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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 国 安 盟 保 险 公 司    
温室和大棚温室和大棚温室和大棚温室和大棚保险保险保险保险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一一一一、、、、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    1.1. 定义 1.2. 合同目的 1.3. 基本责任免除 1.4. 合同有效期及合同解除 1.5.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1.6. 保险费 1.7. 赔付 1.8. 索赔时效 1.9. 重复保险 1.10. 争议处理  二二二二、、、、各分项保险条款各分项保险条款各分项保险条款各分项保险条款    2.1   温室、大棚财产保险  
 
 
 
 
 
 
 
 
 
 
 
 

http://www.groupama-ra.fr/site/devis_servic/dev_serv/accuei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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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 
 本合同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本合同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本合同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本合同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保险条款 
• 保单 
• 投保单和申报表 
• 与本合同相关的其它书面协议  
• 附件 
 

1.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免赔免赔免赔免赔 :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应该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的部分，这部分损失将不能获得保险赔偿。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建筑物，但有别于一般的用于农作物生长的棚。其骨架为刚性金属（铝或者镀锌钢）不是木质或竹子材料，同时覆盖塑料板或薄膜、或玻璃。 
 棚棚棚棚：除温室、大棚外的其它农用棚。 
 冰雹冰雹冰雹冰雹: 由冰颗粒构成的降水，也称为冰雹粒。 
 保险赔偿保险赔偿保险赔偿保险赔偿：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一次保险事故而遭受的损失。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本合同保障的自然事件造成的损失性后果。同一自然事件只能构成一次保险事故。 
 被保险收获物被保险收获物被保险收获物被保险收获物：在保险单中载明的投保温室大棚作物的主要收获物。 
 投保面积投保面积投保面积投保面积：由本合同保障的种植同种农作物田地的面积。 
 最高产能最高产能最高产能最高产能：在没有自然灾害干扰的情况下每亩实现的最高产量。 
 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参照中国气象局的八级大风和暴雨的等级划分标准。暴风雨引起的风灾或者风卷起物体撞击不仅给被保险农作物造成了损失，还给半径 10公里范围内的其他类似农作物造成了损失才是保险人认可的暴风雨。 
 内涝内涝内涝内涝: 强降水导致的积水。根据气象局规定，降水密度须在 12小时内达到 30-49.9毫米。  
 操作间操作间操作间操作间:紧邻或远离于温室、大棚的建筑物，其中有用于温室、大棚室内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加热设备、施肥系统、抽水机、电子变压器等以及用于加工、包装、出口商品的设备装置。 
 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单中载明的投保人，或者由保险人认可的、或投保人死亡后的其他依法可替代投保人的自然人、法人、公司、团体，但不能为（政府）机构或国家。 
 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定本保险合同的公司, 即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单价单价单价单价：由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共同认可的每种投保农作物主要产品的价格。 
 单产单产单产单产：一定单位面积上（主要产品）收获物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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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同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 
 本合同的目的是根据以上定义为被保险人提供第二章中描述的保险保障。 
 . 

1.3. 基本责任免除基本责任免除基本责任免除基本责任免除 
 无论投保人选择本合同条款中的何项保险，由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或后果，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被保险人故意或欺诈行为 
(2.) 战争 
(3.) 核爆炸 
(4.) 地震 
(5.) 政府已预报的洪水灾害或者暴雨导致的水灾所造成的损失 
(6.) 缴付罚款 
(7.) 被保险人参与赌注或挑战行为 
(8.) 政府将被保险人的财产充公、损坏、征购、征用等行为 
(9.) 由于炸弹袭击而引起的火灾 
(10.) 在政府或者供电方已经通知被保险人的情况下断电所造成的损失。 

 除以上责任免除之约定的情况之外，针对本合同的各分项保险，还有相关责任免除的约定。 
 

1.4. 合同有合同有合同有合同有效效效效期及合同解除期及合同解除期及合同解除期及合同解除 

1.4.1. 合同有效期合同有效期合同有效期合同有效期 
 合同合同合同合同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期期期期: 本合同在合同载明的生效日生效。 然而对于暴风雨和内涝，从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第八天（生效日当日为第一天）的00:00时起，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的有效期限合同的有效期限合同的有效期限合同的有效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 
 

1.4.2 在合同有效期内解除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解除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解除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解除合同 
 在下列情况在下列情况在下列情况在下列情况下投保人或下投保人或下投保人或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 
n 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且保险目的与其发生直接联系； 
n 保险人赔付事故之后，决定终止被保险人此项保险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可在收到书面通知的一个月内，解除与保险人签订的其他保险合同。（以寄信邮戳日期为准） 

