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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死亡、伤残

、疾病、年老等事故或生存至保险期满时给付保险金的保险

业务称之为( )。 A．人寿保险 B．人身保险 C．健康保险 D．

养老保险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身保险的概念，注意

区分人身保险与人寿保险概念的不同。人寿保险是人身保险

的一种，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相并列。 2．人身

保险的保险标的可以是( )。 A．人的生命或身体 B．个人的财

物 C．个人应付的赔偿责任 D．个人应尽的抚养义务 参考答

案A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身保险的标的。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

的生命或身体。 3．被保险人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死亡，或

在合同规定期限期满时仍生存，保险人均按照合同规定给付

保险金的保险是( )。 A．死亡保险 B．生存保险 C．生死两全

保险 D．年金保险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重点考查了生死两全

保险的定义。人寿保险分为死亡保险、生存保险和两全保险

。生存保险，以被保险人在约定期限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

；死亡保险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两

全保险，又称生死合险，是将定期死亡保险和生存保险结合

起来的保险，无论被保险人在约定期内死亡或被保险人生存

到约定期满，保险人都给付保险金；年金保险是指对被保险

人在生存期间给付一定金额的生存保险。 4．年金保险是指

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每年均向其给付一定保险金的保险，

从给付条件的角度看，年金保险也属于( )。 A．死亡保险 B．



生存保险 C．生死两全保险 D．分红保险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

题考查了年金保险的概念。见上题解析。 5．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被保险人中至少尚有一个生存者作为年金的给付条件

且给付金额不发生变化的年金称为( )。 A．联合年金 B．个人

年金 C．最后生存者年金 D．联合及生存者年金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查了最后生存者年金的概念。按被保险人人数，

可将年金保险分为：①个人年金，即以一个被保险人生存作

为年金给付条件的年金；②联合年金，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被

保险人均生存作为年金给付条件的年金；③最后生存者年金

，指年金的给付持续到最后一个被保险人死亡为止，且给付

金额保持不变；④联合及生存者年金，指年金的给付将一直

持续到最后一个被保险人死亡为止，但给付金额将根据仍然

生存的被保险人人数进行相应的调整。 6．以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被保险人中至少尚有一个生存作为年金给付的条件，但

给付金额随着被保险人人数的减少而进行调整的年金称之为(

)。 A．个人年金 B．联合年金 C．最后生存者年金 D．联合

生存者年金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联合生存者年金的概

念，见上题解析。 7．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投保人申

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保险合

同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必须在合同成立

之日起( )之内。 A．1年 B．2年 C．3年 D．5年 参考答案B 解

析 本题考查了保险人依照年龄误告条款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

间限制。 8．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除非另有约定，保

险合同的宽限期为( )。 A．30天 B．60天 C．90天 D．120天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险法对宽限期的要求，我国《

保险法》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



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超过规定的期限六

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

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9．根据《保险法》有

关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

，而且距保险合同的成立超过1年，但不足2年的，保险公司

的理赔方案是( )。 A．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全额退

还已交保费 B．不承保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退还保单对应

现金价值 C．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且不退保费 D．

全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

险法》对自杀条款的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

，被保险人自杀的，属于除外责任，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

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满两年后，如

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10．

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

同，自成立之日满两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的

理赔方案是( )。” A．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全额退

还已交保费 B．不承保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退还保单对应

现金价值 。 C．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且不退保费 D

．全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参考答案D 解析 见上题解析。

11．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人寿保险合同投保人不按期

缴纳保险费导致合同效力中止，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 )内

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A．1年 B．2年 C

．3年 D．5年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合同复效条款中复

效期限的规定。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复效期限为两年。 12

．人身保险保险标的价值无法用货币衡量这一特点决定了人



身保险的特性(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除外)之一是( )。 A

．补偿性 B．还原性 C．给付性 D．替代性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身保险的特征。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价值无法

