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厂机器损坏险附加险条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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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厂电厂电厂电厂机器损坏险附加险条款机器损坏险附加险条款机器损坏险附加险条款机器损坏险附加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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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扩展类和规范类二大类别，共 43 个附加险条款，其中扩展类附加条款 22 个，规范类

附加条款 21 个。 

一一一一、、、、扩展类扩展类扩展类扩展类：：：：    

1111．．．．水箱水箱水箱水箱、、、、水管爆裂扩展条款水管爆裂扩展条款水管爆裂扩展条款水管爆裂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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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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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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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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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专业专业专业专业费用扩展条款费用扩展条款费用扩展条款费用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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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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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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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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空运空运空运空运费扩展条款费扩展条款费扩展条款费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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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公共公共公共公共当局当局当局当局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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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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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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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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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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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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增加资产增加资产增加资产增加资产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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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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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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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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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85858585%%%%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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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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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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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锅炉爆炸锅炉爆炸锅炉爆炸锅炉爆炸、、、、倒塌保险扩展条款倒塌保险扩展条款倒塌保险扩展条款倒塌保险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缴付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锅炉由于

锅炉爆炸或倒塌造成锅炉或其它保险财产的损失或费用，但以不超过下列保险金额和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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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 

（一）被保险锅炉保险金额 

（二）被保险人自有财产保险金额 

（三）被保险人依法应负责赔偿的任何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与被保险人有雇佣或

学徒合同者除外） 

（四）被保险人依法应负责赔偿的任何第三者的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与被保险人有雇佣或

学徒合同者除外） 

（五）对被保险人因上述（三）、（四）原因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本公司书面同意

而支付的其他费用赔偿限额 

本保险还适用于下述条件： 

一、定义 

（一）爆炸是指被保险锅炉内部蒸气或其他液体（可燃的液体或气体除外）的压强所致的

突然的爆裂，这种爆裂必须造成被保险锅炉设备或组成部分的移位，并产生强烈的容纳物的喷

发。 

（二）倒塌是指蒸气或液本（可燃的液体或气体除外）的冲力造成被保险锅炉或其他任何

组成部分的突然的或危险的变形（无论是否断裂）。 

（三）下列变化本身不能构成爆炸或倒塌： 

1．燃料的渗漏腐蚀运动造成被保险锅炉的磨损； 

2．被保险锅炉逐渐的变形或扭曲； 

3．伴随着渗漏出现的破裂、断裂、起泡、叠合、裂缝或槽； 

4．组合部件分离但对由于以上原因造成的爆炸或倒塌所致的损失，本公司仍负赔偿责任。 

二、除外责任 

（一）被保险锅炉进行压力实验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二）被保险锅炉内任何容纳物的化学反应及燃烧造成的爆炸或倒塌导致的损失、责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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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锅炉锅炉锅炉锅炉、、、、压力压力压力压力容器容器容器容器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扩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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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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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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安装安装安装安装错误险条款错误险条款错误险条款错误险条款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且投保人已支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人负责赔偿保险标的因设

计、制造或安装错误、铸造和原材料缺陷所致损失。若保险标的的损失根据法律、合同约定或

保证条款的约定应由供货人、制造人、安装人或修理人等有关责任方负责，被保险人应行使或

保留行使向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取得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请

求赔偿的权利。但保险人在本附加险条款项下的赔偿责任不超过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18181818．．．．租金租金租金租金损失险条款损失险条款损失险条款损失险条款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且投保人已支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人负责赔偿因发生本保险

合同主险项下的保险事故导致下列后果造成被保险人因无法如期归还租借的保险标的而遭受的

租金损失： 

（一）租借的保险标的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 

（二）被保险人按租赁合同的约定对受损的租借保险标的进 行修复。 

但本附加险条款项下的租金赔偿责任以受损保险标的的每日租金为限，且赔偿期限自原定

归还日起计，但最长不超过 30 天。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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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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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传送带传送带传送带、、、、链条扩展条款链条扩展条款链条扩展条款链条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尽管本保单有相反规定，保险人负责赔偿因承保风险造成传送带、链条本

身的损坏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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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121．．．．场外维修及改动条款场外维修及改动条款场外维修及改动条款场外维修及改动条款    

如果已交付到现场的任何保险财产需要修理或修改并且此种修理或修改将在场外进行，则

本保险因自动扩展对在工厂进行此种修理或修改的保险财产予以保险。为避免模糊，如果保险

财产到此修理或修改工厂的运输完全是路上或内陆运输，则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坏应在本条款

下予以保险，但如果需要海运或空运，则本条款不对此种运输中或在修理或修改工厂装卸时的

损失或损坏予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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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索赔费用条款索赔费用条款索赔费用条款索赔费用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财产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为提供索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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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证而支付的费用均由保险人承担。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安、交警、消防、气象等部门的