 在下列情况下在下列情况下在下列情况下在下列情况下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可以解除合同可以解除合同可以解除合同: 
n 保险标的风险加剧 
n 被保险人没有完整或者如实申报个人情况 
n 保险标的因民事、刑事、行政纠纷被有关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或拍卖的情况下    
n 投保人没有按时足额支付保险费 
n 事故赔付之后  
n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未告知事项严重影响保险人承保决定的 
n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 
 在上述被保险人解除合同或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保险人按日收取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剩余部分退还投保人。 

 如果被保险人因其它情况而解除合同，则保险人按下表退还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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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保月数 退费 大于 11个月小于或等于 12个月 9个月 大于 10个月小于或等于 11个月 8个月 大于 9个月小于或等于 10个月 8个月 大于 8个月小于或等于 9个月 7个月 大于 7个月小于或等于 8个月 7个月 大于 6个月小于或等于 7个月 6个月 大于 5个月小于或等于 6个月 5个月 大于 4个月小于或等于 5个月 4个月 小于或等于 4个月 不含税全年保险费 X（未保天数÷365） 
 解除合同的方式解除合同的方式解除合同的方式解除合同的方式 

 

n 被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通过挂号信件（邮寄地址在保险单中有标明）或书面声明的方式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但需要有保险人代表的签收。 
n 保险人可通过挂号信件通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解除合同。  
 

1.5. 投保人投保人投保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1.5.1. 在投保的时候，保险人将根据投保人的有关申明确定投保人的保费以及承保条件。 
 若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将做以下处理： 

l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l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l 投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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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1.5.2. 在保险期限内如果合同载明事项变化，被保险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下述变化时须在 3日内书面（通过挂号信或当面呈交）告知保险人： 
a） 被保险人名字的变更； 
b） 保险标的地址变动； 
c） 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 
d） 保险标的被法院没收等； 
e） 生产经营活动改变； 
f）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 若被保险人未能履行上述通知义务，保险人有权实行 1.5.1规定的规则。 

 危险程度的加重危险程度的加重危险程度的加重危险程度的加重  如果合同载明事项变化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加重，保险人可以根据被保险人书面告知的情况要求增加保费。如果双方不能够就增加保费达成一致，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危险程度的减轻危险程度的减轻危险程度的减轻危险程度的减轻  如果合同载明事项变化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减轻，保险人可以降低保费。否则被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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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            根据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申报的保险金额计算。 投保人按年缴付保险费。 
 

1.7. 赔付赔付赔付赔付 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应履行如下义务： 被保险人必须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事故发生后 2日之内日之内日之内日之内通知保险人，除非在分项保险中有特殊规定。 
 被保险人要向保险人说明：事故的性质、发生的原因及背景、已造成的和预计的后果、与事故有关联的人的姓名、关联人的保险人和证人情况等。  
 超过该期限超过该期限超过该期限超过该期限，，，，则被保险人要负责承担额外的查勘和评估费用则被保险人要负责承担额外的查勘和评估费用则被保险人要负责承担额外的查勘和评估费用则被保险人要负责承担额外的查勘和评估费用，，，，并且有可能导致保险人拒绝赔偿或者减少并且有可能导致保险人拒绝赔偿或者减少并且有可能导致保险人拒绝赔偿或者减少并且有可能导致保险人拒绝赔偿或者减少赔偿金额赔偿金额赔偿金额赔偿金额。 
 接到通知后，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代表人应向保险人提供与事故有关的所有资料（包括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代表人收到的信件、法院函件、第三方函件等）。 
 不正确申报不正确申报不正确申报不正确申报：：：： 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背景和后果有故意不申报实情的，将会丧失对此事故的索赔权。 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背景和后果因过失不申报实情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1.8. 索赔时效索赔时效索赔时效索赔时效 保险金的请求权利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不行使则自动失效。 
 

1.9. 重复保险重复保险重复保险重复保险 如果同一事件由多张保单承保的，保险人只负责按比例分摊应赔付的保险金。 
 

1.10. 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 本合同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法律。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与保险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投保单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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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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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保险条款 
2.1.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财产险财产险财产险财产险  
 

2.1.1. 合同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 本合同目的是依照合同约定及保险单中确定的保险项目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 
 

2.1.2. 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 保险责任适用于投保单及申报表中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温室、大棚建筑及其室内财产。 
 

