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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机动车相关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有关本保险合同的说明 

 

招商信诺机动车相关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包括保险条款、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书和其

他投保文件、保险单、合法有效的声明、申请书以及所附的任何批注、批单和其他书面协

议。 

当您方投保本保险的申请得到我们的批准之后，我们将为您提供保险服务。您方在投

保书上所填具的所有信息以及我们所要求的所有其他额外陈述、保证、调查表、您方对本

保险合同的确认和声明等都构成本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构成本保险合同一部分的保险

单中，明确载明了您方所选择的保障，以及我们将给您方提供的本保险项目下的最高保险

金额。我方在此同意，我们将根据本保险合同所规定的条款、条件、定义、免责情况和其

他规定支付保险金。您方必须详细阅读本保险条款、保险单、任何批注和批单，并对此进

行仔细审查，以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保障是您方所需要的。 

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如果您方的需求需要变更，或者您方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信

息发生了变更，请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我们，因为我们可能会需要为您改变保险合同上的相

关信息，对原保险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当您我双方对某项变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时，我

们将会给您方送交一份新的保险单或在原保险合同上批注，或寄送批单。未经我方的书面

批准和批注，本保险合同的任何变动都将是无效的。经过我方批准和批注的变动将构成本

保险合同的一部分。非经我方以书面形式加以批准，我方的任何保险代理人、销售代表和

服务代表都无权修正或豁免本保险合同的任何规定。 

为使您方投保的保障有效，我方授权代表必须签署该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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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定义】 

在本保险合同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您方]：指保险单上所显示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公司、我方、我们]：指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意外事故]：指突然发生、不可预见的事件，并且其发生不是由于疾病的原因而造成，

所造成的身体伤害不是出于当事人的本意。 

[身体伤害]：指被保险人直接并单独由于意外事故的发生而对其身体的任何部位所造

成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是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由于外部性的、猛烈的和显而易见的手

段所造成的。 

[意外伤害]：指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的身体伤害。 

[保险金]：指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我们根据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而支付的金额。 

[机动车辆]：指本保险合同所称的“陆地机动车辆”和“私人车辆”。 

[陆地机动车辆]：指在驾驶车辆许可机构进行了公路使用登记并且驾驶员获得驾驶执

照的燃烧汽油、柴油或类似驱动的车辆，包括各种汽车、电车、电瓶车、摩托车、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本保险合同所称陆地机动车辆不包括本保险合同所提及的私人车辆。 

[私人车辆]：指在驾驶车辆许可机构进行了公路使用登记、但不允许进行客运营运的

私人所有的消遣型四轮车辆，包括旅行车、吉普车、工厂额定载重量小于或等于 750 公斤

的轻型货车或小型有篷货车，以及自身发动机驱动的家用型车辆。 

私人车辆不包括农机和铲车等工具车。 

[行人身份]：指按当地交通法规在道路上通行的人，以及按当地交通法规在道路上驾

驶或乘坐自行车、人力车、畜力车、残疾人专用车的人。 

[生效日期]：指保险单上在“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一栏中所显示的年月日。本保险合

同的保障自生效日期的二十四时（北京时间）开始生效。 

[批注生效日期]：指您方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根据本保险合同的规定申请变更合同

内容，经我方审核批准后在批注上所注明的该变更生效的起始年月日。批注中所包含的变

更将自批注生效日期的二十四时（北京时间）起开始产生效力。 

[医院]：指深圳市指定医院（详见本保险合同附件二《招商信诺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

指定医院名单》）及深圳市以外的任何三级公立医院，该种级别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所颁布的分类标准划分的。本保险合同所提及的医院还包括我们所认可的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医院和国外医院，该医院应该是一种合法成立并按照当地法律营运的机构，其主

