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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厂电厂电厂电厂财产财产财产财产保险保险保险保险综合险附加险条款综合险附加险条款综合险附加险条款综合险附加险条款    

（（（（本条款适用电厂行业本条款适用电厂行业本条款适用电厂行业本条款适用电厂行业））））    

包括扩展类、限制类和规范类三大类别，共 118 个附加险条款，其中扩展类附加条款 77 个，

限制类附加条款 6个，规范类附加条款 35 个。 

一一一一、、、、扩展类扩展类扩展类扩展类    

1111．．．．沙尘暴扩展条款沙尘暴扩展条款沙尘暴扩展条款沙尘暴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沙尘暴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对广告牌、天线、太阳能装置、霓虹灯等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存放于露天或简易建筑内的

保险标的以及简易建筑本身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222．．．．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烈度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所在地抗震设防标准的地震或由此引起的海啸、

火灾、爆炸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由于建筑物未达

到国家建筑质量要求（包括抗震设防标准）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保险标

的因连续 72 小时内遭受一次或多次地震（余震）所致损失视为一次事故。 

被保险人应向保险人提供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设防达标证明、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及主要原材

料工艺质量证明，被保险人未能提供上述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不真实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超过主险保险金额的 80%。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免赔额不低于人民币 40万元或损失金额的 5%，两者以高者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333．．．．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由于自燃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每次事故免赔额不得低于损失金额的 10%。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444．．．．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自燃扩展条款 BBBB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财产在列明地域范围内由于自燃、

渗漏、鼠咬、虫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555．．．．盗窃盗窃盗窃盗窃、、、、抢劫抢劫抢劫抢劫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使用暴力手段进出保险标的座落地址或被电子监测系统记录的，并经公

安部门证明确系盗窃或抢劫行为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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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险人雇员、家庭成员及寄宿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盗窃及内外串通、故意纵容他

人盗窃或抢劫所致的损失； 

（二）放置在室外的保险标的遭受的盗窃损失； 

（三）保险标的座落地址发生火灾、爆炸时保险标的遭受的盗窃损失； 

（四）无合格的防盗措施、无专人看管或无详细记录情况下发生的损失； 

（五）营业或工作期间、进出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损失； 

（六）盘点时发现的短缺。 

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破案追回的保险标的，仍归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应将已获赔款退还

保险人；对被追回保险标的的损失部分，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666．．．．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 A A A A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非暴力侵入保险地点引起的盗窃损失。 

本条款不负责： 

（1）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不忠实或不诚实而造成的损失； 

（2）盘点时发生的不可解释的遗失或短量。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7777．．．．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盗窃扩展条款 B B B B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财产因遭抢

劫、偷窃或盗贼侵入被保险财产存放处（以下简称“盗窃”）而造成的灭失或损坏（以下简称“损

失”）。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 

（2）被保险人的家属或雇用人员或同住人员或寄宿人员盗窃或纵容他人盗窃保险财产而造

成的损失； 

（3）在保险财产存放处所无人居住或看管超过七天的情况下保险财产被盗窃而造成的损

失； 

（4）在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保险财产被盗窃而造成的损失； 

（5）在发生火灾时保险财产被盗窃而造成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罢工罢工罢工罢工、、、、暴乱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暴乱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暴乱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暴乱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在罢工、暴乱或民众骚动期间，由于参与罢工、暴乱或民众骚动的人员造成

保险标的的损失，以及因发生抢劫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但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命令、没收、征用或拆毁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参与人员或其他人故意

纵火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恶意破坏扩展条款恶意破坏扩展条款恶意破坏扩展条款恶意破坏扩展条款    



                          电厂财产保险综合险附加险条款 

 3

经双方同意，由于第三者恶意破坏行为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负责赔偿。但除另有约定外，对作为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玻璃破碎损失，以及盗窃、抢劫导致

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发生本附加条款项下的损失后，被保险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自动喷淋系统水损扩展条款自动喷淋系统水损扩展条款自动喷淋系统水损扩展条款自动喷淋系统水损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自动喷淋系统的突然破裂、失灵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自动喷淋系统本身的损失； 

（二）严寒致使自动喷淋系统的破裂造成的损失； 

（三）自动喷淋系统未处于工作状态或废弃期间发生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碰撞碰撞碰撞碰撞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非被保险人及其雇员所有的或管控的动物、车辆及船舶等交通工具的碰

撞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2121212．．．．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

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3131313．．．．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或本保险合

同中载明地址外被保险人所有的上述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4141414．．．．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CCCC    

经双方同意，由于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

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外的非被保险

人所有的上述设备因意外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5151515．．．．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DDDD    

