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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小题0.5分，共50分。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

正确的，选对得0.5分，多选、不选或错选均得0分。） 1．从

我国人身保险经营的实际情况来看，人身保险业务中占据主

要和基本险种地位的险种是（ ） a.健康保险 b.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c.人寿保险 d.万能保险 2．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有效

期间，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后的一定时期（如180天或90天

等）被称为（ ） a．追溯期限 b.责任期限 c.扩展期限 d.保障期

限 3．在健康保险中，专门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用保障的

保险被称为（ ） a.补偿保险 b.给付保险 c.医疗保险 d.收入保

险 4．保险人厘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率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是（ ） a．年龄 b.性别 c.职业 d.体格 5．当万能寿险的被保险

人遭受保险事故死亡时，保险人支付的全部死亡给付额是（ 

） a． 现金价值与纯保险金额之和 b.现金价值与纯保险金额

之差 c．现金价值和纯保险金额两者中较大的 d.现金价值和纯

保险金额两者中较小的 6．按被保险人的年龄分类，人身保

险的种类包括（ ）等 a．老年保险和成人保险b.健体保险和标

体保险 c．儿童保险和成人保险d.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7．丈

夫为妻子投保死亡保险一份，五年后夫妻离婚，则离婚后保

险合同的效力状况是（ ） a．立即失效 b.自动解除 c.继续有

效 d.中止效力 8．在万能寿险中，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与纯保

险金额是分别计算的。这种做法所体现的万能寿险的特征之

一是（ ） a．具有被约束性 b.具有强约束性 c.具有弱约束性 d.



具有非约束性 9．当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暂时丧失劳动能

力而不能工作时，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停工收入损失保险金

的保险被称为（ ） a．疾病停工收入损失保险 b.意外伤害停

工收入损失保险 c．家庭收入损失保险 d.一般收入损失保险

10．在健康保险的成本分摊条款中，有一个针对一些金额较

低的医疗费用支出作出不赔规定的条款。这个条款被称为（ 

） a．免赔额条款 b.控制成本条款 c.小额不计条款 d.合理拒付

条款 11．健康保险的承保条件比人寿保险的承保条件严格的

多，对被保险人要进行严格的投保审查。通常，保险人审查

被保险人所依据的资料是（ ） a．投保人的陈述 b.保险人的

调查 c.被保险人的陈述 d.被保险人的病历 12.在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区分和把握不可保意外伤害的要点是（ 

） a． 如果承保，是否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承保质量b如果

承保，是否将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社会信誉 c.如果承保，是

否将立即影响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 d 如果承保，是否将损害

公众利益或违反法律要求 13．在万能寿险的经营过程中，保

险人定期给保单持有人寄去类似年报一样的报告。通常，这

种报告的寄送周期为（ ） a．一月 b.一季 c.半年 d.一年 14．

在人身保险中，可以用来测定对人身保险需求程度的方法之

一是（ ） a．“生存价值”理论 b.“生命价值”理论 c.“生

活成本”理论 d.“生命意义”理论 15．在人身保险中，人们

通常将由于人体内在的原因而造成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痛苦或

不健全称为（ ） a．疾病 b.失衡 c.缺陷 d.伤 害 16．在法律上

发生效力的死亡有多种情况，其中，未订有失踪条款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人应该承担保险责任的死亡是（ ） a．

宣告死亡 b.推断死亡 c.生理死亡 d.心理死亡 17．与传统人寿



保险相比，万能寿险在经营管理方面所具有的特征是（ ） a

．封闭性 b.透明性 c.可靠性 d.单一性 18．当意外伤害保险作

为附加条款投保时，须附加于主险之上。最为普遍的主险是

（ ） a．人寿保险 b.医疗费用保险 c.建筑安装工程保险 d.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19．在残疾收入补偿保险中，对于部分残

废的保险金计算公式是（ ） a．部分残疾给付=全部残疾给

付x（残疾前的收入-残疾后的收入）/残疾后的收入 b． 部分

残疾给付=全部残疾给付x（残疾前的收入-残疾后的收入）/

残疾前的收入 c． 部分残疾给付=全部残疾给付x（残疾前的

收入-残疾后的收入）/全部残疾给付 d． 部分残疾给付=全部

残疾给付x（残疾后的收入-残疾前的收入）/残疾后的收入 20.

下列意外伤害保险中，属于普通意外伤害保险的是（ ） a．

建筑工地意外任务保险 b.学生团体平安保险 c.索道游客意外

伤害保险 d. 游泳池意外伤害保险 21．在万能寿险中，保单持

有人要求提高保险金额的前提条件是（ ） a．保单持有人具

备可信性 b.保单持有人具备可靠性c．保单持有人具备可知

性d.保单持有人具备可保性 22.在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金额

的确实无客观依据，通常采用约定的方式来确定。其考虑的

主要因素之一是（ ） a．保险人的承保能力 b.代理人的推销

力度c．被保险人对保险的需求程度d.受益人对保险的需求程

度 23.因被保险人风险程度属于正常标准范围，可以按照标准

保险费率承保的人身保险被称为（ ） a．标准体保险 b.次标

体保险 c.特优体保险 d.完美体保险 24．在万能寿险中，保单

持有人在缴纳了一定量的首期保险费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愿选择任何时候缴纳任何数量的保险费。那么，保单持有人

享有这种权利的前提条件是（ ） a． 保单的现金价值足以支



付保单的相关费用b保单的现金价值足以支付保单的相关给付

c.保险人的保险基金足以支付保单相关费用 d 保险人的保险基

金足以支付保单相关给付 25．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意外

事故的发生和被保险人遭受人身伤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内在的

必然联系，即意外事故是（ ） a．被保险人遭受伤害的因素b.

被保险人遭受伤害的原因c．被保险人遭受任务的结果d. 被保

险人遭受伤害的构件 26．在残疾收入被偿保险中，被保险人

在丧失能力后的一段时间（比如3个月或6个月）内保险人不

给付任何保险金。这段不给付保险金的期间通常被称为（ ）

a．观察期 b.公示期 c.推迟期 d.理算期 27．健康保险的种类中

既有给付性的又有补偿性的。下列健康保险中，属于给付性

的险种是（ ） a．住院保险 b.普通医疗保险 c.特种疾病保险 d.

综合医疗保险 28．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保险人给付保险

金的条件是被保险人必须因遭受客观事故而导致某种后果，

如（ ） a．死亡或疾病 b.疾病或失业 c.退休或残疾 d.残废或死

亡 29．万能寿险是最出现于美国寿险市场上。这出现的大概

时间是（ ） a．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b.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c.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 d.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30．人身保险业务有长

期和短之分。其中，短期人身保险业务所指的保险期限长度

为（ ） a．一年或一年以下 b. 一年以上 c.十年以上 d.十五年

以下 31．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长期健康保险的经营

机构是（ ） a．财产保险公司 b.信用保险公司 c.责任保险公

司 d.人寿保险公司 32．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意外事故发

生的原因必须是意外的、偶然的和（ ） a．可预知的 b. 可测

定的 c多变化的 d.不可预见的 33.从变额寿险的运行原理来看

，一国开发变额人寿保险应该具备最基本的条件是（ ） a．



健全的资本市场 b.初步的货币市场 c.安全的存款制度 d.开放

的汇率制度 34.下列不属于人身保险的保险事故形式的是（ ）

a．死亡 b.疾病 c.伤残 d.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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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