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施工企業雇主責任保險條款 

 

總則 

第一條 本保險合同由保險條款、投保單、保險單以及批單組成。凡涉及本保險合同的

約定，均應採用書面形式。 

第二條 凡經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取得相應資質證書並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註

冊，依法設立的建築施工企業，均可作為本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 

保險責任 

第三條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的雇員在本保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區域範圍內，從

事與被保險人建築安裝工程業務有關的工作時，因遭受意外事故或者患與業務有關的、國家

規定的職業性疾病致傷、殘疾或死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應由

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第四條 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對應由被保

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訴訟費用以及事先經保險人書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費用（以

下簡稱“法律費用”），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約定也負責賠償。 

責任免除 

第五條 下列原因造成的損失、費用和責任，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一）投保人、被保險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為； 

（二）戰爭、敵對行動、軍事行為、武裝衝突、恐怖活動、罷工、騷亂、暴動； 

（三）核輻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大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種污染； 

（五）行政行為或司法行為； 

（六）地震、雷擊、暴雨、洪水、颱風等自然災害； 

（七）被保險人雇員的違法犯罪行為、自殺、自殘、鬥毆、酗酒、酒後或無有效駕駛證

駕駛車船等。 

第六條 下列損失、費用和責任，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一）被保險人及其雇員所有或保管的財產的損失； 

（二）被保險人應該承擔的合同責任，但無合同存在時仍然應由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

償責任不在此限； 

（三）罰款、罰金及懲罰性賠款； 

（四）精神損害賠償； 

（五）間接損失； 

（六）被保險人雇員患職業性疾病以外的任何疾病、傳染病及分娩、流產，以及因此而

施行內、外科手術所致的傷殘或死亡； 

（七）本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賠額。 



第七條 其他不屬於本保險責任範圍內的損失、費用和責任，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責任限額與免賠額 

第八條 責任限額包括累計責任限額、每次事故每人人身傷亡責任限額、每次事故每人

醫療費用（包括搶救費）責任限額和每人法律費用責任限額，由投保人與保險人協商確定，

並在保險合同中載明。 

第九條 每次事故每人醫療費用絕對免賠額由投保人與保險人在簽訂保險合同時協商確

定，並在保險合同中載明。 

保險期間 

第十條 保險期間從被保險人的雇員進駐其建築或安裝的工程項目工地且被保險人交納

保險費的次日零時起算，至完成其建築或安裝的工程項目並簽發完工驗收證書或者合格證

書，或至工程建築/安裝合同規定施工期限結束後的二十四時止，兩者以先發生為准。但在

任何情況下，保險期間的起始或終止不得超出本保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保險生效日或終止

日。 

上述保險期間的展延，須事先獲得保險人的書面同意。 

保險費 

第十一條 保險合同成立時，保險人按照保險合同中列明的工程造價計收預付保險費。

預付保險費不得低於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最低保險費。保險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被保險人應

將工程項目的實際造價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據此計算保險費並對預付保險費進行調整，

預付保險費低於保險費的，被保險人應補足差額；預付保險費高於保險費的，保險人退回高

出的部分，但保險費不得低於預付保險費的 50％且不得低於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最低保險費。 

保險人義務 

第十二條 訂立本保險合同時，採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

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本保險合同的內容。對本保險合同中免除

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

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並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第十三條 本保險合同成立後，保險人應當及時向投保人簽發保險單或其他保險憑證。 

第十四條 保險人第十八條所取得的保險合同解除權，自保險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

起，超過三十日不行使而消滅。自保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過二年的，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

發生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 

保險人在合同訂立時已經知道投保人未如實告知的情況的，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發生

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保險人按照第二十五條，認為被保險人提供的有關索賠的證明和資料不完整

的，應當及時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險人補充提供。 

第十六條 保險人收到被保險人的賠償保險金的請求後，應當及時作出是否屬於保險責

任的核定；情形複雜的，應當在三十日內作出核定，但本保險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 

保險人應當將核定結果通知被保險人；對屬於保險責任的，在與被保險人達成賠償保險

金的協定後十日內，履行賠償保險金義務。本保險合同對賠償保險金的期限有約定的，保險

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賠償保險金的義務。保險人依照前款的規定作出核定後，對不屬於保險

