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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4_BB_A3_E7_c35_510937.htm 例题2.1 当损失概率

为（B）时风险最大。 A、0B、0.5C、0.8D、1 例题2.2 某建筑

工程队在施工时偷工减料导致建筑物塌陷，则造成损失事故

发生的风险因素是（C）。 A物质风险因素B心理风险因素 C

道德风险因素D思想风险因素 例题2.3 某房东外出时忘记锁门

，结果小偷进屋、家具被偷。则风险因素是（C）。 A、小偷

进屋B、家具被偷C、外出时忘记锁门D、房东外出 例题2.4 上

题中，风险因素属于（B）。 A、物质风险因素B、心理风险

因素C、道德风险因素D、思想风险因素 例题2.5 对于损失概

率低、损失程度大的风险应该采用（A）的风险管理方法。 A

、保险B、自留风险C、避免风险D、减少风险 例题2.6 对于损

失概率低、损失程度小的风险应该采用（B）的风险管理方法

。 A、保险B、自留风险C、避免风险D、减少风险 例题2.7 对

于损失概率高、损失程度大的风险应该采用（C）的风险管

理方法。 A、保险B、自留风险C、避免风险D、减少风险 例

题2.8 对于损失概率高、损失程度小的风险应该采用（D）的

风险管理方法。 A、 保险B、自留风险C、避免风险D、减少

风险 例题3.1 共同海损分摊原则最早出现在（A） A、罗地安

海商法B、罗马法典C、“佟蒂法”D、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

法 例题3.2 （B）在1693年编制了第一张生命表，提供了寿险

计算的依据。 A、巴蓬B、哈雷C、辛普森D、陶德森 例题3.3 

（D）依照年龄等计算保费，提出了“均衡保险费”理论，

促进了人身保险的发展。 A、爱德华.劳埃德B、哈雷C、辛普



森D、陶德森 例题3.4 牙医巴蓬的贡献在于（C） A、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B、编制了第一张生命表 C、提出