要业务是在居民住院的基础上接收、护理和治疗病人或伤员，并且拥有诊断和内外科设施，

同时还能全天 24 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治疗和护理服务。本保险合同中所提及

的医院不包括： 

1.精神病院，主要治疗精神或心理疾病的机构，以及医院中治疗精神病的部门； 

2.养老院、戒毒或戒酒所； 

3.健康水疗或自然治疗诊所，护理、康复、恢复、延伸治疗或休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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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指在医院内合法执业并具有医师执照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或其家庭

成员是医生的情况，也不包括任何与被保险人具有商业联系的医生。 

[未满期净保费]：指未满期保险费扣除和保险合同相关的手续费后的剩余保费。其计

算公式为：最近所支付的保险费 X（1－该保险费所保障的已经过天数/该保险费所保障的

期间天数）X（1- 35%）。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 

[指定账户]：我们所能接受的任何您方提供的信用卡或银行活期储蓄账户，其目的是

用来支付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或者向您方划拨任何款项。该账户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银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被保险人]：指其人身受本保险合同保障的人，其姓名显示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单之

中。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必须符合以下各项条件： 

1.投保本保险时年龄在 18 周岁（含 18 周岁）以上 60 周岁（含 60 周岁）以下； 

    2.必须没有从事本保险合同所示的任何不保职业（不保职业详见附件三《不保职业参

照表》）。 

    [受益人]：指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保险事故]：指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属于我方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保单周年日]：指每年与本保险合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日期。如果该月份无对应的同

一日，则以其最后一日作为周年日。 

[保险费记账日]：指从指定账户划拨本保险合同下应付保险费的日期。 

[保险费到期日]：指本保险合同下应付保险费的日期。本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为第一

个保险费到期日。对于除了年缴方式之外的缴费方式，如果在任何的月份，没有和生效日

期相对应的那一天，那么该月份的最后一日为保险费到期日。 

[利息]：指我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利息率，根据相应额

度、经过天数按复利计算的利息。 

[民众骚乱]：指民众所掀起的动乱、暴乱或混乱，通常情况下是针对某个政府机构或

该政府机构所制定的政策。 

[暴乱]：指任何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无论是否同罢工或停工相关）；或者任何合法

成立的政府镇压或试图镇压任何该种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或降低其后果的行为。 

[战争]：指无论宣战与否的战争，或者是任何类似战争的行动，包括由政权国家出于

经济、领土、民族、政治、种族、宗教等目的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 

[恐怖主义]：指危害人身或财产的武力行动、武力威胁、暴力行动、暴力威胁，或下

达上述行动的命令。或是指下达破坏干扰电子或通讯系统行动的命令，且无论执行这一行

动的个人或团体是否与任何组织、政府、政权、主权、军权有任何联系。这类行动、威胁、

命令会有威吓、强迫、伤害政府或人民或扰乱经济的效果。 

[罢工]：指任何停工者或被停工者所作出的促成停工或抵制停工的故意行为；或者任

何合法成立的政府制止或试图制止任何该种行为或降低任何其后果的行为。 

第二条  【我们在本合同中所提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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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合同所提供的保障在世界各地全天二十四小时适用。 

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我方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由于本条第三项所列举的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事故而受到身体伤害，

并且自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保险单中

载明的本保险项目下的保险金额向身故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但以本条下述第四项有关

保险金给付的规定为限。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因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事故而失踪，之后经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我们将向身故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但是在我们给付保险金之前，

保险金领取人必须同我方签订协议，同意在被保险人被证实仍然活着之日起 30 日之内把

保险金退还给我方。 

二、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由于本条第三项所列举的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事故而受到身体伤害，

并且自该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附件一《人身保险残疾程度

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举的残疾，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给

付金额等于附件一中所列明的残疾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中所载明的本保险项目下的保险金