经双方同意，由于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

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6161616．．．．烟熏扩展条款烟熏扩展条款烟熏扩展条款烟熏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意外事故引起烟熏造成保险标的的直接物质损失或清除污迹的费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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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7171717．．．．恐怖活动恐怖活动恐怖活动恐怖活动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恐怖活动引起火灾、爆炸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对下列损失不负责赔偿： 

（一）公共当局没收、临时或永久征用所致的损失； 

（二）由于建筑物临时或永久被非法占据所致的损失； 

（三）由于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所致的损失。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超过主险保险金额的 70%。 

每次事故免赔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0万元。 

保险人可解除本附加条款项下的责任，但须提前 48 小时向投保人签发解约通知书注销本条

款。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8888．．．．污闪污闪污闪污闪、、、、雾闪损失条款雾闪损失条款雾闪损失条款雾闪损失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项下扩展保险财产因“污闪”和“雾闪”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直接

物质损失。“污闪”和“雾闪”适用电力行业定义。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9191919．．．．突然意外污染责任条款突然意外污染责任条款突然意外污染责任条款突然意外污染责任条款    

本条款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保期内由于突然、意外的污染引起的人身伤害和损失的赔偿责

任，仅限于被保险人能证明该污染是属： 

（1）保期内发生的突然的、特殊及可查明的事件的直接结果。 

（2）不是因被保险人未对防止这种污染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产生的直接结果。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0202020．．．．油气管道损坏扩展条款油气管道损坏扩展条款油气管道损坏扩展条款油气管道损坏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下列原因导致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输油或输气管道本身的损失，保险人

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地面突然下陷下沉； 

（二）非被保险人及其雇员所有的或管控的牲畜、车辆及船舶等交通工具的碰撞。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1212121．．．．玻璃破碎扩展条款玻璃破碎扩展条款玻璃破碎扩展条款玻璃破碎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作为被保险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玻璃破碎损失，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由于该玻璃破碎引起的其他物品的损失，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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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造成被保险建筑物外部的广告牌、天线、太阳能装置、霓虹

灯的直接物质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保证按相关规范对上述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并采取合理的维护措施。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3232323．．．．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龙卷风、台风、飓风、雷电、冰雹、暴雪、冰凌、洪水造

成被保险建筑物外部的广告牌、天线、太阳能装置、霓虹灯的直接物质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保证按相关规范对上述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并采取合理的维护措施。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4242424．．．．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造成的存放于露天或简易建筑内的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

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对露天及简易建筑内财产的存放，应符合仓储及有关部门的规定，并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5252525．．．．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龙卷风、台风、飓风、雷电、冰雹、暴雪、冰凌、洪水造

成的存放于露天或简易建筑内的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对露天及简易建筑内财产的存放，应符合仓储及有关部门的规定，并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6262626．．．．锅炉锅炉锅炉锅炉、、、、压力容器扩展压力容器扩展压力容器扩展压力容器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被保险人所有的或管控的锅炉、压力容器在正

常使用过程中，由于下列原因造成自身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操作不当； 

（二）爆炸。 

但存在下列情形时发生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未按规定和技术规程进行维护保养、检修或违规运行及给水水质不良； 

（二）操作人员无政府有关部门签发的操作上岗证进行操作； 

（三）锅炉未取得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使用登记证或年检合格证。 

被保险人应保证所投保的锅炉、压力容器的质量符合有关法规及行业规范。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7272727．．．．铁路机车车辆扩展条款铁路机车车辆扩展条款铁路机车车辆扩展条款铁路机车车辆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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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被保险人自有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以及槽

车、矿车等在厂区内或专用线上使用过程中，由于出轨、倾覆、碰撞所造成的机车车辆的损失，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驾驶人员无有效驾驶证、酒后以及处在药物麻醉状态中驾驶期间发生的损失； 

（二）机车的电机、电器设备使用过度或超电压、短路、自身发热等原因造成的本身损毁； 

（三）在连接、调度车辆过程中因调度人员或驾驶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 

（四）所载货物与车辆车体之间的碰撞所致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8282828．．．．起重起重起重起重、、、、运输机械扩展条款运输机械扩展条款运输机械扩展条款运输机械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保险机械（含起重机、龙门吊、卷扬机、叉车、货梯等），

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使用过程中，由于碰撞、倾覆或因操作失误所造成的自身损失，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操作人员无合格操作证、酒后以及处在药物麻醉状态中操作期间发生的损失； 

（二）自然磨损、锈蚀及轮胎爆裂造成的损失； 

（三）操作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9292929．．．．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建筑物进行扩建、改建、维修、装修过程中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被保险人须以书面形

式提前通知保险人并克尽职责防止损失发生。 

本附加条款项下总合同价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数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0303030．．．．租用的设备及财产条款租用的设备及财产条款租用的设备及财产条款租用的设备及财产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扩展承保被保险人所租用的根据合同或契约应负责保险的设备及