差别费率D、提出了均衡保费理论 例题3.5 关于劳合社的表述

正确的是：（ABCDE） A、劳合社不是一个保险公司，而是

一个社团。B、劳合社是一个保险市场。C、劳合社的成员是

自然人。D、劳合社本身不经营承保业务，只向其成员提供

交易场所。E、投保人在投保时不能和承保辛迪加直接见面。

例题3.6 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保险体系的措施是（ABCD） A

、接管官僚资本的保险机构B、和平改造民营保险机构 C、切

断外商保险公司的业务来源D、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 E、取缔

民营保险机构 例题3.2 1996年上海郊县有一农村妇女因患高血

压休息在家，8月份投保金额为20万元，期限20年的人寿保险

。投保时隐瞒了病情。1997年2月该妇女高血压病情发作，不

幸去世。被保险人的丈夫作为家属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

。问保险公司是否履行给付责任？ 保险公司不用履行给付责

任，因为投保人违反了最大城信原则的告知原则。 例题3.3 王

某拥有100万元的家庭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家庭财产保险，

保险金额为60万元。在保险期间王某家中失火，当家庭财产

损失10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10万元。 第一损失赔偿，根

据较小值赔偿。 例题3.4 某企业投保企业财产保险，保险金额

为2400万元。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为4000万，若发生

全部损失，赔偿多少？若发生部分损失3000万，赔偿多少？ 

企业财产保险按照比例计算方式，损失*保险/出险时的实际

价值 例题3.5 某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

额为100万元。在保险期间王某家中失火，当：绝对免赔率

为5%，家庭财产损失2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绝对



免赔率为5%，损失8万时赔偿多少？相对免赔率5%，家庭财

产损失8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绝对免赔率为5%，

家庭财产损失2万元时保险公司不赔偿，绝对免赔率为5%，

损失8万时赔偿3万，相对免赔率5%，家庭财产损失8万元时，

保险公司应赔偿8万，因为绝对免赔率只对超出部分赔偿，相

对免赔率超出的话全额赔偿。 例题3.6 小学生张某，男，11岁

。19XX年初参加了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保险期限为当年3月1

日至次年2月28日。当年10月5日张某在家附近的一幢住宅楼

施工工地玩耍，被突然从楼上掉下的一块木板砸在头上，当

即气绝身亡。有人认为保险公司先给付张某的死亡保险金，

然后向造成这起事故的施工单位索要与此等额的赔偿金。这

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这种说法是错的，代位求偿权只适用

于财产保险，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因此双方都要赔。 例题3.7 

一居民向保险公司投保价值14元的住宅。住宅在保险期内被

卡车撞毁，居民逐向保险公司索赔。后者按保险赔偿10万元

后，行使代位求偿权从肇事车主那儿追得10万元。问追回

的10万元归谁？居民还能否向车主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若获

得车主赔偿，又该归谁？为什么？ 适用代位求偿权，追回

的10万元归保险公司所有，居民还可向车主提出民事赔偿请

求，获得车主赔偿归居民所有。 例题4.7 某居民投保家庭财产

险,由于他妻子的过失造成火灾而损坏了财产，保险公司是否

赔偿？赔偿以后能否向其妻子进行追偿？ 保险公司赔偿，赔

偿后不能向其妻子进行追偿，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如因被保险人家庭成员过失造成的损失不予追偿。 例题3.8 

某业主将其所有的一幢价值60万元的房子同时向甲、乙两家

保险公司投保以年起的火灾保险，甲公司保险金额为50万，



乙公司保险金额为30万。假定在此保险有效期内，房子发生

火灾损失40万，则甲乙两家保险公司应如何分摊赔偿责任？ 

甲公司：25万40*50/（50 30）乙公司：15万40*30/（50 30） 案

例： 李某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天，李某骑

车被汽车撞倒，造成伤残病住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李某因

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由于意外伤害与袭击梗塞没有内在联

系，心肌梗塞并非意外伤害的结果，故属于新介入的独立原

因，为近因，属于疾病范围，不包括在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

围之内，因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死亡不负责任。 保险公司不

予赔偿，李某死亡不是因为车祸，而是因为疾病原因。 案例

讨论： 1.某孕妇在临产时出现难产，于是其丈夫李某、已出

嫁的妹妹王某护送到医院生产。碰巧该医院为某保险公司代

理“母婴安康保险”，忙乱之中的李某掏钱请王某到代理点

投保。因此，王某购买了一份以其姐为被保险人、自己为投

保人和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后孕妇因难产死亡，保险公司以

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导致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拒绝给付

保险金。请针对这一案件回答以下问题。 (1)王某（投保人）

对其姐（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我国法律规定投保

人对哪些人具有保险利益？ (2)保险公司是否应该给付保险金

？为什么？ 王某对其姐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夫妻、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有领养关系的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公司

不应给付保险金，保险以死亡为给付条件，必须得到被保险

人的同意才能设定受益人。 2.A银行向B企业发放抵押贷款50

万元，抵押品为价值100万元的机器设备。然后，银行以机器

为保险标的投保火险一年，保单有效期为1998年1月一日至该

年12月31日。银行于1998年3月1日收回抵押贷款20万元。后此



机器与1998年10月1日全部毁于大火。问：(1)银行在投保时可

向保险公司投保所少保险金额？为什么？（2）若银行足额投

保，则发生火灾是可向保险公司索赔多少？为什么？ （1）50

万，保险利益为50万。 （2）30万，保险利益降到30万。 3.租

户向房东租借房屋，租期10个月。租房合同中写明，租户在

租借期内应对房屋损坏负责，租户为此而以所租借房屋投保

火险一年。租期满后，租户按时退房。退房后半个月，房屋

毁于火灾。于是租户以被保险人身份向保险公司索赔。问（1

）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为什么？（2）如果租户在退房

时，将保单转让给房东，房东是否能以被保险人身份向保险

公司索赔？为什么？ （1）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已经退

租说明对房屋不再具有保险利益。 （2）将保单转给房东存

在2种情况，A如私下转让，保险公司不负责；B如转让通知

保险公司，则应负责。 5.某宾馆投保火险附加盗窃险，在投

保单上写明能做到全天有警卫值班，保险公司予以承保并以

此作为减费的条件。后宾馆与某日被盗，经调查，改日值班

人员因正当理由离开岗位仅10分钟。问保险公司是否能借此

拒绝赔偿？为什么？ 可以拒绝，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中的保

证。 6.何某（男）与林某（女）自小青梅竹马，成年后情深

意笃，但由于两家有矛盾，双方家长均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1994年4月，何、林二人双双南下广东某市打工，为相互照

