 B．运输过程中的物资C.森林、矿藏、土地 D．

票证、文件、技术资料14．财产保险可分为( )、责任保险和

信用保险。A．企业财产保险 B．损失保证保险 C．财产损失

保险 D．财产综合保险15．( )是财产保险基本险所承保的风

险。A.台风 B．盗窃 C．地震 D．雷击16．在下列风险中，( )

是财产保险基本险与综合险都不承保的。A．泥石流 B。地震

C．洪水 D．龙卷风17．某企业投保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金

额100万元，在一次电路短路引起的火灾中，实际损失95万元

，为保护财产支出必要费用10万元，为确认保险责任范围内

的估价合理费用为2万元，保险公司应向该企业赔偿( )。A

．95万元 B．105万元C．100万元D．107万元 18．某固定资产

投保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出险时重置价值

为25万元，财产实际损失8万元，保险人应赔( )元。A．5．6

万 B．6．4万 C．7．2万 D．8万19．我国现行《企业财产保

险综合条款》规定的保险赔偿方式是( )。A.保险人向被保险

人支付赔偿款 B．保险人重置受损保险财产C．保险人恢复或

置换受损保险财产 D．保险人修理受损保险财产20．若财产

保险合同中约定有重置条款，则( )有权选择重置受损保险财



产的赔偿方式。 A.被保险人 B．投保人 C．保险人 D．受益

人21．以下不属于企业财产保险承保对象的是( )。A.工商建

筑业 B．国家机关 C．家庭手工业者 D．社会团体22．企业

的( )不可以列入投保财产范围。来源：www.examda.com A．

被保险人与他人共有并由他人负责的财产 B．被保险人自有

的财产C．被保险人与他人共有并由自己负责的财产 D．由被

保险人代他人保管的财产23．属于财产保险综合险附加险的

有( )。A.洪水保险 B．冰凌保险 C．突发性滑坡保险 D．盗窃

保险24．不属于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的意外事故是( )。A．陨石

坠落 B．建筑物本身的倒塌 C．施工中人工开凿而致石方飞

射D．吊车运行时发生的物体坠落25．某企业将其原料投保

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金额为6万元，出险时账面余额为8万

元，财产实际损失5万元，残值1万元，保险人应赔( )元。A

．4万 B．3万 C．2．75万 D．5万26．对于固定资产的损失计

算，若是全部损失且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出险时

的重置价值时，保险赔款不得超过( )。A．保险金额 B．账面

原值C．重置价值D．账面净值27．对于固定资产的损失计算

，若是部分损失且按账面原值投保，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低

于出险时的重置价值时，所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A．赔款

：(实际损失或财产恢复原状修复费用-应扣残值)X保险金额

／出险时重置价值B．赔款二实际损失或财产恢复原状修复费

用X保险金额／出险时重置价值-应扣残值C．赔款：保险金

额-应扣残值D．赔款二实际损失或财产恢复原状修复费用-应

扣残值28．对于流动资产的损失计算，若是全部损失且受损

财产的保险金额低于出险时的账面余额时，保险赔款不得超

过( )。来源：www.examda.com A.保险金额 B．重置价值 C.账



面余额 D．账面净值29．对于流动资产的损失计算，若是部

分损失且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时，所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A.赔款=(实际损失或财产恢复

原状修复费用-应扣残值)X保险金额／出险时账面余额B．赔

款=实际损失或财产恢复原状修复费用X保险金额／出险时账

面余额-应扣残值C．赔款=保险金额-应扣残值 D．赔款=实际

损失或财产恢复原状修复费用-应扣残值30．企业财产保险中

，因第三者对保险财产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

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 )范围内行使代位追偿权

。A．保险金额 B．保险价值 C．赔偿金额 D．实际损失31．

投保人以同一标的的同一保险利益同时向两家或两家以上的

保险公司投保同一危险的保险是( )。A.共同保险 B．重复保险

C．再保险 D．超额保险32．王某将其房屋投保家庭财产保险

综合险，保险金额为1万元，保险期内因火灾造成损失6000元

，投保时房屋的市场价为1．5万元，出险时房屋的市场价为1

．2万元，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应为( )。A.6000元 B．4000元 C