额，但以本条下述第四项有关保险金给付的规定为限。 

如果被保险人自遭受意外事故之日起一百八十日治疗仍未结束，按第一百八十日的身

体情况进行鉴定，我方将根据此鉴定决定保险金的给付，您方不得再以第一百八十日后被

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为由提出保险金给付申请。 

三、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意外事故 

（一）以行人身份受到私人车辆的撞击的意外事故； 

（二）以行人身份受到陆地机动车辆的撞击的意外事故； 

（三）作为私人车辆的乘客或驾驶员直接由于该私人车辆的碰撞或冲撞造成的意外事

故； 

（四）作为乘客直接由于所乘坐的出租车的碰撞或冲撞造成的意外事故； 

（五）驾驶陆地机动车辆时发生的意外事故。 

本保险合同中所述的驾驶陆地机动车辆指陆地机动车辆在其自身驱动下运动时在陆地

机动车辆内作为驾驶员操作该陆地机动车辆。 

四、有关保险金给付的规定 

如果同一意外事故造成了一种以上的保险金给付，我们将支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但给

付金额的总数不超过保险单中所载明的本保险项目下的保险金额。 

如果同一意外事故在同一肢体上产生了一种以上的残疾保险金给付，我们将按照其中

残疾给付比例最高的残疾项目给付残疾保险金。 

如果不同意外事故发生在同一肢体，且残疾项目所属等级不同时，我们将按照其中残

疾给付比例最高的残疾项目给付残疾保险金；若后次残疾项目给付比例较高，则给付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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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保险金减去前次残疾保险金的余额；若前次残疾项目给付比例较高，则不再给付后次

的残疾保险金。 

我们依据本保险合同所给付的各项保险金之和以不超过保险单所示本保险项目下的保

险金额为限。 

五、如果您方持有一个以上的保险合同 

同一被保险人不能投保一个以上的《招商信诺机动车相关意外伤害保险》，否则，我

方将只会视最早开始生效的保险合同有效，其他保险合同无效。 

对于我方视为无效的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已交付的全部保险费。 

第三条  【其他规定】 

一、年龄限制  

凡 18 周岁（含 18 周岁）以上 60 周岁（含 60 周岁）以下且身体健康的人可以作为被

保险人参加本保险。如属续保，则被保险人的最高年龄可至 64 周岁。 

二、合同效力的中止与恢复 

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之后，过了保险费到期日仍未缴付分期保险费的，本保险合同

自该保险费到期日起中止效力。 

如果自本保险合同中止效力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记账日我们仍未收到保险费，本保

险合同自该记账日起终止效力。 

如果我们在本保险合同中止效力之日后第一个保险费记账日收到您方的保险费，则本

保险合同自该记账日起恢复效力。 

我方对本合同中止效力期间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方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您方的有关

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您方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方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

以影响我方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的，我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您方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我方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您方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我方对于本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无息退还保险费。 

四、年龄计算与错误处理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二）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

限制的，我方可解除本合同，并向投保人无息退还保险费。若已支付保险金，则从应退还

的保费中扣除已支付的保险金后再退还。但如果本保险合同已连续投保满二年或自最近的

保险合同复效之日起满二年，则按下述（三）或（四）的规定处理。 

（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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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缴保险费，若已发生保险事故，则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

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 

（四）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

我方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投保人。 

五、受益人 

您方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作为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

书面同意。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一人以上时，您方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未

确定受益份额的，各身故受益人将享有相等的受益份额。 

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您方可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

人书面同意。变更受益人时您方必须以书面形式申请并经我方在保险单上注明后方能生效。

因身故受益人变更所引起的法律上的纠纷，我方不负任何责任。 

被保险人身故后，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方向

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残疾保险金的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本人，我方不接受任何其他指定和变更。 

第四条 【责任免除】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是直接或间接由下述任一事项造成的或同下述任一事项有联

系，我方将不支付任何保险金： 

一、被保险人犯罪、拒捕、打架斗殴、非法行为； 

二、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三、处于精神错乱、精神障碍或心理障碍状态； 

四、在下述情况下在任何武装部队服役： 

（一）战争时期； 

（二）类似于战争的情况； 

（三）维持社会治安。 

武装部队在此还包括一国的任何警察部队； 

五、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情况、入侵、恐怖主义统治或恐怖主义统治的任何行为、外敌