应及生活方便，两人租用民房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一年

后生育一女孩。1997年4月，一保险营销员到何某工作单位推

销人寿保险，何某以自己为投保人给自己和林某各买了一份

人寿保险，死亡保额均为十万元，受益人为双方所生女孩。

其时，林某因出差在外并不知情。不久后，林某因车祸意外



死亡。何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调查后拒赔。何

某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问：（1）本案中何某对林某是

否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2）保险公司是否应

该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不具有保险利益，因为与

何某不是配偶关系，再则林某也不知情，因为不具有保险利

益所以保险合同无效。 （2）不承担保险金的责任。 7.某货轮

装有冷冻食品一批以及大豆1000吨。货主对这些货物均投保

了一切险并附加战争险和罢工险。货抵目的地后，大豆刚卸

至码头便遇上当地工人罢工。在工人与政府的武装冲突中，

该批大豆有的散落地面，有的被当作掩体，损失近半。另外

，货轮因没有储备足够燃料，以致冷冻设备停机，造成冷冻

食品变质。对这些因罢工而引起的损失，保险公司是否应该

赔偿？ 保险公司应对大豆的损失进行赔偿，对冷冻食品变质

不负责任，因为冷冻食品不属于保险公司承保范围。 8.商人A

从国外进口一批货物，与卖方交易采取的是离岸价格。按该

价格条件，应由买方投保。于是A以这批尚未运抵取得的货

物为保险标的投保海上货运险。问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承保？ 

愿意承保。 9.商人B要出口一批货物到某国，与买方交易采取

的是到岸价格。按该价格条件，应由卖方投保。于是B以这批

货物为保险标的投保海上货运险。货物装船后，B将货物的提

单交给买方并随之转让保单。后在运输途中遇风浪，船舶沉

没，货物灭失。问保险公司是否承保货损的赔偿？是赔给买

方还是卖方？ 具有保险利益，赔个买方。 例题4.1 一企业为

职工投保团体人身保险，保费由企业支付。职工张一指定妻

子刘二为受益人，半年后张一与妻子刘二离婚，谁知离婚次

日张一意外死亡。对保险公司给付的2万元保险金，企业以张



一生前欠单位借款留下一半，另一半则以刘二已与张一离婚

为由交给张一父母。此企业如此处理是否正确？保险金按理

应当给谁？为什么？ 企业如此处理不正确，被保险人死亡保

险金应归受益人所有，如在离婚后更改受益人则父母可享有

。 例题4.2 居民甲不慎煤气中毒死亡，他在生前投保了管道煤

气保险。甲因父母病故，妻子与他相处不和，带着儿子另住

他处，逐指定自己的妹妹为受益人。但甲的妹妹在甲中毒死

亡之前半月病故，问保险公司应如何给付保险金，为什么？ 

受益人先死亡，保险金作为遗产来处理，甲某的妻子和儿子

都有遗产继承权。 例题4.3 某工厂1996年1月1日以来一直向保

险公司投保企业财产险，期限一年。合同到期后该厂提出了

续保的要求。1997年1月7日，该厂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王某

递交了财产保险投保单，投保了85万元的财产保险。王某接

到该厂的投保单并足额收取了保险费。但由于种种原因，王

某未及时将该保单和保险费交到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也

没有向该厂签发保单。在出险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在出险

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赔偿，可对代理人进行处罚，保险人

有权追究代理人责任。 例题4.3 原告王某的丈夫陈某于2000

年6月份到某机床厂喷漆车间工作。同年11月8日，该厂为陈

某等人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金额为6万元人民币的人身平安保险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陈某本人。同月15日，该厂以本厂

关于职工参加保险的规定为依据，在未取得被保险人陈某的

同意下，向保险公司申请，要求将陈某保险单上的受益人变

更为本厂法人代表，即第三者刘某，并确认刘某为保单受益

人。保险公司于11月15日做出保险合同的批单，同意将投保

人陈某变更为刘某，并确定刘某为该报单受益人。2001年1



月6日，该厂发生火灾事故，陈某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1年1月19日，刘某从保险公司取走陈某的人身平安保险