财产。但另有其他有同样效力的单独或特别保险存在时，本保险单仅负责超出该保险赔偿责任

的部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1313131．．．．复制费用扩展条款复制费用扩展条款复制费用扩展条款复制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所有的或管控的文件、帐册、图表、技术资料、

计算机软件及资料发生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上述财产的载体材料价值

和书写、拷贝或重新绘制的人工费用，不包括其内含信息对于被保险人的价值。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2323232．．．．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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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为扑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火灾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及合理的

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对在灭火过程中使用过的灭火器材重新填充的费用； 

（二）被保险人的雇员在灭火过程中直接损毁的个人物品。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3333333．．．．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为扑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火灾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及合理的

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雇员（不包括正常上班的雇员及属于被保险人专职消防队的雇员）协助灭火而产生

的加班费用； 

（二）对在灭火过程中使用过的灭火器材重新填充的费用； 

（三）被保险人的雇员在灭火过程中直接损毁的个人物品。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4343434．．．．消防队灭火费用扩展条款消防队灭火费用扩展条款消防队灭火费用扩展条款消防队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消防队为扑灭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火灾而依法收取的灭火费用，保险人按照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上述消防队不包括被保险人自有的消防部门。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5353535．．．．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合理的临时或永久性的修理、保护而产生的必要费

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上述费用仅限于为防止受损保险标的遭受进一步损失所进行的修理、保护而产生的费用。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6363636．．．．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因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而产生的清除、拆除或支撑受损保险标的的费

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7373737．．．．专业费用扩展条款专业费用扩展条款专业费用扩展条款专业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在恢复受损保险标的过程中发生的必要、合

理的设计师、检验师及工程咨询人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被保险人

为准备索赔或估损所发生的任何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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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对上述费用的赔偿以恢复受损保险标的时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收费规定为准，但最

高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8383838．．．．特别费用扩展条款特别费用扩展条款特别费用扩展条款特别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为及时修复或恢复保险标的而发生的特别费用，

即加班费及快运费（但不包括空运费），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9393939．．．．空运费扩展空运费扩展空运费扩展空运费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为及时修复或恢复保险标的而发生的空运费，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0404040．．．．公共当局扩展条款公共当局扩展条款公共当局扩展条款公共当局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因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在重建或修复时，由于必须执行公共当局的

有关法律、法令、法规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以下列约

定为条件： 

（一）下列情况下执行上述法律、法令、法规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本条款生效之前发生的损失； 

2．本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损失； 

3．发生损失前被保险人已接到有关当局关于拆除、重建的通知； 

4．未受损保险标的（但不包括被保险的地基）的修复、拆除、重建。 

（二）被保险人的重建、修复工作必须立即实施，并在损失发生之日起十二个月或经保险

人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完工；若根据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及其附则，该受损保险标的必须

在其它地点重建、修复时，保险人亦可赔偿，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得因此增加。 

（三）若在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受损，但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减少

时，则本附加条款项下的赔偿责任也相应减少。 

（四）保险人对任何一项受损保险标的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该项目在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

保险金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1414141．．．．建筑物未受损部分额外费用扩展条款建筑物未受损部分额外费用扩展条款建筑物未受损部分额外费用扩展条款建筑物未受损部分额外费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建筑物部分损失时，若根据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及其附则，该受损

保险标的必须在其它地点重建，对于因此必须废弃的建筑物未受损部分，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发生损失前被保险人已接到有关当局关于移址的通知的，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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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2424242．．．．重新安装费用条款重新安装费用条款重新安装费用条款重新安装费用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单扩展承保由于任何被保风险造成的损坏而导致的重新安装、

安置机器设备的费用。但本保单项下的总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3434343．．．．车辆装载物扩展条款车辆装载物扩展条款车辆装载物扩展条款车辆装载物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装载于停置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车辆或货柜中的保

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4444444．．．．厂区间厂区间厂区间厂区间临时临时临时临时移动扩展条款移动扩展条款移动扩展条款移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标的因生产需要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地域范围内被保险人各厂区间临

时移动时，由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5454545．．．．财产临时移出场所条款财产临时移出场所条款财产临时移出场所条款财产临时移出场所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单扩展承保被保财产由保单载明地点被移出进行修理、保养或

避免遭受承保风险损失，时间从移动之日起 60 天为限。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超过该财产价值或

场所内部财产保额的 10%，以少者为准。 

本附加条款不适用于为平常的仓储或加工目的的移动，也不适用于已在别处保险的财产。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6464646．．．．临时移动扩展条款临时移动扩展条款临时移动扩展条款临时移动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标的（不包括存货）因为清洁、改装、维修或其它类似目的，临时从本

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移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任何地方，在