2.1.3. 保险标的保险标的保险标的保险标的 
A)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的的的的建筑建筑建筑建筑 
• 温室、大棚的结构骨架 
• 温室、大棚的围墙和屋顶（包括覆盖材料） 
 

B)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的的的的室内财产室内财产室内财产室内财产 
• 设备装置设备装置设备装置设备装置 所有置于所有置于所有置于所有置于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里用于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里用于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里用于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里用于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 
�¡ 加热系统、通风系统、肥料和水处理系统 
�¡  隔热网、遮阴网  
�¡ 电子电器设施 
�¡ 电脑设备 
�¡ 支撑设备、采摘设备、包装设备和消毒设备 
�¡ 脱离于土壤的农作物生长架（台）  
�¡ 用于农作物种植和建筑物施工的手动工具. 
  

• 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生产资料  
�¡ 化肥或其他肥料  
�¡ 种子、植株、种球 
�¡ 容器、包装 
�¡ 泥炭 
�¡ 腐殖质 
�¡ 矿石、蛭石等  
�¡ 覆盖于温室、大棚土表的地膜 

  

• 其他室内财产其他室内财产其他室内财产其他室内财产 所有用于加工的，或不用于生产活动的，或将要出售的物品。 
• 农作物农作物农作物农作物 种植于温室、大棚里的农作物并载明于投保单和申报表里。  
 以下财产不属于标的范围内以下财产不属于标的范围内以下财产不属于标的范围内以下财产不属于标的范围内：：：： 
• 置于置于置于置于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室外用于农作物生长的永久性设备装置室外用于农作物生长的永久性设备装置室外用于农作物生长的永久性设备装置室外用于农作物生长的永久性设备装置，，，，如如如如: 
Ø 储存液体或气态烃类的容器  
Ø 储存二氧化碳容器 
Ø 水泵 
Ø 抽水系统 
Ø 储存液态肥料容器 
Ø 电子变压器 
Ø 简易大棚骨架  

• 操作间操作间操作间操作间 紧邻或远离于温室、大棚的建筑物及其室内财产，其中包括： 
 �¡ 用于温室、大棚室内农作物生长的设备装置：加热设备、施肥系统、抽水机、电子变压器等； 
 �¡ 用于加工、包装、出口商品的设备装置。 
 

2.1.4. 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及责任免除及责任免除及责任免除 
 

n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灾害灾害灾害灾害 在2.1.3中提到的保险标的，由于以下原因造成被保险人直接的物质损失，本公司依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 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大风和暴雨大风和暴雨大风和暴雨大风和暴雨 
� 根据《暴风雨》定义，由风的影响或风的活动因素冲击而产生。 
� 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被保险人需出示事故发生当日气象局关于风力雨量的等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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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雹冰雹冰雹冰雹 由于冰雹打击的物理作用造成温室、大棚及其他投保建筑物部分或全部损失。 
 

n 水渍和内涝水渍和内涝水渍和内涝水渍和内涝 在2.1.3提到的保险标的，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依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温室、大棚损毁后48小时内，因冰雹和暴风雨导致的温室、大棚建筑物和其室内财产损失。 温室、大棚损毁后48小时内发生在保险标的上的所有损失，将视为同一事故。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 由隔热效应由隔热效应由隔热效应由隔热效应（（（（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室内外温度差异大棚室内外温度差异大棚室内外温度差异大棚室内外温度差异））））引起的损失引起的损失引起的损失引起的损失。。。。 
 
 

n 火灾火灾火灾火灾 在2.1.3提到的保险标的，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依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 火灾火灾火灾火灾:    即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构成本保险的火灾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１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２ 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３．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及继发的烟熏； 
 ¡ 爆炸爆炸爆炸爆炸：：：： 由煤气、锅炉或爆炸物品导致的爆炸 
 