用货币衡量，因此，人身保险不具有补偿性，而是由合同双

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保险金额，并依约定的金额为给

付。 13．丈夫以妻子为被保险人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两全保险

一份，并指定他们的儿子为保单唯一受益人。3年后，丈夫和

妻子因感情破裂离婚。则该保单的效力状况是( )。 A．合同

效力中止 B．合同效力终止 C．合同部分有效 D．合同继续有

效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险合同的效力。本题中，夫

妻离婚并不影响保单的效力，合同继续有效。 14．某人购买

终身死亡保险一份，保险人提供的缴费方式有三种，它们分

别是：趸交保费P1，终身交费的年交保费P2，限期10年交费

的年交保费P3。则P1、P2、P3之间的关系是( )。 A．P1gt.P2 B

．P1C．P2gt.P1 D．P3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费的确

定。本题较为灵活，但稍作分析便不难得出答案。趸交保费

，即一次性交足保费，这是受到鼓励的情形，其保费最低，

限期10年的保险比终身保险的期限要短，因此，其按年缴纳

保费的，保费相对小于后者。 15．人身保险的作用之一就是

它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投资手段。下列所列的人身保险中，

不能作为投资手段的是( )。 A．生死两全保险 B．分红保险 C

．投资连结保险 D．定期死亡保险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

了人身保险的投资作用的体现。两全保险，又称生死合险，

储蓄性极强，其纯保费由危险保费和储蓄保费组成，前者用

于保险期限内死亡给付，后者则逐年积累形成责任准备金，

即可用于中途退保时支付退保金，也可用于生存给付。分红



保险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

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投资连结

保险是一种寿险与投资相结合的新型寿险产品，是指包含保

险保障功能并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身

保险产品。定期死亡保险不具有投资功能。 16．某公司

有1000多名员工，现投保团体人寿保险，如果保险费全部由

雇主承担，则该公司参保职工的比例是( )。 A．不低于50％ B

．不低于70％ C．不低于90％ D．等于100％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团体人寿保险。团体人寿保险是用一张总的保险

单对一个团体的成员及其生活依赖者提供人寿保险保障的保

险。在团体人寿保险中，投保人是团体组织，被保险人是团

体中的在职人员。若保费是全部由雇主负担，则全部职工都

必须参加保险。 17．假如人寿保险合同中无自动垫缴保费条

款，则投保人在宽限期满后仍未缴付保费的法律后果是( )。A

．保险合同终止 B．保险合同消失 C．保险合同解除 D．合同

效力中止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寿保险合同的宽限期

条款。在投保人未按期缴纳后期保费，且宽限期届满的情况

下，保险合同效力中止。超过一定时期之后，仍未达成复效

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18．某两全保险合同的被保

险人因疾病死亡，保险人在理赔时发现该保单已进行两次保

费自动垫交，且投保人均未补交。则保险人的正确处理方式

是( )。 A．给付保险金，但须扣除垫交保费的本利和 B．给付

保险金，但须先补交垫交保费的本利和 C．不给付保险金，

但可以返还全部保险费 D．不给付保险金，只返还保单现金

价值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寿保险合同的自动垫交条

款。保险合同生效满一定期限之后(一般是1年或2年之后)，



如果投保人不按期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则自动以保单项下积

存的现金价值垫交保险费。对于此项垫交保险费，投保人要

偿还并支付利息。在垫交保险费期间，如果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人要从应给付的保险金中扣除已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

当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达到退保金的数额时，保险合同即行

终止。本题中，没有说明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达到退保金的

数额，因此应当给付保险金，但须扣除垫交保费的本利和。

19．在人寿保险的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中，有未来法和过

去法之分。就未来法而言，现在的责任准备金等于将来预期

给付的保险金的( )与未来可以收进来的未缴保费的( )之差。

A．现值；现值 B．终值；终值 C．现值；终值 D．终值；现

值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了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

法之一未来法的定义。未来法是指用将来保险金给付的现值

与未来可收的未交保费的现值的差额来计算责任准备金。即

责任准备金的数额一未来给付的保险金的现值扣除未来应收

取的保险费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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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