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代理人考试题型训练四（附答案）保险从业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3/2021_2022__E4_BF_9D_

E9_99_A9_E4_BB_A3_E7_c35_593021.htm 1．所谓保险利益原

则是指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的过程中，( )对保险标的必须

具有的保险利益。 A．投保人 B．保险人 C．受益人 D．保险

代理人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从主体的角度考查了保险利益原

则的概念。 2．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合法的、经济上

的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这体现了保险的( )原则。 A．

可保风险 B．保险利益 C．最大诚信 D．损失补偿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险利益原则的含义。B、C、D三项为保险

的基本原则，其含义差异较大，很容易判断出来。 3．在财

产保险中，除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时效有一定的

灵活性之外，一般要求，保险合同在( )存在保险利益。 A．

投保时 B．索赔时 C．出险时 D．从订立至终止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时效问题。在财产保

险中，一般要求从合同订立至合同终止，自始至终都应存在

保险利益。如果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发生损失时已无保险

利益，则无权向保险人索赔。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是个例外

，规定在投保时，投保人可以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受损索赔

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4．在人身保

险中，强调在保险合同( )时，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A

．订立 B．终止 C．变更 D．履行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

了人身保险利益存在的时效。与财产保险不同，人身保险的

保险利益必须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即保险利益是订立合

同的必要前提条件，但不是给付的前提条件。无论投保人是



否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均按合同中约定的条件给付保险金

。 5．保险合同中要求做到最大诚信，即要求( )在订立与履行

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中要做到最大化的诚实守信。 A．投保

人 B．保险人 C．保险人与投保人 D．保险代理人与投保人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查了最大诚信原则的约束范围，也属