陆路、水路、铁路和航空往返运输途中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7474747．．．．委托加工扩展条款委托加工扩展条款委托加工扩展条款委托加工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向外委托加工的保险标的，在经保险人同意的加工场所内,因保险事

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依据委托加工合同应由被委托加工

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上述委托加工场所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保险人应及时申报每笔委托加工货物的

地址、货物型号、数量、货物价值等信息。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8484848．．．．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保险标的在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

途中（包括装卸过程中，但不包括临时存放期间），因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保险标的的运输必须有合适的包装及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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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9494949．．．．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内陆运输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保险标的在除水运和空运以外的内陆运输

途中（包括装卸过程中和不超过15天的临时存放期间），因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

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保险标的的运输必须有合适的包装及装载。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0505050．．．．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所申报的并经保险人确认的座落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新增加资产，但不包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

保险责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额。 

被保险人须每季度末10日内申报增加资产的价值，且按相应的费率支付新增加资产部分自

申报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1515151．．．．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增加资产扩展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增加的资产，但不包

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

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额，且被保险人须每季度末10日内申报增加

资产的价值。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2525252．．．．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放置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并在本保险合同中列明

的便携式通讯装置、便携式计算机设备、便携式照相摄像器材的直接物质损失，保险人按照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3535353．．．．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雇员的个人物品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但对货币、票证、有价证券、有现金价值的磁卡、集成电路（IC）卡等卡类、

金银、珠宝、钻石、玉器、首饰、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邮票、书画、艺术品、稀有金属

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对每个雇员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保险人的总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454545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物品物品物品物品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由于保险事故造成其他物品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所称“其他物品”是指下列被保险人所有的或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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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证、手稿、计算机系统资料及商务帐册，但仅限于其载体材料的价值以及为恢复

原有数据及资料而发生的费用，保险人在该项下的赔偿责任以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

额为限； 

（二）被保险人未另投保的模板、模具、模型、设计图纸的重新制作费用，但不包括设计

费用； 

（三）被保险人雇员的衣物及其他个人物品，保险人对每一雇员的赔偿责任以本保险合同

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为限。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5555555．．．．其他物品扩展其他物品扩展其他物品扩展其他物品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BBBB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保险财产座落地中被保险人所有的下列财产： 

（1）便携式通讯装置、电脑设备、照相摄像器材； 

对上述财产，本公司仅负责在保单列明地址范围内由于保险责任所导致的损失，且每次事

故赔偿金额不得超过 RMB50,000 元。 

（2）广告招牌、天线、霓虹灯及太阳能装置等。 

对上述财产, 每次事故赔偿金额不得超过 RMB200,000 元。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6565656．．．．其它财产条款其它财产条款其它财产条款其它财产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其他财产”应包括： 

（1）没有特别承保的现金和邮票； 

（2）文件、手稿和商用书籍，但其价值仅限于作为文具材料，以及用以完成它们所需的人

工费，但不包括其中所含的信息的价值； 

（3）电脑系统资料，但仅限于其硬件材料的价值及为恢复原有数据而需花费的人工及电脑

费用（任何有关获得、制作这些信息的费用除外）； 

（4）模具、模板、设计图纸； 

（5）雇员的衣物、工具和其他个人用品（助动车、自行车、手提电脑和移动电话等除外）。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7575757．．．．自动升值扩展条款自动升值扩展条款自动升值扩展条款自动升值扩展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双方约定自动升值的保险标的（存货除外）的保险金额在保

险期间内每天以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升值率的 1/365 增加，计算公式如下： 

保险金额每天升值金额＝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升值率×1/365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8585858．．．．自动升值扩展自动升值扩展自动升值扩展自动升值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BBBB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 鉴于被保险人已缴纳额外保费，本公司同意本保单明细表所列各项

目的保险金额应在本保险期限内按其比例部分增加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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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保单另有规定，本条款只对保单生效之日的保险金额有效。 

被保险人在每次续保日期，均应通知本公司下述情况： 

（1）每次续保开始时需要保险的金额； 

（2）续保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率。 

如不按上述执行，本条款规定停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项目在续保前的保险金额将

转为明细表中各项目的保险金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9595959．．．．自动承保条款自动承保条款自动承保条款自动承保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在保险期限内或从损失发生之日起，本保单将自动赔偿并包括在通

货膨胀下或增加原材料或劳动成本的情况下，被保险财产的增值，但不超过保险金额的百分之

十。兹约定被保险人应在保险单结束时通知公司所有的增加额并支付按天数计算的附加保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0606060．．．．合同价格扩展条款合同价格扩展条款合同价格扩展条款合同价格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当保险标的已经售出但尚未交付而存放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因发生

