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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的经济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叫( )。 A．责任保险 B．

财产保险 C．人身保险 D．保证保险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

考查财产保险的概念。财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财

产保险即财产损失保险，仅指以物质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广义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和损害赔偿责

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2．目前我国企业财产保险的常用险

种主要包括( )和( )两种。 A．水险；火险 B．火险；非火险 C

．基本险；综合险 D．基本险；附加险 参考答案C 解析：本

题考查企业财产险的两大主要险种。企业财产保险是指以投

保人存放在固定地点的财产和物资作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

，其常用险别是企业财产保险基本险和综合险。 3．企业财

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下列选项中的( )

除外。 A．属于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 B．由被保险人经管理

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 C．被保险人与他人共有而由他人负责

的财产 D．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

系的财产 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财产险的保险标的

必须符合的条件。企业财产的保险标的较为广泛，凡是被保

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由被保险

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

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都可以作为企业财产保险

的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与他人共有而由他人负责的财产因被

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不属于保险标的。 4．可以作为企



业财产保险的可保财产的一项是( )。 A．矿藏 B．土地 C．合

法的房产 D．危险建筑 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财产

保险的可保资产项目。矿藏和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属

于与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危险建筑因其致损的可

能性很大，不具有可保性，因而也不属于可保资产项目。 5

．企业财产保险中，基本险与综合险的主要区别在于( )。 A

．前者可保财产的范围小，后者可保财产的范围大 B．前者

不包括企业雇主责任险，而后者包括 C．前者不包括企业的

第三者责任险，而后者包括 D．基本险把“暴雨、洪水、台

风、暴风"等自然灾害作为除外责任，而综合险把这些列入了

保险责任范围 参考答案D 解析：尽管对于具体条款的考查是

少而又少，但是对于每一个险种的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我

们应有一个原则性的掌握，特别像这样的基本区别等。 6．

企业财产保险的承保责任中，保险人应承担的必要合理的费

用支出中不包括( )。 A．抢救保险财产，搬运至最安全地点II

缶时存储的费用 B．洪灾后，清理保险财产而支付的清理淤

泥的合理费用 C．公安、消防救火所损坏的消防器械 D．雹

灾过后，修理保险财产以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费用 参考答

案C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财产保险中保险人应承担的必要合

理的费用支出。保险人应承担的必要合理的费用支出是被保

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和合理的费

用，主要是被保险人支出的必要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或者

减少保险标的损失。C项不是由被保险人支出的，因而不属

于保险人应承担的必要合理的费用支出。 7．属于企业财产

综合险的保险责任的是( )。 A．由锈蚀引起的水箱、水管爆

裂造成的损失 B．保险责任范围内列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造成的损失 C．地震造成的损失 D．存放在露天或罩棚下的

保险标的，因暴雨暴风造成的损失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

查企业财产综合险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的内容虽多，但不

必将所有的都死记硬背，常考点往往是有比较的地方。本题

很典型。首先，企业财产基本险和综合险的主要差别在于综

合险除了承保基本险的责任以外，还负责赔偿因暴雨、洪水

、台风、暴风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所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

。因此，这部分损失对于基本险属于责任免除部分，对于综

合险则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之内。其次，地震造成的损失不

论对于基本险还是综合险都属于责任免除之列。最后，综合

险的责任免除还包括堆放在露天或罩棚下的保险标的以及罩

棚由于暴风、暴雨所遭受的损失，这是相对于基本险的责任

免除所增加的内容。 8．财产保险基本险对( )造成的损失，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 A．火灾 B．爆炸 C．暴雨 D．雷击 参考

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查企业财产险的除外责任。只要记住综

合险与基本险的根本差别，本题就不难选对。 9．下列风险

中，财产保险基本险和综合险都不予以承保的风险是( )。 A

．泥石流 B．地震 C．洪水 D．龙卷风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

考查企业财产险的除外责任。详见第7题解析。 10．按照我国

现行的企业财产保险条款规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账外

财产和代保管财产的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确定方法是不相

同的，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按确定( )。 A．出险时的重置价

值 B．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C．投保时的全新购人价 D．投保时

的重置价值 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

的确定方法。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指保险财产出险时的重

置价值，流动资产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财产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 11．企业流动资产的保险金额是按( )账面余额确定，或由

被保险人自行确定。 A．最后12个月平均 B．最后1 2个月任

意月份 C．最后24个月平均 D．最后24个月任意月份 参考答

案B 解析：本题考查流动资产的保险金额的确定方法。流动

资产保险金额的确定方法有两种：一是按最近12个月任意月

份的账面余额确定；二是由被保险人自行确定，即以投保月

份往前倒推1 2个月中的任意一个月的流动资产账面余额确定

。 12．在企业财产保险中，确定流动资产保险价值的依据是(

)。 A．被保险人最近12个月任意月份的账面余额 B．被保险

人最近12个月的平均账面余额 C．被保险人12月份的账面余

额 D．被保险人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参考答案D 解析：与上题

不同，本题考查流动资产的保险价值的确定而不是保险金额

的确定。流动资产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财产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 13．某项财产的保险价值为100万元，投保人向甲、乙两个