于从某一角度考查基本概念的题型。最大诚信原则约束的是

保险双方当事人，包括保险人、投保人。 6．我国现行《保

险法》规定，应采用( )的告知形式。 A．无限告知 B．询问回

答告知 C．书面告知 D．口头告知 参考答案B 解析 告知按形

式划分可分为无限告知和询问回答告知。无限告知是指法律

或保险人对告知的内容没有明确性的规定，投保人应将保险

标的的危险状况及有关重要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询问回答

告知是指投保人只对保险人所询问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而

对询问以外的问题投保人可无须告知。在我国，保险立法要

求投保人采取询问回答的形式履行其告知义务。告知采用口

头形式或书面形式均可。 7．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要求投

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某种事态存在

或不存在的许诺称之为( )。 A．告知 B．要约 C．承诺 D．保

证 参考答案D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证的概念。告知是指合同订

立前、订立时及在合同有效期内，要求当事人依法实事求是

地向对方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

两大步骤，保险合同的订立中，要约一般是指投保人提出保

险要求，承诺就是保险人对投保人提出的投保申请做出同意

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同意承保。 8．根据保证的事

项是否存在，保证可以划分为( )。 A．确认保证和承诺保证 B

．对外保证和对内保证 C．默示保证和明示保证 D．口头保



证和书面保证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证的分类。根据

保证的形式，可分为明示保证和默示保证，确认保证和承诺

保证都属于明示保证。 9．一般是国际惯例所通行的规则，

习惯上或社会公认的被保险人应在保险实践中遵守的规则，

并不载明于保险合同中，这些规则称为( )。 A．默示保证 B．

明示保证 C．确认保证 D．承诺保证 参考答案A 解析 保证按

其存在的形式划分，可分为明示保证与默示保证，本题考查

了默示保证的含义。明示保证指以文字或书面的形式载明于

保险合同中，默示保证则未在保单中订明，但订约双方在订

约时都清楚，一般根据有关的法律、惯例及行业习惯来决定

。 10．保证是最大诚信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投保人或者被

保险人对过去或现在某一特定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保证属

于( )。 A．明示保证 B．默示保证 C．确认保证 D．承诺保证

参考答案C 解析 根据保证的形式，可分为明示保证和默示保

证。根据保证事项是否已存在，明示保证又可分为确认保证

和承诺保证。前者指投保人对过去或现在某一特定事实的存

在或不存在的保证。后者指投保人对将来某一事项的作为或

不作为的保证，即对该事项今后的发展作保证。 11．弃权指(

)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某种权利。 A．投保人 B．

受益人 C．保险人 D．被保险人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题考核弃

权的概念。告知、保证、弃权和禁止反言是最大诚信原则的

具体内容，其履行主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告知的履行主体

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即投保人和保险人，也包括被保险人

；保证义务的履行主体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弃权和禁止反

言针对的都是保险人。 12．在最大诚信原则中，弃权与禁止

反言约束的主要对象是( )。 A．投保人 B．保险人 C．保险代



理人 D．投保人与保险代理人 参考答案B 解析 见上题解析。

13．在保险合同生效后，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

损失时，通过保险的赔偿，使被保险人恢复到受灾前的经济

原状，但不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额外收益，请问这体现了保

险的( )。 A．保险利益原则 B．损失补偿原则 C．最大诚信原

则 D．损失分摊原则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损失补偿原

则的基本概念。 14．某公司拥有一幢价值i00万元的两层办公

用小楼，分别与甲乙两个保险公司签订了财产保险合同。保

险金额分别是60万与90万元，已构成重复保险。后该办公楼

遭受火灾，损失达90万元，按照以保险金额为基础的比例责

任制的方式，甲、乙两家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款分别为( )。

A．36、54 B．45、45 C．60、30 D．30、60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在重复保险情况下，按照比例责任制的方式赔偿的

分摊计算方法，即各保险人按其承保的保险金额占总的保险

金额的比例分别支付赔款，公式为：某保险人责任＝(某保险

人的保险金额／所有人的保险金额之和)×损失额。具体分析

，甲保险人责任＝(60／1 50)× 90＝36；乙保险人责任＝(90

／150)× 90＝54。我国一般采用比例责任制的分摊方法，另

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对于这种计算方法的举例尤其要好好

理解。 15．A、B两家保险公司承保同一财产，其中A公司承

保4万元，B公司承保6万元，已构成了重复保险。如发生了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5万元，A公司在无B公司承保的情况下

，应赔付4万元，B公司在无A公司的承保的情况下，应赔付5

万元。请问，如果合同约定按照责任限额分摊，A、B两家保

险公司分摊的赔款分别为( )。 A．4万、1万 B．4万、5万 C

．2．22万、2．78万 D．2．3万、2．7万 参考答案C 解析 本



题考查了重复保险中，按照限额责任制的方式计算赔款的方

法，即保险人分摊赔款额不以保额为基础，而是按照在无他

保的情况下各自单独应负的责任限额进行比例分摊赔款。公

式为：某保险人责任＝(某保险人独立责任限额／所有保险人

独立责任之和)×损失额。 16．某公司就其同一项财产向甲、

乙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保额分别为10万元和12万元，甲

公司先出单，乙公司5天后出单。被保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

内的损失达16万元，如按照顺序责任分摊方式，甲乙两家保

险公司应分别赔款( )。 A．7．27万、8．73万 B．10万、6万

C．8万、8万 D．4万、12万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重复

保险情况下顺序责任制方式的计算方法，即各保险人所负责

任依签订保单顺序而定。具体而言，由其中先订立保单的保

险人首先负责赔偿，当赔偿不足时再由其他保单依次承担不

足的部分。 17．依据我国《保险法》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

外，重复保险的赔款分摊一般采用( )方式。 A．比例责任制 B

．限额责任制 C．顺序责任制 D．由投保人指定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了《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赔款分摊方式的规

定。我国《保险法》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重复保险的

赔款分摊一般采用比例责任制方式。 18．在重复保险的情况

下，各家保险公司的赔款分摊不以其保险金额为基础，而是

在假设不存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以各家公司单独应负的赔

款金额占各家保险公司赔偿金额之和的比例分摊损失金额。

这种分摊方式是( )。 A．比例责任制 B．限额责任制 C．顺序

责任制 D．均等责任制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了限额分摊

方式的定义。再次提醒，重复保险三种分摊方式概念上非常

清晰，计算上简单而又富有条理性，这种类型的内容正是命



题的最佳选择，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举有实例的，一定

要结合举例，透彻理解。 19．下列保险合同中，适用代位追

偿原则的合同是( )。 A．责任保险合同 B．定期寿险合同 C．

年金保险合同 D．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参考答案A 解析 本题考

查代位追偿原则的适用。代位追偿又称代位求偿，是指当保

险标的因第三者责任而遭致保险损失，保险人自支付保险赔

偿金之日起得向该第三者请求相应赔偿。行使代位求偿的重

要前提条件是保险标的损失的原因是由于第三者的行为所致

的保险事故。本题中，A项责任保险合同和D项意外伤害保险

合同符合这一前提，其他两项不存在第三者的行为所致的保

险事故这一损失原因，得以排除。但是，代位求偿权一般不

适用于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

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

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

者请求赔偿。”D项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属于人身保险合同，

不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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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