金6万元，此比保险金一直没给王某。2001年3月15日，王某

项人民法完提起诉讼，问法院如何判理？ 保险金应该归原来

的受益人，变更受益人的做法是无效的，要经过被保险人同

意才行。 例题4.4 楚某由两个儿子，楚A已婚，楚B因残疾一

直未婚。1996年11月10日，楚A从保险公司了解到可以为自己

的父母办理人寿保险，遂于楚某商量，除某考虑到楚B在自己

死后难以维持生计，就指定楚B为受益人。次日楚A到保险公

司为其父办理了人寿保险，期限为5年，楚某死亡后保险公司

一次性给付1万元。1998年5月楚某因病住院，楚A未经楚某同

意将保险单交给邻居姜某做质押，借款0.5万元。1998年7月楚

某医治无效死亡。姜某找楚A要求归还借款，后者不还。将

某遂到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1万元。保险公司经

审查认为：姜某不是受益人，无权领取保险金。同时，通知

楚B，要求楚B持保险单前来公司领取保险金。楚B向姜某索

要保险单，将某以保险单为质押物为由拒绝返还。楚B向法院

起诉，要求姜某归还保险单，将某要求归还借款之后归还保

险单。法院受理此案后通知楚A参加诉讼。楚A提出：1万元

保险金为遗产，他有合法继承权，应继承一半份额。请问：

本案应如何审理？ 楚A提出的继承一半的要求不合理，因为

受益人后于被保人死亡，不能作为遗产处理，1万元归楚B所

有，姜某应将保险单还给楚B，由楚B领取保险金。以死亡作

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单，质押的话必须经过被保人同意。 

例题4.5 某企业于19XX年5月28日为全体职工投保了团体人身

意外伤害险，保险公司当即签发了保险单并收取了保险费，



但在保险单上列明，保险期限自同年6月1日起到第二年5月31

日止。投保后两天即5月30日，该企业一职工工余时间去海上

钓鱼，不慎坠崖身亡。保险公司负不负保险责任？为什么？ 

保险公司不负给付责任，保险合同是从6月1日开始的，人身

保险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只有在投缴了保险金后才能生效。 

例题4.6 张某和父亲带着女儿出去旅游，不幸遭遇车祸，三人

全部罹难。张某的妻子闻讯后因被上过度不久也撒手人寰。

张某生前为父亲、自己和女儿购买了人身保险，金额分别为6

万、6万、4万。除张女的保单上明确写明受益人是其父其母

之外，其余两份保单均未指定受益人。但张女的保单上没有

注明保险金的分配方式。张某的母亲和岳父料理万丧事之后

开始处理保险金事宜，问如何分配？ 首先确定的死亡顺序是

：张父、张某、张女、张妻 张父死后的6万元张母得3万，张

某得3万，张某的3万为夫妻共同财产各得1.5万；张某死后

的7.5万张母得2.5万，张妻得2.5万，张女得2.5万；张女死后

的6.5万全部归张妻所有；张妻死后的10.5万全部归张某的岳

父；因此张某的岳父得10.5万，张母得5.5万。 例题4.7 2001年

，客户马女士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5万元，年交保费1400元

。2002年马女士单位分房，喜迁新居。2002年6月将续交保费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其间，保险公司的服务人员多次打电

话，按照客户所留的住址查找，因为客户搬迁，未能与客户

联系，保单于2002年7月31日失效。2002年9月，客户在整理其

个人资料时，发现了保单，按照保单上面所记载的公司电话

查询，得知保单失效，对此表示不满。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实

效期间内的相关责任。文本案如何处理？ 保单失效，责任在

客户，出现变更情况应通知保险公司。 例题4.8 1998年2月，



吴某的父亲为吴某的母亲投保了人寿保险，保险金额为12万

元，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是吴某。2002年3月，吴某与妻

子蔡某决定协议离婚，两岁的女儿归妻子抚养。在家庭财产

处理问题上，二人经多次协商，吴某同意将保单中的受益权

转让给蔡某。由于吴某担心父母想不通，就私下向保险公司

提交了书面的受益权转让申请书，申请将保险单的受益人变

更为蔡某，以便将来把保险金给付蔡某。保险公司在吴某的

再三请求下，在原保险单上更改了受益人。问此转让行为是

否有效，为什么？ 转让行为无效，没有经过被投保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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