保险事故造成该保险标的损毁，导致该销售合同被注销，则保险人对上述受损保险标的的赔偿

按销售合同单价为基础计算。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1616161．．．．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若保险金额达到保险价值的 85%，保险人在保

险金额以内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若保险金额不足保险价值的 85%，保险人按保险金额与保险

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本保险合同所列标的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附加条款约定计算赔偿。 

本附加条款不适用于存货。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宜，以主条款为准。 

62626262．．．．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 BBBB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单项下经被保险人声明的保险金额若在损失发生时低于保险财

产总价值的 80%，那么被保险人将被视作共保人，承担实际保额与 80%财产总价值之差额部分从

而也承担相应部分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3636363．．．．放弃比例分摊条款放弃比例分摊条款放弃比例分摊条款放弃比例分摊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若投保金额达到重置价值的 90％，则视作足额投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4646464．．．．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下列各方可能拥有的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一）被保险人的关联或联营公司； 

（二）被保险人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三）被保险人的董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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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保险人的雇员。 

但上述各方的故意行为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保留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5656565．．．．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地震扩展条款 BBBB    

本条款扩展承保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财产因破坏性地震（由国家地震部门最终测

定的里氏震级在 4.7 级及其以上且烈度达到六度以上的地震）震动或由此引起的海啸、火灾、

爆炸、滑坡、地陷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 

由于地震引起的在连续的 72 小时内的损失视为一次事故的损失。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前述

72 小时的开始时间，但两次事故的时间不应当有重叠部分。保险人不承担在本保险单保险期限

开始前发生地震引起的损失，也不承担在本保险单保险期限终止后发生地震引起的损失。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66666666．．．．加快费用条款加快费用条款加快费用条款加快费用条款    

在事前征得保险人同意的前提下，保险人可支付为修理、更新损坏的被保险财产而产生的

快递费、空运费、加班费及假日加班费，这些费用不得超过修复或重置受损财产的__________%，

保险人不得无理拒绝支付上述费用。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67676767．．．．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雇员个人物品扩展条款 BBBB    

保险财产包括董事、高级职员、合伙人和雇员以及到被保险人营业场所的访问者（与被保

险人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访问者除外）的个人财产和用品，但这些个人用品和财产应在被保

险人的营业场所之内。 

每人的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__________元/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__________

元；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__________元。 

免赔额：人民币__________元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68686868．．．．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共保条款 CCCC    

兹声明，当被保险财产因遭受本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而导致全部损失时，在对其进行重置或

替换过程中，如果发现损失发生当时，该财产的实际价值超过保险金额的 125%，则被保险人应

被视作上述差额部分的保险人，并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本保险单项下各类财产皆单独适

应本扩展条款。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69696969．．．．附加附加附加附加、、、、变动或维修合同条款变动或维修合同条款变动或维修合同条款变动或维修合同条款    

本条款自动承保任何总合同金额不超过__________的附加、变动和维修工程。对任何超过

该金额的上述工程，被保险人应事先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对工程征收附加保费。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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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准。 

70707070．．．．电气损害条款电气损害条款电气损害条款电气损害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因超电压、超负荷、超运转、额外压力、短路、电弧、自

热、漏电、电线接触以及其它包括闪电的电气现象所致的电器或电子仪器装置以及各种设备和

机器内的电子和电器部件的损失。 

免赔额：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7771111．．．．液体渗漏条款液体渗漏条款液体渗漏条款液体渗漏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不将承保风险所致污染所导致被保险财产的直接损失视为除外责任。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2727272．．．．污染风险扩展条款污染风险扩展条款污染风险扩展条款污染风险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不将承保风险所致污染的损失视为除外责任。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3737373．．．．便携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    / / / / 移动通讯设备扩展条款移动通讯设备扩展条款移动通讯设备扩展条款移动通讯设备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属被保险人所有并因业务需要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在被保

险地址或其他各地（但必须在保单明细表列明的地域范围内）所使用的便携式计算机或移动通

讯设备因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而导致的损失（盗窃、丢失或因撞击损失除外）。但在任何

情况下本项的最高赔偿限额不得超过本保单总保险金额的______%或 USD__________，以低者为

准。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4747474．．．．贵重物品贵重物品贵重物品贵重物品、、、、古董和艺术品条款古董和艺术品条款古董和艺术品条款古董和艺术品条款    

如有其它内容与本条款不符，以本条款为准。下列财产被视为保险财产但每一项不得超过

人民币__________元。 

1．金器、银器、珠宝、钻石、宝石和玉器； 

2．古董、古玩、古钱币、古书和古画； 

3．艺术品和邮票。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5757575．．．．露天贮藏库存财产条款露天贮藏库存财产条款露天贮藏库存财产条款露天贮藏库存财产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露天贮藏的库存财产因雨淋、暴风、台风和水灾导致的损