查勘及证明费用、相关专业部门的鉴定费等等。此项费用按电力行业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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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规范类规范类规范类规范类    

23232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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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4444．．．．错误错误错误错误和遗漏条款和遗漏条款和遗漏条款和遗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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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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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2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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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2727．．．．违反条件条违反条件条违反条件条违反条件条款款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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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2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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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2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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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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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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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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条款抵押权条款抵押权条款抵押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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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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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3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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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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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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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单据条款索赔单据条款索赔单据条款索赔单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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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3535．．．．紧急紧急紧急紧急抢险抢险抢险抢险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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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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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3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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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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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3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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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3838．．．．蒸气蒸气蒸气蒸气、、、、水水水水、、、、气体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条款气体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条款气体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条款气体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适用下述条件：被保险人应按下述间隔时间，对带有涡轮的机器或

其部件在彻底打开机器的状态下，自费进行检修，同时，须至少提前两星期通知本公司其检修

的时间以便本公司的代表能到达现场： 

（1）在连续负荷情况下进行主要营运的蒸气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且其配有具备现代技术

标 

准的综合测试设备，而该现代技术标准可以完全控制该机器的营运状态，则应至少四年检修 

一次。 

本条款适用于保单明细表中第     项。 

（2）不属上述范围的蒸气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应每三年检修一次。 

本条款适用于保单明细表中第      项。 

（3）水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应按制造商的建议，但至少每两年检修一次。 

（4）水涡轮机及涡轮发电机，应按制造商的建议检修。 

无论本保险何时生效，上述检修间隔时间应从第一次营运开始或所及涡轮发电机或其最后

一次检修起算。 

被保险人应向本公司通报涡轮发电机在运行中的重大变化，对因此而采取的措施应由双方

共同决定。 

被保险人可申请延长检修的间隔期，本公司认为风险不增加的情况下，应允许其延期申请。 

若在上述（1）-（4）条所提及的相应检修期限超过后发生保险索赔，则本公司仅负责赔偿

额外修理费用，但不包括拆卸、安装及类似费用，该拆卸、安装及类似与检修有关的费用应视

为检修费。 

若被保险人未遵守本批单条款的规定，则本公司对在进行检修时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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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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3939．．．．电动马达检修条款电动马达检修条款电动马达检修条款电动马达检修条款((((高于高于高于高于 750KW750KW750KW750KW 并有两电极的马达以及高于并有两电极的马达以及高于并有两电极的马达以及高于并有两电极的马达以及高于 1000KW1000KW1000KW1000KW 并多于四电极的马并多于四电极的马并多于四电极的马并多于四电极的马

达达达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明细表中第            项适用下述条件：在经过 8000 小时营运

或 500 次启动后或至少上次检修后两年内，被保险人须自费在完全打开机器的状态下安排年检、

年修（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其年检、年修的时间以便本公司的代表能到达现场）。对新电

动马达，应在 2000 小时后或至少营运一年后进行检修，并且被保险人应向本公司提供检修的结

果报告。 

不论保险何时生效，上述条件均可适用。 

被保险人可申请延长检修的间隔期，本公司在认为风险不增加的情况下应允许其延长申请。 

若被保险人未遵守本批单条款的规定，则本公司对在进行检修时发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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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040．．．．连续连续连续连续损失损失损失损失特别条款特别条款特别条款特别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条款负责赔偿由于设计错误（如果批单扩展该责任）、原材料缺陷或工艺

不善引起结构、结构部件、机器或设备的损失，赔偿标准如下： 

头两次损失赔付 100% 

第三次损失赔付 80% 

第四次损失赔付 60% 

第五次损失赔付 50% 

超过五次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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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4141．．．．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重置价值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以下列特别条件为准，本保险单项下明细表中列明的财产（不包括仓储物

品），如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其赔偿金额应按受损保险财产的重置价值计算。 

重置价值是指： 

一、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 

但本保险的赔偿责任不能因下列原因而增加： 

（一）被保险人要求按自己的方式进行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 

（二）被保险人在其他地点进行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 

二、修理或修复受损财产；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受损财产应达到等同或基本近似但不超出其崭新时的状态。 

特别条件： 

一、被保险财产若发生部分损失，需进行修理或修复的费用不能超过该财产全部损失应赔

偿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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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受损财产重新修复或重建所产生的重置费用高于该财产发生损失时的保险金额，本

保险的赔偿按该保险金额与受损财产重置价的比例确定，计算方式如下： 

受损财产保险金额 

—————————×损失金额－免赔金额 = 赔偿金额 

受损财产重置价值 

三、若遇下列情况，本公司的赔偿最高将按受损保险财产的市价计算： 

（一）被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原因和理由推迟、延误重建或修复工作； 

（二）被保险人没有对受损财产进行重建、替换或修复； 

（三）发生损失时保险财产由其他有效保险单承保，但该保险单没有按与本条款一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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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4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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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4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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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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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