行为、对抗（不管是否宣战）、内战、叛乱、革命、起义、军变或篡权； 

六、核爆炸、辐射或污染； 

七、参加任何空中运动、空中旅行或任何航空活动，但是以乘客身份付费乘坐民用或

商业航班进行旅行时除外； 

八、无论被保险人精神健全与否时做出自杀、试图自杀、执行自杀协定或故意自残行

为； 

九、任何精神痛苦后遗症、精神或心理障碍、睡眠障碍或任何相关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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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任何先天性的异常或由此引起或导致的状况； 

十一、艾滋病(AIDS)或任何艾滋病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并发症（艾滋病指世界卫生组织

在 1987 年所使用的定义，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其后对其进行的任何修订。感染是指通过验

血或相应的测试而使公司认为携带有任何艾滋病病毒或该种病毒的抗体）； 

十二、美容手术、医疗事故； 

十三、怀孕、分娩、流产、不孕症、不育症、避孕、节育或绝育手术、变性手术、人

体试验、人工生殖或前述任一原因引起的并发症，即使其发生是由于身体伤害引起的或加

剧的也不例外； 

十四、受酒精或药物的影响，除非按照医生处方食用且不是出于戒毒之目的； 

十五、被保险人的呼吸、血液或尿中的酒精含量超过所在国法定限额而驾驶任何种类

的机动车辆，无证驾驶，持无效驾照驾驶，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十六、被保险人进行潜水、滑水、滑雪、滑冰、滑翔翼、跳伞、热气球、机索跳、攀

岩运动或探险活动； 

十七、被保险人进行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马术、拳击运动或特技表演，或

从事各种爆炸物（包括但不限于烟火或爆竹）活动或训练； 

十八、被保险人进行赛马、各种车辆表演、各种车辆练习、驾驶卡丁车，驾驶任何机

动车辆进行比赛以及/或出于职业目的驾驶摩托车； 

十九、从事任何与本保险合同不保职业有关的活动。 

第五条  【保险合同的开始时间和保险期间】 

本保险合同自您我双方约定的开始日期的二十四时（北京时间）开始生效。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是一年。在每一个保单周年日，本保险合同将自动续保，但我

方拒绝续保或本保险合同终止或中止的除外。如果您方不愿意续保，应在保单周年日前至

少三十天书面通知我方。 

第六条  【保险费】 

投保人应该支付保险单所示的保险费。 

投保人应该以人民币在每一笔保险费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支付该笔保险费。 

投保人按本保险合同的规定支付每一笔保险费之后，我们将按时提供保险，直至下一

笔保险费到期。 

第七条  【保险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一、您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如果您方对保险合同感到不满意，您方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十日内可以要求解除

本合同，我方在扣除 10 元保单制作费后，向您方无息退还已交付的保险费。 

如果您方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十日后要求解除合同的，本保险合同自我方收到解

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终止效力，但如果您方选择的缴费方式为月缴，则本保险合同将自我

方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到期日起终止效力。退保时，我方在扣除手

续费后按日计算（经过日数不足一日的按一日计算）向投保人退还未满期净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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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方解除本合同，则本合同下所附的所有附加合同须一并解除。 

二、如果我们意欲变更本保险合同 

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对本保险合同进行变更。如果我们变更保险合同的话，我们将会在

作出变更之前至少六十天向您方发出书面通知，对变更的细节加以说明。我们所作出的任

何变更都是对《招商信诺机动车相关意外伤害保险》相同的全部保险合同的标准变更。我

们不会仅仅对您方的保险合同作出单独变更。另外，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不会

仅仅由于您方的健康或身体状况发生任何变化而撤销您方的保障，也不会仅仅由于您方在

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提出任何保险金给付请求而撤销您方的本保险合同下的保障。 

第八条  【保险合同的终止与中止】 

一、本保险合同在发生下列任一情况时终止： 

（一）您方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在保险费到期日未支付分期保险费，且在该保险费到

