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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_99_A9_E5_AD_A6_E6_c35_45985.htm 保险学概论（3）来源

：www.examda.com 填空题:10分，每题02分1、 保险利益的存

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1） （2） （3） 。2、 保险合同

争议处理方式包括 、 、 和 。3、 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

对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在符合赔偿规定的金额内实行

绝对免赔率，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的，其免赔率为 。4

、 变额年金的给付额随着 的变动而不断调整。5、 年金保险

按年金给付开始的时间不同，分为 和 。单选题:08分，每题02

分6、 风险管理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 ）来源

：www.examda.com 单选: A：风险识别 B：风险识别 C：风险

估测 D：选择风险管理技术7、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 ），超

过部分无效。单选:A：保险价值 B：保险标的 C：保险利益 D

：事故损失8、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不包括（ ）。单选:A：

文义解释原则 B：意图解释原则 C：解释应有利于起草人 D：

尊重保险惯例的原则9、 某超额赔付率再保险合同，规定分

出公司负责赔付率在75%（含75%）以下的赔款，分入公司负

责超过赔付率75%至125%之间的赔款，且赔付率125%以上的

部分仍由分出公司承担。假设某年度保费收入是1 000万元，

分入公司赔款额为400万元。那么，赔款总额为（ ）。单选:A

：400万元 B：1 000万元 C：1 150万元 D：1 400 万元多选题:15

分，每题03分10、 分入公司在确定比例再保险的承保额时应

考虑的因素包括（ ）等。多选:A：保险标的的性质 B：合同

的保费多少C：合同的分保限额来源：www.examda.com D：



估计的赔款金额 E：分保佣金的多少11、 保险公司承保能力

的主要含义是（ ）。多选：A：指它能够提供的总保险金额

B：指它能够提供的某些特定险种的保险金额 C：指可保风险

的可保总金额D：反映社会上保险供给量增长的程度 E：保险

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实力12、 对保险经营者的信用及经营状况

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这是因为（ ）。多选:A：保险合同的

期限较 B：保险的技术含量高 C：保险金的给付是以保险合

同约定的特定风险发生为条件的 D：保险具有广泛性和负债

性 E：保险是高风险行业13、 财产保险合同履行的原则有（ 

）。多选:A：损失补偿原则 B：代位原则 C：分摊原则 D：近

因原则 E：最大诚信原则14、 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原因有（ 

）。多选:A：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 B：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 C：采用欺诈、胁迫手段签订 D：投保人对保险标

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E：投保人因疏忽或过失而违反如实告知

义务判断题:10分，每题02分15、 特约条款完全由保险双方自

由商定，因此其效力要低于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其他险种

的保险条款。（ ）16、 在责任保险中，只能以赔偿限额来作

为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度。 （ ）来源

：www.examda.com 17、 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不必进行体检。

（ ）18、 对摩托车以外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每次事

故最高赔偿限额，从5万元－1000万元，共分为六个档次。（ 

）19、 建筑工程保险的保险期限可以包括保证期、建筑安装

期。（ ）简答题:30分，每题05分20、 简述保险的基本职能和

派生职能。答案： 保险的基本职能是保险的原始与固有的职

能。①其基本职能有两个: （1）经济补偿和保险金给付。补

偿损失职能是就财产和责任保险而言的；而对于人身保险来



说，因为人的生命价值不能以货币来表示和人身保险的返还

性和非补偿性，所以人身保险的基本职能是给付保险金。 ②

保险的派生职能是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产生的职能，其派生

职能是融资职能和防灾防损职能。保险防灾防损工作的最大

特点就在于积极主动地参与、配合其他防灾防损主管部门扩

展防灾防损工作。保险的融资职能是保险人参与社会资金融

通的职能。其融资职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具有筹资职能

；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有价证券、购买不动产等投资方式体现

投资职能。 21、 简述代位求偿权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条件。

答案： 代位求偿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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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取代被保险人的地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

的权利。 坚持该原则的原因在于：维护补偿原则，防止被保

险人因保险事故得到双重赔偿(既从保险人得到赔偿，又从第

三者得到赔偿)，又有利于被保险人迅速得到保险赔偿；有利

于维护保险人自身的合法利益；也可使有关责任方承担事故

赔偿责任。来源：www.examda.com 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

条件为：①保险标的所遭受的风险必须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②保险事故的发生应由第三者承担责任；③被保险人要求第

三者赔偿；④保险人必须事先向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⑤

保险人只能在赔偿金额限度内行使代位求偿权。22、 简述保

险合同条款解释的原则。答案： 保险合同是应遵循合同解释

的一般原则，同时有其特性，具体来讲，保险合同解释的原

则有：①文义解释原则，文义解释原则是按保险条款文字的

通常含义解释。即保险合同中用词应按通用文字含义并结合

上下文来解释。②意图解释。即以当时订立保险合同的真实



意图来解释合同。意图解释只适用于文义不清、用词混乱和

含糊的情况。如果文字准确、意义毫不含糊，就应照字面意

义解释。③解释应有利于非起草人。我国《保险法》规定：

“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④尊重保险惯例的原则。23、 如

何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答案： 提存责任准备金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理论责任准备金提取方法，另一种是修正责任准备