責任的，應當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內向被保險人發出拒絕賠償保險金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第十七條 保險人自收到賠償保險金的請求和有關證明、資料之日起六十日內，對其賠



償保險金的數額不能確定的，應當根據已有證明和資料可以確定的數額先予支付；保險人最

終確定賠償的數額後，應當支付相應的差額。  

投保人、被保險人的義務 

第十八條 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就被保險人企業情況、工程項目情況以及被保險人

的其他有關情況提出的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人對於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

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並不退還保險費。 

投保人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有嚴重影響的，保險人對於

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但應當退還保險費。 

第十九條 除另有約定外，投保人應在保險合同成立時一次性支付預付保險費。保險事

故發生時投保人未足額支付預付保險費的，保險人按照已交的預付保險費與保險合同約定預

付保險費的比例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應嚴格遵守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國家和政府有

關部門制定的相關勞動保護和消防安全等法律、法規和條例，加強管理，採取合理的預防措

施，對 施工現場已經發現的隱患立即予以整改，盡力避免或減少責任事故的發生。 

保險人可以對被保險人遵守前款約定的情況進行檢查，向投保人、被保險人提出消除不

安全因素和隱患的書面建議，投保人、被保險人應該認真付諸實施。 

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照約定履行上述安全義務的，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者解

除合同。 

第二十一條 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如被保險人資質、工程項目類別或其他足以影響保

險人決定是否繼續承保或是否增加保險費的保險合同重要事項變更，被保險人應及時書面通

知保險人，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 

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約定的通知義務的，因上述保險合同重要事項變更而發生的保險事

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第二十二條 知道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應該： 

（一）盡力採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減少損失，否則，對因此擴大的損失，保險

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及時通知保險人，並書面說明事故發生的原因、經過和損失情況；故意或者因重

大過失未及時通知，致使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難以確定的，保險人對無法確

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但保險人通過其他途徑已經及時知道或者應當及時知道保險事

故發生的除外； 

（三）保護事故現場，允許並且協助保險人進行事故調查；對於拒絕或者妨礙保險人進

行事故調查導致無法認定事故原因或核實損失情況的，保險人對無法確定或核實的部分不承

擔賠償責任。 

第二十三條 被保險人收到其雇員的損害賠償請求時，應立即通知保險人。未經保險人

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對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諾、拒絕、出價、約定、付款或賠償，

保險人不受其約束。對於被保險人自行承諾或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不屬

於本保險責任範圍或超出應賠償限額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在處理索賠過程中，保險

人有權自行處理由其承擔最終賠償責任的任何索賠案件，被保險人有義務向保險人提供其所



能提供的資料和協助。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獲悉可能發生訴訟、仲裁時，應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保險人；接

到法院傳票或其他法律文書後，應將其副本及時送交保險人。保險人有權以被保險人的名義

處理有關訴訟或仲裁事宜，被保險人應提供有關文件，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對因未及時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協助引起或擴大的損失，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請求賠償時，應向保險人提供保險單正本、索賠申請、損失清單，

有關事故合法有效的證明文件，有關的法律文書（裁定書、裁決書、判決書等）或和解協定，

診療記錄、檢驗報告、費用原始單據、支付憑證，以及投保人、被保險人能提供的與確認保

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有關的其他證明和資料。 

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約定的單證提供義務，導致保險人無法核實損失情況的，保險人對

無法核實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 

賠償處理 

第二十六條 保險人的賠償以下列方式之一確定的被保險人的賠償責任為基礎： 

（一）被保險人和向其提出損害賠償請求的雇員協商並經保險人確認； 

（二）仲裁機構裁決； 

（三）人民法院判決； 

（四）保險人認可的其它方式。 

第二十七條 被保險人給其雇員造成損害，被保險人未向該雇員賠償的，保險人不得向

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 

第二十八條 在保險責任範圍內，被保險人對其雇員因本保險合同列明的原因所致傷

殘、死亡依法應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一）死亡或永久喪失全部工作能力：在本保險合同約定的每次事故每人人身傷亡責任