期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记账日我们仍未收到保险费。 

（二）被保险人身故； 

（三）被保险人满 65 周岁之后的第一个保单周年日；   

（四）保险合同没有续保； 

（五）最大给付金额已经支付； 

（六）您方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二、投保人未按时支付保险费的处理 

（一）如果您方未交付首期保险费，本保险合同自始无效。 

（二）如果您方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在保险费到期日未支付分期保险费，本保险合同自

该保险费到期日中止效力。 

三、保险合同终止/中止的时间 

本保险合同于终止/中止之日的二十四点（北京时间）终止/中止效力。 

四、本保险合同终止/中止时您方拥有的权利 

根据本保险合同终止/中止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而提出的所有有效索赔请求都不会受

到影响。 

五、本保险合同的续保条件 

在每一个保单周年日，经我方审核通过后，本保险合同都可以自动续保。如果我方不

同意续保，则会在下一个保单周年日之前至少三十天向您方送交一份批注，通知您方对本

保险合同我方将不予以续保。 

六、如果您方把本保险合同用于其他目的的处理 

如果您方出售或转让本保险合同，或者将其用于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业务，我方将不

予认可。 

在任何情况下，我方的合同对象只是您方，所以只和您方发生合同关系。 

第九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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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方或受益人应于知悉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七天内通知我方，否则，对于因迟延通知

所增加的任何调查费用由您方或受益人承担，但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迟延除外。 

受益人对我方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

内不行使而消灭，超过上述规定时间提出的索赔，我方将不予受理。我们将会要求受益人

填写索赔表，对索赔请求进行登记。 

申领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需提供下列所有文件： 

（一）索赔申请表；  

（二）保险合同；  

（三）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四）受益人户籍及身份证证明；  

（五）医院或公安局出具的被保险人身故证明； 

（六）我方要求提供的与本项保险金申领有关的其他文件。 

申领残疾保险金，受益人需要提供下列所有文件： 

    （一）索赔申请表；  

（二）保险合同；  

（三）被保险人的户籍及身份证证明；  

（四）三级医院或公安局出具的残疾证明（需自费提供）； 

（五）完整的门、急诊病历及出院小结原件； 

（六）我方要求提供的与本项保险金申领有关的任何其他文件。 

我方若认为必要可要求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被保险人应当同意，费用由我方支付。

在我方认为必要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方有权要求验尸，费用由我方支付。 

二、保险金的支付 

我方将向本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支付保险金。保险金以人民币支付，不含利息。  

三、保险费未支付情况的处理 

如果在给付保险金时，您方欠我们任何款项，我方有权在支付保险金前要求您方先予

支付所有欠款。 

四、争议处理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仲

裁委员会仲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保险单签

发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您方对本保险合同所承担的义务 

您方、受益人必须遵守本保险条款。如果您方未能遵守本保险条款，那么我们将有可

能不接受索赔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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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给付比例表 

等级 项目 残疾程度 最高给付比例 

第一级 一 双目永久完全失明的（注 1）   

  二 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三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 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四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的   

  五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100%

  六 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2）   

  七 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3）   

  八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      

    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   

    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注 4）   

第二级 九 两上肢或两下肢、或一上肢及一下肢，各有三大   

    关节中的两个关节以上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5） 75%

  十  十手指缺失的（注 6）   

第三级 十一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或一上肢的三大关节全部机   

    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十二 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或一下肢的三大关节全部机   

    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50%

  十三 双耳听觉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7）   

  十四 十手指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8）   

  十五 十足趾缺失的（注 9）   

第四级 十六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的   

  十七 一上肢三大关节中，有二关节之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十八 一下肢三大关节中，有二关节之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十九 一手含拇指及食指，有四手指以上缺失的 30%

  二十 一下肢永久缩短 5 公分以上的   

  二一 语言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10）   

  二二 十足趾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第五级 二三 一上肢三大关节中，有一关节之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二四 一下肢三大关节中，有一关节之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二五 两手拇指缺失的   