坏和损失，但以这些露天贮藏的库存财产具有合理的保护为前提。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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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67676．．．．库存财产间接损失条款库存财产间接损失条款库存财产间接损失条款库存财产间接损失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赔偿被保险人因承保风险所致的公用的或被保险人自备的电力

供应中断或故障，而引起温度波动导致的库存财产损失和破坏。对本条款来说，公共设施当局

为防止或减少供应系统即将面临的意外中断或故障而有意行使权力停止或限制供应也属于本保

险承保的范围之内。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77777777．．．．机动车辆条款机动车辆条款机动车辆条款机动车辆条款    

除了有其它任何保险提供保障外，本保险负责赔偿在被保险人营业场所内机械动力的交通

工具和设备的损失（对拖拉机和农业车辆则不受上述地域范围的限制）。 

本附加保险条款与财产保险条款内容相悖时，以本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项以财产保险条

款为准。 

二二二二、、、、限制类限制类限制类限制类：：：：    

78787878．．．．暴风雨除外条款暴风雨除外条款暴风雨除外条款暴风雨除外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79797979．．．．台风台风台风台风、、、、飓风除外条款飓风除外条款飓风除外条款飓风除外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台风、飓风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0808080．．．．龙卷风除外条款龙卷风除外条款龙卷风除外条款龙卷风除外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龙卷风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1818181．．．．洪水除外条款洪水除外条款洪水除外条款洪水除外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洪水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2828282．．．．电子数据除外条款电子数据除外条款电子数据除外条款电子数据除外条款    

本保单不承保电子数据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索赔。电子数据系指可由电子、机电或电子

控制设备来沟通、展示、发送、解释或处理的事实、概念和信息，以及程序、软件和其他适用

于上述设备的编码指令。保单中提及的“财产”不包括电子数据在内。 

83838383．．．．电气原因电气原因电气原因电气原因（（（（除外除外除外除外））））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本公司对任何由于超负荷使用、过载、超电压、短路、自身发热、漏电而导致的任何电气

性质的机器、器具或电气装置的任何部分的损失不负责赔偿，但是本除外责任： 

1．不适用本保单承保的风险； 

2．仅适用于直接遭受影响的电气机器、器具或电气装置的任何部分，不适用于因上述设备

受损后发生火灾、爆炸而殃及其他电气机器、器具或电气装置的损失或损坏。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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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规范类规范类规范类规范类：：：：    

88884444．．．．仓储财产申报条款仓储财产申报条款仓储财产申报条款仓储财产申报条款    

经双方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已支付的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仓储财产的保险费为预付保

险费，保险人将根据有关约定进行调整： 

（一）被保险人应在每季度结束后三十天内向保险人申报该季度最后一天的库存价值，若

被保险人没有按期申报或申报金额高于保险金额，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将视作当期的

申报库存价值。 

（二）发生损失时，若保险仓储财产的实际库存价值超过保险金额，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

与仓储财产实际库存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 

（三）保险期间届满时，保险费将根据申报库存价值的平均数作调整，但退还的保险费不

得超过预付保险费的50%。 

（四）发生损失后，保险金额将自动恢复，但被保险人应支付自损失发生之日起至本保险

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5555．．．．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各项受损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自动恢复，但

被保险人应按日比例支付恢复部分自损失发生之日起至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的

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6666．．．．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    

经双方同意，若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则适用下列约定： 

（一）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 

重置是指：  

1．替换、重建保险标的； 

2．修理、修复保险标的。 

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方式，目的是使保险标的的受损部分经过重置后达到其全新时的状态。 

（二）若遇下列情况，保险价值变更为出险时的市场价值： 

1．被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原因和理由而推迟、延误重置工作； 

2．被保险人没有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 

3．发生损失时，若存在重复保险且其他保险合同没有按重置价值承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7777．．．．定值保险条款定值保险条款定值保险条款定值保险条款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特约保险标的中双方约定适用于定值保险的保险标的的保险

价值为投保时约定并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价值。 

约定保险价值为定值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按照保险标的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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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程度计算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8888．．．．错误和遗漏条款错误和遗漏条款错误和遗漏条款错误和遗漏条款    

经双方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而延迟、错误或遗漏向保险人告知或通知保险标的

所占用的场地或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

项下的权益不受影响。但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旦发现其延迟、错误或遗漏，应立即通知保险人

上述事项，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否则保险

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8889999．．．．不受控制条款不受控制条款不受控制条款不受控制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在无法控制或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违反本保险合同的条件和保证，

本保险合同的保障不受影响。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0909090．．．．不使失效条款不使失效条款不使失效条款不使失效条款    

经双方同意，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本保险合同不因保险标的所占用

场地或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的变化而失效。但投保人、被保

险人一旦知道该情况，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

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1111．．．．违反条件条款违反条件条款违反条件条款违反条件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违反了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和保证时，仅使这些违反的条件和保