限額內據實賠償； 

（二）永久喪失部分工作能力：依據保險人認可的鑒定機構出具的傷殘等級鑒定結論，

按本保險合同中傷殘賠償比例表規定的百分比乘以每人人身傷亡責任限額的限額內賠償； 

第二十九條 在保險責任範圍內，被保險人對其雇員依法應承擔的醫療費用，保險人在

扣除每次事故每人醫療費用免賠額後，在本保險合同約定的每人醫療費用責任限額內據實賠

償，包括： 

（一）掛號費、治療費、手術費、檢查費、醫藥費； 

（二）住院期間的床位費、陪護費、伙食費、取暖費、空調費； 

（三）就（轉）診交通費、急救車費； 

（四）安裝假肢、假牙、假眼和殘疾用具費用。 

除緊急搶救外，受傷雇員均應在縣級以上（含縣級）醫院或保險人書面認可的醫療機構

就診。 

被保險人承擔的診療專案、藥品使用、住院服務及輔助器具配置費用，保險人均按照《工

傷保險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在依據本條第一款（一）至（四）項計算的基礎

上，扣除每次事故每人醫療費用免賠額後進行賠償。 

第三十條 對每次事故法律費用的賠償金額，保險人在上述賠償金額以外按本保險合同



的約定另行計算。 

第三十一條 在保險期間內，對於每個雇員的人身傷亡，保險人的賠償金額不超過本保

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每人人身傷亡責任限額；對於每次事故每人醫療費用，保險人的賠償

金額不超過本保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每人醫療費用責任限額；對於每人法律費

用，保險人的賠償金額不超過本保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每人法律費用責任限額；在保險期

間內，保險人的累計賠償金額不超過本保險合同明細表中列明的累計責任限額。 

第三十二條 發生保險事故時，如果被保險人的損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險項下也能

夠獲得賠償，則本保險人按照本保險合同的責任限額與其他保險合同及本合同的責任限額總

和的比例承擔賠償責任。 

其他保險人應承擔的賠償金額，本保險人不負責墊付。若被保險人未如實告知導致保險

人多支付賠償金的，保險人有權向被保險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三十三條 發生保險責任範圍內的損失，應由有關責任方負責賠償的，保險人自向被

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有關責任方請求賠償的權

利，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關情況。 

被保險人已經從有關責任方取得賠償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時，可以相應扣減被保險人

已從有關責任方取得的賠償金額。 

保險事故發生後，在保險人未賠償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放棄對有關責任方請求賠償權

利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後，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

放棄對有關責任方請求賠償權利的，該行為無效；由於被保險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致使保

險人不能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可以扣減或者要求返還相應的保險金。 

第三十四條 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

應當知道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計算。 

爭議處理和法律適用 

第三十五條 因履行本保險合同發生的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提交保

險合同載明的仲裁機構仲裁；保險合同未載明仲裁機構且爭議發生後未達成仲裁協定的，可

依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起訴。 

第三十六條 本保險合同的爭議處理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法

律）。 

其他事項 

第三十七條 保險責任開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險合同的，應當向保險人支付相當於

保險費 5%的退保手續費，保險人應當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保險人要求解除保險合同的，

不得向投保人收取手續費並應退還已收取的保險費。 

保險責任開始後，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險合同的，自書面通知送達保險人次日起，保險合

同解除；保險人要求解除保險合同的，應向投保人發出解約通知書，自解約通知書送達投保

人之日起十五日後保險合同解除，保險人按照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間與

保險期間的日比例計收保險費，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附錄 1：短期費率表 



保險 

期間 

一

個

月 

二

個

月 

三

個

月 

四

個

月 

五

個

月 

六

個

月 

七

個

月 

八

個

月 

九

個

月 

十

個

月 

十
一
個
月 

十
二
個
月 

按年

費率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附錄 2：傷殘賠償比例表 

項 目 傷害程度 
保險合同約定每人傷亡 

責任限額的百分比 

（一） 死亡 100％ 

（二）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或一級傷殘 100％ 

（三） 二級傷殘 80％ 

（四） 三級傷殘 65％ 

（五） 四級傷殘 55％ 

（六） 五級傷殘 45％ 

（七） 六級傷殘 25％ 

（八） 七級傷殘 15％ 

（九） 八級傷殘 10％ 

（十） 九級傷殘 4％ 

（十一） 十級傷殘 1％ 

 

本表所列傷殘級別與國家標準 GB／T16180--1996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中所

列標準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