  二六 一足五指缺失的 20%

  二七 两眼眼睑显著缺损的（注 11）   

  二八 一耳听觉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二九 鼻部缺损且嗅觉机能遗存显著障碍的（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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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级 三十 一手拇指及食指缺失，或含拇指或食指有三个或三   

    个以上手指缺失的   

  三一 一手含拇指或食指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手指机能永久 15%

    完全丧失的   

  三二 一足五趾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   

第七级 三三 一手拇指或食指缺失，或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中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手指缺失的 10%

  三四 一手拇指及食指机能永久完全（注 13）丧失的   

 

注：（1）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最佳矫

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 0.02，或视野半径小于 5 度，并由保险公司指定有资格的眼

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2）关节机能的丧失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3）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

致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4）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

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独立完成，需要有他人帮助。 

（5）上肢三大关节系指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 ；下肢三大关节系指髋关节、膝关

节和踝关节。 

（6）手指缺失系指近侧指间关节（拇指则为指间关节）以上完全切断。 

（7）听觉机能的丧失系指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大于 90 分贝，语言频率为 500、1000、

2000 赫兹。 

（8）手指机能的丧失系指自远侧指间关节切断，或自近侧指间关节僵硬或关节不能

随意识活动。 

（9）足趾缺失系指自趾关节以上完全切断。 

（10）语言机能的丧失系指构成语言的口唇音、齿舌音、口盖音和喉头音的四种语言

机能中，有三种以上不能构声、或声带全部切除，或因大脑语言中枢受伤害而患失语症，

并须有资格的五官科（耳、鼻、喉）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但不包括任何心理障碍引

致的失语。 

（11）两眼眼睑显著缺损系指闭眼时眼睑不能完全覆盖角膜。 

（12）鼻部缺损且嗅觉机能遗存显著障碍系指鼻软骨全部或1/2缺损及两侧鼻孔闭塞，

鼻呼吸困难，不能矫治或两侧嗅觉丧失。 

（13）所谓永久完全系指自意外伤害之日起经过 180 天的治疗，机能仍然完全丧失，

但眼球摘除等明显无法复原之情况，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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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招商信诺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指定医院名单（共 31 家） 

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中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中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人民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人民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人民医院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联合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坪山人民医院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深圳铁路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深圳流花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深圳市眼科医院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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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不保职业参照表 

1. 桥梁、高速公路、隧道、地下、海上、海湾、港口、水坝工程作业人员； 

2. 拉线安装塔架工人、电缆、架空线操作及维修人员； 

3. 高空或架空作业人员； 

4. 森林业、采矿业、采石业的作业人员； 

5. 船上作业人员、救难船员、潜水员或水下作业人员； 

6. 烟囱清洁工； 

7. 武器弹药研究及管理人员、爆炸品制造和爆破人员； 

8. 其他与枪支、弹药、爆破或爆竹有制造、接触关系的各种人员； 

9. 与有毒气体、液体、固体及尘埃接触的作业人员； 

10. 液化气体制造工人、酸类制造工、石棉瓦操作工、变压器操作工； 

11. 易燃易爆品、毒品、危险品或液化气油罐车的司机及随车工人； 

12. 易燃易爆品、毒品、危险品的作业人员； 

13. 军校、警校学员、交通及防暴警察、特种部队、消防员； 

14. 除行政管理、后勤补给、通讯地勤、图纸设计、文职工作等人员之外的现役军人； 

15. 战地记者、武打和特技演员； 

16. 四吨以上大货车司机及随车工人（货柜车除外）； 

17. 各类行业的车床工、焊接工、铸造工、冲床工、剪床工、铣床工、钻床工、锅炉工； 

18. 与有生命危险影响的电压、电流接触的作业人员； 

19. 击剑、体操、滑水、风浪板、水上摩托车、足球、曲棍球和橄榄球的职业教练和职

业运动员； 

20. 驯兽及饲养人员； 

21. 无固定职业者、无业和待业者、非法职业从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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