保险人签订了保险金额分别为80万元和60万元的保险合同，

保险事故造成实际损失是70万元，则甲保险公司应赔偿( )。

A．80万 B．40万 C．30万 D．20万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

查企业财产险在重复保险情况下赔款的分摊。根据我国法律

，重复保险的，如无特别约定，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比例承

担赔偿责任。应与第四章关于损失分摊原则的有关内容相联

系。即某保险人责任＝(某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所有保险人的

保险金额之和)×损失额。 14．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低于保险

价值的，当发生财产的全部损失时，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

险人按( )承担赔偿责任。 A．保险金额 B．保险价值 C．保险

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 D．实际损失数额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财产保险赔偿的最高限额。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低



于保险价值的，当发生财产的全部损失时，除合同另有约定

外，保险人按保险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当发生财产的部分损

失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 15．某企业投保

企业财产综合险，固定资产按照账面原值投保，保险金额

为100万元。在保险期间内，因山洪导致该企业房倒屋塌，机

器设备受损，损失达50万元。出险时，其固定资产重置价值

为200万元。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为( )。 A．75万元 B．25万

元 C．62．5万元 D．50万元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企业

财产保险赔偿金额的计算，具有一定的综合性。首先分析本

题所涉的损失属于部分损失，其次，判断保险金额与保险价

值的关系。本题所涉保险财产属于固定资产，按账面原值投

保，其保险金额为100万元。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指保。险

财产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即200万元。因此，本题中，保险金

额低于保险价值。部分损失的，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

其赔偿金额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即赔款＝(保

险金额÷保险价值)×损失额＝(100万元÷200万元)×50万元

＝25万元。 16．在财产保险中，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

，被保险人所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施救费用也应得到保险人

的赔偿，对于施救费用的赔偿和保险标的损失的赔偿，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分别计算，以一倍保险金额为限 B．分

别计算，各以一倍保险金额为限 C．一起计算，以一倍保险

金额为限 D．一起计算，以两倍保险金额为限 参考答案B 解

析：本题考查对施救费用进行赔偿的有关规定。施救费用的

赔偿金额应当在保险标的损失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

险金额。若受损保险标的按比例赔偿，则该项费用也按同样

比例赔偿。 17．以保险储金的利息收人作为保险费，在保险



期满时，不论被保险人在此期间有无获得赔偿，保险人均退

还全部保险储金。这种保险是( )。 A．普通家庭财产保险 B．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 C．投资保障型家庭财产保险 D．以上均

不对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家庭财产两全保险的概念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是一种兼具经济补偿和到期还本性质的

险种，它所交纳的是保险储金，仅将利息作为保险费，保险

期满后，保险人如数退还保险储金。投资保障型家庭财产保

险具有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投保人所交付的是保险投资金(

必须按份购买)。被保险人除了可得到保险金额的保险保障外

，保险期满后，还可领取保险投资金本金及一定的投资收益

。 18．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是具有( )的保险。 A．代管财产与

他人共有财产相混合 B．比例赔偿与第一危险赔偿两种赔偿

方式 C．经济补偿与到期还本双重性质 D．普通财产保险与

责任保险 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家庭财产两全保险的最

根本特征。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是一种兼具经济补偿和到期还

本性质的险种，它所交纳的是保险储金，仅将利息作为保险

费，保险期满后，保险人如数退还保险储金。 1 9．投保5年

期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如果投保当时，5年期年利率为3％，

保险费率为5％，那么投保保险金额为1000元的家庭财产两全

保险，相应的保险储金应为( )。 A．50元 B．333．33元 C

．30元 D．200元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家庭财产两全保

险保险储金的计算方法。因为家庭两全保险所交纳的是保险

储金，仅将利息作为保险费，所以其所缴纳的保险储金应当

以能够保证保险费的足额缴纳为限。本题计算过程如下： 所

需保险费＝1000×5％＝50(元)；所需保险储金＝50÷5÷3％

＝333．33(元) 20．家庭财产保险中，室内财产的赔偿方式一



般是( )。 A．第一危险 B．比例分摊 C．按实际损失 D．按保

险金额 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家庭财产保险的赔偿方式

。家庭财产保险的赔偿处理一般会根据财产性质采用不同的

赔偿方式。室内财产的赔偿主要采甩第一危险赔偿方式，即

只要损失金额在保险金额之内，保险人都负赔偿责任，之外

的则不负赔偿责任。 21．在下列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开始

就不能解除的合同是( )。 A．家庭财产保险合同 B．机动车辆

保险合同 C．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D．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参考答案C 解析：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

人在法定情形下也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对于货物运输保险

合同和运输工具航程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后，合同当事

人都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往往可以

随着提货单的转移而转移。 22．在机动车辆损失险中，保险

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包括( )等。 A．外界物体倒塌造成

的本车损失 B．受本车所载货物撞击的损失 C．所装货物与

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造成的本车损失 D．保险车辆与外界物

体的意外撞击造成的本车损失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机

动车辆损失险的责任免除。可以结合保险责任的规定来记忆

。主要是关于碰撞的有关规定容易成为考点。碰撞属于机动

车辆损失险的保险责任，是指保险车辆与外界静止的和运动

的物体的意外撞击，包括保险车辆与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造

成的本车损失和保险车辆装载的物体与外界的意外撞击所造

成的本车损失，而不包括受本车所载货物撞击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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