金提取法(也称实际责任准备金提取法)。两者的区别在于计

算的依据不同，理论责任准备金是以均衡纯保费为依据计算

的；修正准备金则是根据修正后的非均衡纯保费计算的。24

、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特点？答案：一是投保人为投保单位

。二是保险人选择的是团体而非个别被保险人。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的保险对象是一个单位的职工或一个学校的全体在校

学生；三是一般仅规定最低保额，对最高保额并未作出限制

；四是保险费率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由于是团体投保，降

低了管理成本等方面的费用，故应适用更低的费率；五是保

险费的交纳一般要求投保单位在保险起保之日一次交清保险

费后，保险单才能开始生效。但当投保单位一次交清保险费

确有困难时，经过特别约定，也可以分期交费，但交费分期

不宜过多，同时约定，分期内不能交费者，保险单要作失效

处理。25、 保险理赔的含义与原则？答案：理赔，即保险的

赔偿处理，是指保险人履行保险赔偿和给付责任，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享受保险权利的具体表现，是保险补偿职能的体现

。 理赔工作中应当坚持： ①贯彻“主动、迅速、准确、合理

”的八字方针。来源：www.examda.com ②重合同、守信用。 



③实事求是。案例分析题:18分，每题06分26、某投保人将某

批货物分别向甲、乙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其

保险金额分别为:保险金额为20万元、30万元,保险事故发生时,

若发生全部损失，损失金额为30万元。则甲、乙两保险公司

的赔偿金额分别为多少？若发生部分损失，损失金额为10万

元，则甲、乙两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分别为多少？ 甲保险公

司的赔偿金额＝30×20÷(20 30)＝12万元？ 乙保险公司的赔

偿金额＝30×30÷(20 30)＝18万元 ？ 二者赔偿之和为30万元

，正好等于损失金额30万元，符合补偿原则。？ 若发生部分

损失，损失金额为10万元，则甲、乙两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

分别为: ？ 甲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10×20÷(20 30)＝4万元

？ 乙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10×30÷(20 30)＝6万元？ 二者赔

偿之和为10万元，正好等于损失金额10万元，符合补偿原则

。27、 一企业为职工投保团体人身保险，保险费由企业支付

。职工老张指定妻子为受益人，半年后老张与妻子离婚，谁

知离婚次日老张意外死亡。对保险公司给付的2万元保险金，

企业以老张生前欠单位借款为由留下一半，另一半则以张妻

已与老张离婚为由交给老张父母。问企业如此处理是否正确

？答案： 根据受益权的特点，受益权只能由受益人独享，具

有排他性，其他人都无权剥夺或分享受益人的受益权。同时

，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不是遗产，不用抵偿被保险人生前债

务。在本案中，张妻是受益人，应该领取全额保险金，即不

用偿还老张生前欠企业的借款，也不和老张父母分享保险金

。所以企业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将扣留的1万

元退还给张妻。来源：www.examda.com 28、 若两个不同公司

的甲车和乙车在行驶中发生相撞。甲车车辆损失5000元，车



上货物损失10000元，乙车车辆损失4000元，车上货物损

失5000元。交通管理部门裁定甲车负主要责任，承担经济损

失70%；乙车负次要责任，承担经济损失30%。这两辆车都投

保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计算保险公司对甲、乙两

车的被保险人个应赔偿多少？（不考虑免赔率）答案： 其赔

款计算如下： 甲车自负车损＝甲车车损×甲车应负的经济损

失比例 ＝5000×70%＝3500元？ 甲车应赔乙车＝(乙车车损 乙

车车上货损)×甲车应负的经济损失比例？ ＝(4000 5000)

×70%＝6300元？ 保险人负责甲车车损和第三者责任赔款＝(

甲车自负车损 甲车应赔乙车)×(1-免赔率)＝3500 6300＝9800

元？ 乙车自负车损＝乙车车损×乙车应负的经济损失比例

＝4000×30%=1200元？乙车应赔甲车＝(甲车车损 甲车上货

损)×乙车应负的经济损失比例 ＝(5000 10000)×30%=4500元

？ 保险人负责乙车车损和第三者责任赔款＝(乙车自负车损 

乙车应赔甲厂)×(1-免赔率)来源：www.examda.com ＝1200

4500=5700元？ 这样，此案甲车得到保险人赔款9800元；乙车

得到保险人赔款5700元。填空题(主观):06分，每题02分29、 

保险密度答案：是指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保费额，它反映

一国国民受到保险保障的平均程度。其计算公式为：保险密

度=保费收入/人口总数30、 保险金额答案：保险人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来源：www.examda.com 31、 

风险分散原则答案：风险分散原则：是保险人为了保证经营

稳定性，应使风险分散的范围尽可能扩大。名词解释:03分，

每题03分32、 履约终止答案：履行而终止是指在保险合同的

有效期内，约定的保险事故已发生，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

担了给付全部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即告结束。相关链接



：保险学概论模拟试题（一）保险学概论模拟试题（二）保

险学概论模拟试题（四）保险学概论模拟试题（五）保险学

概论模拟试题（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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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