证所对应的保障失效，而不影响其他保障的效力。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2222．．．．成对或成对或成对或成对或成套设备成套设备成套设备成套设备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的属于成对或成套的机器设备的组件发生损失时，保险

人按受损组件的价值在所属整对或整套设备中所占的合理比例计算赔偿；但若修理或替换受损

组件均不能使该成对或成套设备恢复到同类设备基本相同的使用状况，按受损组件所属整对或

整套设备的全部价值计算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3333．．．．72727272 小时条款小时条款小时条款小时条款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在连续 72小时内遭受暴风雨、台风、洪水或地震所

致损失应视为一单独事件，在计算赔偿时视为一次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自行决定 72小时的起

始时间，但若在连续数个 72 小时时间内发生损失，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 72 小时期限不得重叠。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4444．．．．赔款接受人条款赔款接受人条款赔款接受人条款赔款接受人条款    

经双方同意，按照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将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优先支付给本保险

合同中载明的赔款接受人。如被保险人增加或变更赔款接受人，应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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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5555．．．．抵押权抵押权抵押权抵押权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保险人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或被保险人与

抵押权人的约定，将保险金在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益范围内优先支付给抵押权人，并视为保险人

已将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 

抵押权人在抵押权益范围内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或通知义

务或因抵押标的物所有权变更而受影响；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或因抵押标

的物所有权变更而可能增加的保险费，抵押权人应在接到保险人通知十五天内支付，否则抵押

权人的本项权益即告丧失。 

保险人终止或注销本保险合同时，应提前三十日通知抵押权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6666．．．．指定公估人条款指定公估人条款指定公估人条款指定公估人条款    

经双方同意，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估损金额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金额

时，可以指定双方认可的有合法执业资格的机构作为公估人，公估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7777．．．．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经保险人或保险人委托的公估人理算后，损失

金额已确定部分的赔款可预付给被保险人，该部分预付赔款应从总赔款金额中扣除。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8888．．．．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及相关单证资

料之日起六十天内，未能确定赔偿金额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公估人（理算师）的建议，

保险人可预先支付部分赔款，金额限于预计赔偿金额的_______％。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9999999．．．．索赔单据索赔单据索赔单据索赔单据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应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证明和材料。在事故的原因和损失已被证实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得仅以缺少单据或单据不合格

为由拒绝或拖延承担其在本保险合同项下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0100100100．．．．紧急抢险条款紧急抢险条款紧急抢险条款紧急抢险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事故发生后，如保险人在接到被保险人出险通知两小时内未到达事故现

场，且对紧急抢险措施未提出反对意见，被保险人可按照规范要求以及生产与安全需要，立即

组织抢险、抢修工作，但被保险人应认真做好相关记录，并在条件许可时对第一现场情况进行

拍照或录像。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101101101．．．．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 AAAA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费可以按照约定的分期支付日期和金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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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从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期间内发生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损失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在付清本保险合同项下全部保险费之前，如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保险人应支付的赔

偿金额超过投保人未支付的保险费时，保险人有权在赔偿金额中扣除投保人尚未支付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2222．．．．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分期付费条款 BBBB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费可以按照约定的分期支付日期和金额支付。 

若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从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期间内发生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损失的，保险人按损失发生时已交保险费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总保险费的比例承担赔偿

责任。 

投保人在付清本保险合同项下全部保险费之前，如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保险人应支付的赔

偿金额超过投保人未支付的保险费时，保险人有权在赔偿金额中扣除投保人尚未支付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3333．．．．消防保证条款消防保证条款消防保证条款消防保证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人仅在被保险人做到并符合下列各项要求后，对被保险人因火灾、爆炸

直接引起的损失负责赔偿。 

（一）保险标的所在地应始终配备足够的和有效的消防设备以及充足容量的灭火用具，并

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二）保证足够的人员受到使用该消防设备的训练，并能随时进行灭火工作； 

（三）所有易燃液体、气体及固体的放置地应远离任何明火作业区； 

（四）易燃物附近动用明火，或进行烧焊、切割作业时必须至少有一名受到消防训练并配

备灭火器材的人员在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4444．．．．防洪保证条款防洪保证条款防洪保证条款防洪保证条款    

经双方同意，保险人仅在被保险人做到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后，对被保险人因暴雨、

洪水直接引起的损失负责赔偿。 

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是指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被保险人在保险

标的所在地点采取能够预防当地 20年一遇的降雨、洪水的措施。 

由于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清理保险标的所在地内的沟渠中的障碍物保持水流畅通而造成的损

失、损坏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5555．．．．指明财产条款指明财产条款指明财产条款指明财产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为了决定哪些财产在承保范围内，本公司认定已经在被保险人账册