�¡ 雷击雷击雷击雷击  
 

 ¡ 火灾、爆炸或雷击产生的烟雾，不包括加热设备产生的烟雾； 
 

  ¡  由于火灾、爆炸或雷击后的应急措施引发的损失； 
 

  ¡  空中运行物体或空间物体及其部件坠落； 
 

 ¡   穿越音障的震动； 
 

 ¡   公路车辆或动物的碰撞。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本合同的本合同的本合同的本合同的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 因自燃或加热发生的火灾因自燃或加热发生的火灾因自燃或加热发生的火灾因自燃或加热发生的火灾，，，，适用于任何加热的过程中适用于任何加热的过程中适用于任何加热的过程中适用于任何加热的过程中；；；；  
� 任何由于偶然燃烧所造成的破坏任何由于偶然燃烧所造成的破坏任何由于偶然燃烧所造成的破坏任何由于偶然燃烧所造成的破坏，，，，无论是意外或其他原因无论是意外或其他原因无论是意外或其他原因无论是意外或其他原因，，，，在森林在森林在森林在森林，，，，矮树矮树矮树矮树，，，，草地草地草地草地，，，，草原草原草原草原，，，，灌灌灌灌木木木木，，，，或者空地着火或者空地着火或者空地着火或者空地着火；；；； 
� 因政府要求导致的财产燃烧因政府要求导致的财产燃烧因政府要求导致的财产燃烧因政府要求导致的财产燃烧；；；； 
� 锅炉锅炉锅炉锅炉，，，，节能器或者其他锅炉节能器或者其他锅炉节能器或者其他锅炉节能器或者其他锅炉，，，，机器或者仪器由于压力导致其爆炸机器或者仪器由于压力导致其爆炸机器或者仪器由于压力导致其爆炸机器或者仪器由于压力导致其爆炸。。。。 
�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外的设备起火导致的损失大棚外的设备起火导致的损失大棚外的设备起火导致的损失大棚外的设备起火导致的损失。。。。 

 
 

n 电器损失电器损失电器损失电器损失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本合同中2.1.3中确定的温室大棚内的电器设备装置的直接财产损失，本公司依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  电器、电子电气设备、输电设备内部原因引起的火灾和爆炸； 
 ¡  在无外部原因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雷击或内部电流导致的损失。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本合同的本合同的本合同的本合同的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列明的基本责任免除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以下情况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 零部件替换零部件替换零部件替换零部件替换 
� 电器断裂破损电器断裂破损电器断裂破损电器断裂破损  
� 机械故障机械故障机械故障机械故障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 
� 机械短路机械短路机械短路机械短路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导致的损失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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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清理费用清理费用清理费用清理费用 由于以下清理所产生的费用本公司将负责赔偿：必要的清理、打扫、拆除和搬运瓦砾等的费用。 
 

2.1.5. 赔付申请赔付申请赔付申请赔付申请  被保险人应在申请赔付时，应申报保险金额和相应的温室、大棚重置价值减去残值的金额。 被保险人必须在事故发生后 2日之内日之内日之内日之内通知保险人。 
 

2.1.6. 理赔理赔理赔理赔  针对针对针对针对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建筑和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建筑和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建筑和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建筑和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 
l 损失评估损失评估损失评估损失评估  
�¡ 温室温室温室温室、、、、大棚大棚大棚大棚建筑建筑建筑建筑 根据事故发生之日同类建筑的重置价值减去残值来计算。 残值残值残值残值：：：：如果受损财产的残余部分按照双方协商的价值折归给被保险人，则这部分价值应从保险标的的损失金额中扣减出来。 
 

�¡ 设备装置设备装置设备装置设备装置 根据事故发生之日同类建筑的重置价值减去残值来计算。 残值残值残值残值：：：：如果受损财产的残余部分按照双方协商的价值折归给被保险人，则这部分价值应从保险标的的损失金额中扣减出来。  
�¡ 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生产资料 根据事故发生当日的市场价格进行损失评估。 
 

�¡ 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除农作物外的室内财产 根据事故发生当日的财物的重置价值减去残值进行损失评估。 残值残值残值残值：：：：如果受损财产的残余部分按照双方协商的价值折归给被保险人，则这部分价值应从保险标的的损失金额中扣减出来。 
 

l 赔付赔付赔付赔付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赔付金额的计算公式 ：损失额（重置价值 - 残值）* 保险金额/保险价值 ＊ 比例赔付仅适用于温室、大棚建筑物，在保险金额不足的情况下可采用该赔付方式。 ＊ 针对生产资料和设备装置，在保险 金额内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付。 
�¡ 全损：赔付金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 部分损失：每平方米的赔付金额不得超过每平方米的保险金额。 
l 免赔免赔免赔免赔 一旦损失金额确定，将扣除相应免赔。 免赔规定参考附件。 
  针对针对针对针对农作物农作物农作物农作物  
 

l 损失评估损失评估损失评估损失评估 根据申报单上申报的金额进行损失评估。 
l 赔付赔付赔付赔付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全损：赔付金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部分损失：每平方米的赔付金额不得超过每平方米的保险金额。 
l 免赔免赔免赔免赔 一旦损失金额确定，将扣除相应免赔。 免赔规定参考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