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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

尊敬的客户：

欢迎您选择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特种车商业保险。当您投保本保险
后，我公司将根据您选择投保的主险和附加险险种，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
应的保险赔偿责任。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应对风险带来的损失，您可以采取控制的方式消除或减少，
可以采取自留的方式靠自身力量解决，还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风险损失转移
给保险公司。但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技术之一，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适合或可
以采用保险的方法来处理，只有可保风险才是保险公司所能接受承保的风险。保险
公司一般通过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条款和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对承保风险予以明
确。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通过把保险人不承保的情形和事由予以排除，使保险费率
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减轻消费者的投保压力和保费负担；同时有利于实现保险公司
稳健经营。

本保险合同在保险责任的基础上，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设置了免除保险人责
任条款，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范围，或减轻保险人保险赔偿责
任的情形、范围和事由。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在您填写投保单前，我公司就保险
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做出如下书面说明，请您注意阅读。同时，我公司工
作人员会针对本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内容以及投保单所附特种车商业保险条款向您进
行详细说明。您也可以随时向我公司工作人员提出询问，或者致电 95505 客服热线，
我们将悉心为您解答。

尊敬的客户，当您已全面了解本免责事项说明书以及特种车商业保险条款的内
容后，请在本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签章处签字或盖章确认。祝您投保愉快！

第一部分 责任免除条款
概念：责任免除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而在保险责任内予以剔除的损失和事由。

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指属于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范围。

原因：

1、国家道路安全法律法规已有禁止性规定。如：“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无驾驶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
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等。

2、缺乏历史统计数据积累，无法得出风险发生概率，缺少费率计算基础。如“战
争”、“军事冲突”、“核反应”、“核辐射”等。

3、属于保险标的本身原因、自然变化或市场变化因素。如“因市场价格变动
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自然磨损、朽蚀、腐蚀、故障、
本身质量缺陷”、“车上人员因疾病、分娩、自残、斗殴、自杀、犯罪行为造成的
自身伤亡”等。

4、可以通过增加保险费，加保相应附加险获得保障。如“车轮单独损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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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损失”、“新增加设备的损失”、“医保外医疗费用”、“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

内容：根据我公司特种车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不同险种的责任免除包括：

  特种车损失保险

第八条 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
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

（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交通肇事逃逸；

2、驾驶人或操作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

3、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

4、驾驶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

5、实习期内驾驶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载有危险物品的
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

6、操作人员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许可证书
或其他必备证书；

7、非被保险人允许的操作人员。

（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

2、被扣留、收缴、没收期间；

3、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

4、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被保险机动车被利用
从事犯罪行为；

5、被保险机动车违法、违规拖带其他机动车或物体。

第九条 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
核辐射；

（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

（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
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
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操作人员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十条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

（二）自然磨损、朽蚀、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

（三）被保险机动车上固定的机具、设备由于内在的机械或超负荷、超电压、
感应电等电气故障引起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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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中车体重心偏离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

（五）吊升、举升的物体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
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知道或者应
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七）因被保险人违反本条款第十四条约定，导致无法确定的损失；

（八）被保险机动车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以及在此期间
受到的损坏，或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未遂受到的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
备丢失；

（九）车轮单独损失，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以及新增加设备的损失。

说明：上述第八条是情形除外，即只要具有该条所列举的情形，不论任何原因
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九条是原因除外，即由于该条所列举的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
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十条是损失和费用除外，即无论造成损失和费用的原因是什么，该条所
列举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其中，除第（九）项“无明显碰撞痕迹
的车身划痕”外，第（四）、（五）、（九）项损失和费用，投保人可以增加保险费，
加保附加险。

上述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1、2、3、4、5目，第（三）项第 1目，
第九条第（二）项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禁止性
规定或强制性规定。

  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二十一条 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

（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交通肇事逃逸；

2、驾驶人或操作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

3、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

4、驾驶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

5、实习期内驾驶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载有危险物品的
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

6、操作人员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许可证书
或其他必备证书；

7、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或操作人员。

（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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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扣留、收缴、没收期间；

3、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

4、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期间；

5、被保险机动车违法、违规拖带其他机动车或物体。

第二十二条 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
核辐射；

（二）第三者、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操作人员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犯罪行为，
第三者与被保险人或其他致害人恶意串通的行为；

（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
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
的。

第二十三条 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
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
种间接损失；

（二）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
损失；

（三）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
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车上财产的损失；

（四）被保险人、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本车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

（五）停车费、保管费、扣车费、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

（六）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
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

（七）在作业中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造成的财产、土地、建筑物的损毁
及由此造成的人身伤亡；

（八）被保险机动车举升、吊升物品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被举升、吊升
物品的损失；

（九）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

（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
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知道或者应
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十一）因被保险人违反本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导致无法确定的损失；

（十二）精神损害抚慰金；

（十三）应当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或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已经失效的，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以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说明：上述第二十一条是情形除外，即只要具有该条所列举的情形，不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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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二十二条是原因除外，即由于该条所列举的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二十三条是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除外，即无论造成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和费用的原因是什么，该条所列举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
不负责赔偿。其中第（十三）项损失和费用，投保人可以增加保险费，加保附加险。

