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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央财政水稻大灾保险条款 

（备案编号：(吉) 地(都邦财险)(备-种植业保险)〔2021〕(主) 001号）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投保明细表、保险凭证及特

别约定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可以由水稻经营土地规模在 20公顷（含）以上，且流转土地经当地

农经管理部门备案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行投保。也可以由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户投保。 

上述投保的农户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第三条 凡符合下列种植条件的水稻（以下简称“保险水稻”），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

保险标的： 

（一）种植地块应位于当地洪水警戒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区、非行洪区、非泄洪区内； 

（二）耕作及田间管理符合当地农业技术部门的要求和技术规范标准； 

（三）播种的品种通过政府部门审定（认定），并经农业技术部门在当地推广试验成功

的品种； 

（四）苗齐并生长正常。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且损失程度达到 30%

（不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

灾害； 

（二）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 

（三）病虫草鼠害。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政府泄洪及其他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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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或家庭成员、种植人员管理不善或故意行为； 

（三）种子、肥料、农药等质量问题或违反技术要求应用； 

（四）他人的故意破坏； 

（五）收割期间和收割后由于一切原因造成的损失。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收割或改种其他农作物； 

（二）损失程度低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对免赔率的损失； 

（三）由于保险期间开始前的原因所导致的保险水稻损失。 

第七条 本保险条款其他条目中约定的不承担、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的部分，保险人也

不负责赔偿。 

第八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赔偿责任。 

保险金额与免赔率 

第九条 保险水稻的单位面积保险金额根据每公顷水稻投入的直接物化成本和地租成本

确定为9200元/公顷（直接物化成本5200元/公顷、地租成本4000元/公顷）。如当地政府对

保险金额另有规定，以政府文件为准，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单位面积保险金额×保险面积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第十条 本保险合同的相对免赔率为 30%（含）。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间自保险水稻在田间移栽成活返青后或自出苗（苗

齐）时开始至成熟（收割）时止，具体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为准。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

内收获或改种其他农作物，则该部分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自行终止。 

保险费 

第十二条 保险费按保险人规定的保险费率计收。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保险人义务 

第十三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

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本保险合同中免除

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本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



3 

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四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五条 保险人按照第二十四条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

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六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

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

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本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

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请求并确定属于保险责任之日起十五日内，对其赔偿数额

不能确定的，可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待确定最终赔偿数额后，再

支付相应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八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水稻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本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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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本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本保险

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本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投保人应自缴部分

的保险费。投保人未按约定一次交付全部保险费的，本保险合同不生效。 

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水稻种植管理的规定，做好田间种植管

理，接受农业部门和保险人的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切实做好安全防灾、抗灾及防损工作，

维护保险水稻的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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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

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水稻的生产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

解除本保险合同。 

第二十一条 保险期间内，保险水稻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二条 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水稻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

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二十三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按照当地农业技术部门及保险人的要求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防止或减少损

失； 

（二）立即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二）报(定)损清单； 

（三）出险通知书（索赔申请书）； 

（四）必要的县（市、区）级以上农业、气象等有关部门的证明及技术鉴定；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第二十三条和本条前款约定的义务，导致损失扩大或保险人无法核实

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损失扩大的部分或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水稻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

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六条 接到出险报案后，保险人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上报的受灾情况进行现场查

勘。 

发生部分损失时，保险人对受损水稻现场勘查后进行初步定损登记，对于部分受损水稻

设定恢复生长期，待水稻获前进行最终定损；对于连续受损水稻，保险人可连续勘查定损，

待秋后最终核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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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全部损失时，保险人及时核定损失程度并进行定损登记，待秋后与部分损失一并进

行赔付。 

第二十七条 保险水稻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造成损失，保险人按照下列方式赔偿： 

（一）按照当地实际单位产量（以有关部门测定为准）确定标准产量，作为计算损失

程度的标准。 

损失程度=由于保险责任范围内原因造成的减产产量/标准产量 

（二）全部损失。保险水稻损失程度在 80%（含）以上的视为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以下

方式进行赔偿： 

赔款金额=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受灾面积×赔偿比例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按照《吉林省农业大灾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见附件）

计算；赔偿比例按照《水稻种植成本保险赔偿比例表》计算。 

水稻种植成本保险赔偿比例表 

水稻 7 月 10日前：70% 8月 20日前：90% 8月 21日后：100% 

（三）部分损失。保险水稻损失程度在 80%（不含）以下的视为部分损失，保险人按以

下方式进行赔偿： 

1.本保险合同的相对免赔率为 30%（含）。 

2.当部分损失程度超过 30%（不含）时，按下面公式计算赔款金额： 

赔款金额=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受灾面积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按照《吉林省农业大灾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见附件）

计算。 

第二十八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积时，可以区分保

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无法区分保险

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 

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保险人以可保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 

本条所指可保面积指符合第三条规定的保险水稻实际种植面积。 

第二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

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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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

任，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

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

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

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

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

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争议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

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均应履行本保险条款约定的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该等

合同义务或履行该等合同义务不符合本保险条款约定的，应按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 

第三十五条 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

本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日比例退还投保人自本保险合同解除之日起至保险期间结束之日

止期间的有效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 

第三十六条 本保险合同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等法律规

定相悖之处，以法律规定为准。本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法律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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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第三十七条 本保险合同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其定义如下： 

（一）直接物化成本：主要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

地膜成本等。 

（二）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火灾、

泥石流、山体滑坡的标准解释按相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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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农业大灾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水稻）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9200 80%（含）以上 

赔偿金额 9200 9200 

7.1-8成 92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9200 7838 7949 8059 8170 8200 8390 8501 8611 8722 9200 

6.1-7成 92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9200 5612 5704 5796 5888 5980 7286 7397 7507 7618 7728 

5.1-6成 92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9200 4692 4784 4876 4968 5060 5152 5244 5336 5428 5520 

4.1-5成 92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9200 3395 3478 3560 3643 3726 3809 3892 3974 4057 4140 

3.1-4成 92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9200 2282 2355 2429 2502 2576 2650 2723 2797 2870 2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