上的财产已被承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6666．．．．工人条款工人条款工人条款工人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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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工人允许在工地周围进行修理或改建而不应视为是对保单条款的违

背。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7777．．．．施救费用条款施救费用条款施救费用条款施救费用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当发生火灾或其它本保单承保风险时，被保险人、其代理人、雇员

和受让人有义务有必要采取施救措施以及为了或关于抗辩、保护和恢复保险财产或其一部分，

而不损害本保单效力，被保险人或本公司采取恢复、拯救和保护受损保险财产措施，不应视作

放弃或接受委付。因此发生的费用由被保险人和本公司按受益比例分摊。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8888．．．．商标及品名条款商标及品名条款商标及品名条款商标及品名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如果附有商标和品名的被保险标的被损坏，且本公司以事先同意的

或估算的价值选择带走全部或部分这些标的，被保人应自费在标的上或其容器外部粘贴“损余

物资”字样，或将这些商标和品名移去，但同时不能对标的本身有任何损坏，并按法律要求重

新表明这些标的或其容器。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1010109999．．．．保费调整条款保费调整条款保费调整条款保费调整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保费按被保险人在保单到期时申报的实际保险金额调整。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0101010．．．．免检条款免检条款免检条款免检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预计索赔金额不超过___________（已扣减应适用的免赔额），此索赔

无需进行查勘即予认可，被保险人无需事先同保险人协商即可着手修复，但应向保险人递交一

份附有支持文件的全面的书面事故报告，并保留所有损失照片。尽管有前述规定，保险人保留

检查损失现场的权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1111．．．．六十天取消保单条款六十天取消保单条款六十天取消保单条款六十天取消保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可提前六十天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注销本保险单，对未到期的保险费

保险人应按日比例退回给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可随时书面申请注销本保险单，对本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险费按日比例计收。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2222．．．．独立被保险人条款独立被保险人条款独立被保险人条款独立被保险人条款    

（1）如果本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人不止一个且都作为独立的运营实体，本保险保障

将单独适用于每一个共同被保险人，如同本公司对每一被保险人分别签发独立的保险单。但本

公司对所有共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不超过保单中列明的保险金额或赔偿限额，以

及批单或扩展条款中规定的分项限额； 

（2）本公司对共同被保险人中的一个或数个被保险人进行赔付后，本保单项下总计保险金

额相应减少； 

（3）在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应该执行并实施合同规定的责任，但遵守此条款并不作为保

险人在本保单项下进行赔偿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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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任何共同被保险人存在欺诈、故意错误告知、隐瞒、或故意违反保证条件等“不诚

实行为”的情况下，本公司有权不承担赔偿责任； 

（5）所有与“不诚实行为”无关的共同被保险人的各方当事人在本保单下的索赔权利不因

其他被保险人的“不诚实行为”而受到损害。 

（6）本公司同意放弃向共同被保险人的追偿权利，但如果这种追偿权利是针对“不诚实行

为”的，本公司将象对待被保险人以外的其他方一样，对不诚实方追偿。 

（7）由于一个或多个共同被保险人实施的“不诚实行为”导致的损失或损坏，本公司不负

赔偿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3333．．．．水箱水箱水箱水箱、、、、水管爆裂水管爆裂水管爆裂水管爆裂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经双方同意，由于水箱、水管因雷电、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高压、碰撞、

严寒、高温造成爆裂，致使其本身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其它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

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水箱或水管安装、检修、试水、试压； 

（二）水箱、水管年久失修以及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三）水箱、水管本身的质量缺陷； 

（四）临时性管道的爆裂。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4444．．．．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预付赔款条款 CCCC    

兹经双方同意，发生本保险单项下的损失时，依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理算师的建议，本公

司可以预先支付赔款，金额限于每次索赔的____________。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5555．．．．报案时间延迟条款报案时间延迟条款报案时间延迟条款报案时间延迟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在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本保险单项下索赔的事故时，本保险项下的赔偿责

任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疏忽或过失而延迟或遗漏通知保险人而受拒付；包括索赔资料准备的

延迟。但最长不得超过索赔时效。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6666．．．．赔款支付条款赔款支付条款赔款支付条款赔款支付条款    

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赔付金额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赔付金额小于

__________.。 

（含），保险人在 7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赔付金额大于___________，保险人在 15个工作

日内支付赔款。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7777．．．．授予特权条款授予特权条款授予特权条款授予特权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被保险人因为营业需要，改变被保险建筑物或被保险财产的占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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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储存方式，本保单仍按保险条款内容予以扩展承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1111118888．．．．不可撤销条款不可撤销条款不可撤销条款不可撤销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公司在此同意：除非被保险人不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放弃主动撤销

本保单的权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