．5000元 D．10000元33．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具有( )的双重性

质。A．代管财产与他人共有财产结合 B．比例赔偿与第一危

险赔偿相结合C．经济补偿与到期还本 D．普通保险风险与盗

窃风险结合34．王某将其家具投保家庭财产保险综合险，保

险金额为5000元，保险期内因火灾造成损失4000元，出险时

该套家具的市价为8000元，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应为( )。来源

：www.examda.com A．4000元 B，5000元 C．2500元 D．8000

元35．王某将其房屋投保5年期家庭财产两全保险，银行5年

期存款的年利率为2％，家庭财产保险综合险的保险费率为4

％，则王某应缴付的保险储金为( )。A.1000元 B．2(}00元 C



．500元 D．4000元36.家庭财产两全保险的最长期限不能超

过( )年。A．20 B．10 C．15 D．537．投保家庭财产保险盗抢

险的财产，在被盗( )内未能破案的，保险人负责赔偿。A．1

个月 B．2个月 C．3个月 D．4个月38．家庭财产保险盗抢险

的保险责任是( )。A.保险地址内的财产有明显的盗窃痕迹所

致的损失 B．火灾C．窗外钩物行为所致的保险财产的损失D

．放在阳台、走廊、院内道路上的财产的被盗损失39．个人

抵押贷款房屋保险的最长期限是( )年。A. 5 B．10 C．20 D

．3040．家庭财产保险对( )的损失采用比例分摊方式赔偿。A

．房屋 B．家用电器 C．衣物与床上用品 D．家具41．家庭财

产保险对室内财产采用( )赔偿方式。A．比例责任 B．限额责

任 C．定额责任 D．第一危险42．下列家庭财产中，保险人

不接受投保的是( )。A.电冰箱、电视机 B．投保人的住房及其

室内装修 C．家具 D．书籍、字画43．单位投保的家庭财产

保险，其保险金额一般由( )。A.该单位统一确定 B．被保险人

单独确定 C.投保人分别确定 D．以上方法均可44．家庭财产

两全保险与家庭财产综合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 )。A．保险财

产 B．保费缴纳方式 C．保险责任 D．保险金额45．个人抵押

贷款房屋保险在保险标的遭受全部损失后，下述说法正确的

是( )。A．保险责任继续有效B．保险责任终止，保险人从下

一保险年度开始计算退还未到期保费C．保险责任终止，保

险人从本保险年度开始计算退还未到期保费D．保险责任终

止，保险人不予退还未到期保费46．不属于确定利润损失保

险保险金额的因素有( )。A.本年度预期毛利润额B．赔偿期 C

．保险期 D．业务发展趋势47．某企业投保企业财产保险和

利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30万元，约定赔偿期12个月。该



企业于保险期间发生火灾，营业额下降到40万元，标准营业

额为60万元，该企业上年的毛利润率为20％，全年毛利润

为50万元，则保险赔款为( )。A．20万元 B．4万元 C．3万元

D．2．4万元48．当利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小于应保的毛利

润时，采取的赔偿方式是( )。A.第一危险 B．比例分摊 C．限

额责任 D．定额责任49．若利润损失保险的保险期为一年，

从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 止，如果保险财产于2001

年6月1日遭受火灾，需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则赔

偿期为( )。A．2001年6月1 日~2002年6月l 日B．2001年1月1

日~2001年12月31日来源：www.examda.com C．2001年6月1 

日~2001年12月31日D．2001年1月1 日~2001年6月1日50．以下

关于利润损失保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利润损失保险

必须依附于财产保险B．利润损失保险承保的风险与财产保险

一致C．投保人不投保财产保险，也可选择投保利润损失保

险D．利润损失保险的赔偿前提是被保险财产遭受保险事故

损失并获得保险人的赔偿51．利润损失保险赔偿期与保险费

率的关系是( )。A.赔偿期为18个月时，保险费率最高 B．赔偿

期为12个月时，保险费率最高C．赔偿期越长，保险费率越高

D．赔偿期越长，保险费率越低52．利润损失保险的保险标

的属于( )。A．有形财产 B．责任 C．信用 D．经济利益53．

不可列入利润损失保险保障项目的是( )。A.工资 B．审计师费

用 C．毛利润 D．原材料采购费54．某企业于2001年7月1 日

投保企业财产保险和利润损失保险，2000年该企业的毛利润

率为20％。该企业于2002年1月1日发生火灾，需6个月才能恢

复，赔偿期为2002年1月1 日至6月30 日，标准营业额为40000

元，赔偿期的营业额为20000元，约定营业增长 率为15％，通



货膨胀率5％，则该企业的毛利润损失为( )元。A．20000 B

．4000 C．4800 D．560055．利润损失保险中，在保险有效期

内发生了灾害事故后到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一段时期是( )

。A.赔偿期 B．保险期 C．赔偿等待期 D．保险等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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