上述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1、2、3、4、5 目，第（三）项第
1目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

  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第三十二条 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
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

（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交通肇事逃逸；

2、驾驶人或操作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

3、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

4、驾驶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

5、实习期内驾驶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载有危险物品的
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

6、操作人员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许可证书
或其他必备证书；

7、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或操作人员。

（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

2、被扣留、收缴、没收期间；

3、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

4、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期间；

5、被保险机动车违法、违规拖带其他机动车或物体。

第三十三条 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
核辐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
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
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十四条 下列人身伤亡、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及驾驶人、操作人员以外的其他车上人员的故意、重大过失行
为造成的自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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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上人员因疾病、分娩、自残、斗殴、自杀、犯罪行为造成的自身伤亡；

（三）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

（四）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
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

（五）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或操作人员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
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
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七）精神损害抚慰金；

（八）应当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的损失和费用。

说明：上述第三十二条是情形除外，即只要具有该条所列举的情形，不论任何
原因造成的机动车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三十三条是原因除外，即由于该条所列举的原因导致的机动车车上人员
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三十四条是人身伤亡、损失和费用除外，即无论造成人身伤亡、损失和
费用的原因是什么，该条所列举的人身伤亡、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其中第（四）、（七）项损失和费用，投保人可以增加保险费、加保附加险。

上述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1、2、3、4、5 目，第（三）项第
1目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

  特种车全车盗抢保险

第三十九条 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
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索赔时未能提供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出具的盗抢立案
证明；

（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被保险人、投保人故意破坏现场、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

（三）被保险机动车被扣留、罚没、查封、政府征用期间；

（四）被保险机动车在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
被运输期间。

第四十条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导致的损失和费用；

（二）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和费用；

（三）非全车遭盗窃，仅车上零部件或附属设备被盗窃或损坏；

（四）新增加设备的损失；

（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
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
的；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操作人员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



第 7 页    共 11 页

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
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七）因被保险人违反本条款第四十二条约定，导致无法确定的损失。

说明：上述第三十九条是情形除外，即只要具有该条所列举的情形，不论任何
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上述第四十条是损失和费用除外，即无论造成损失和费用的原因是什么，该条
所列举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附加险

险种 责任免除内容

附加车轮
单独损失

险

第二条责任免除

（一）车轮（含轮胎、轮毂、轮毂罩）的自然磨损、朽蚀、腐蚀、
故障、本身质量缺陷；

（二）未发生全车盗抢，仅车轮单独丢失。

附加修理
期间费用
补偿险

第二条责任免除

下列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修理期间费用补偿：

（一）因特种车损失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事故而致被保险机动车的
损毁或修理；

（二）非在保险人认可的修理厂修理时，因车辆修理质量不合要求
造成返修；

（三）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操作人员拖延车辆送修期间。

附加车上
货物责任

险

第二条责任免除

（一）偷盗、哄抢、自然损耗、本身缺陷、短少、死亡、腐烂、变质、
串味、生锈，动物走失、飞失、货物自身起火燃烧或爆炸造成的货物损失；

（二）违法、违章载运造成的损失；

（三）因包装、紧固不善，装载、遮盖不当导致的任何损失；

（四）车上人员携带的私人物品的损失；

（五）保险事故导致的货物减值、运输延迟、营业损失及其他各种
间接损失；

（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运输的货物的损失。

附加精神
损害抚慰
金责任险

第二条责任免除

（一）根据被保险人与他人的合同协议，应由他人承担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

（二）未发生交通事故，仅因第三者或本车人员的惊恐而引起的损
害；

（三）怀孕妇女的流产发生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天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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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医保
外医疗费
用责任险

第二条责任免除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在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项下可获得赔偿的部分；

（二）所诊治伤情与主险保险事故无关联的医疗、医药费用；

（三）特需医疗类费用。

第二部分 免赔额和免赔率
概念：免赔额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被保险人

自行承担的损失额度，对于此额度内的损失，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将予以扣除。

免赔率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损失占总体损失的比例，
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将按照此比例计算不负赔偿责任的损失额度，然后在赔款中进
行扣减。

内容：根据我公司特种车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所使用的免赔率包括：

  附加险

险种 免赔额、免赔率内容

特种车损
失保险

免赔额

第十一条 对于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绝对免赔额的，保
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增加每次事故绝对免赔
额。

附加绝对
免赔率特
约条款

绝对免赔率为 5%、10%、15%、20%，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
协商确定，具体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主险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按照主险的约定计
算赔款后，扣减本特约条款约定的免赔。即：

主险实际赔款=按主险约定计算的赔款×（1-绝对免赔率）

说明：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为减费附加险，可对应多个主险分别进行投保，
若投保此附加险，我公司将按照协商确定的绝对免赔率档次及对应主险相应扣减保
险费，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主险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按照主险的约定计算赔款
后，将扣减按本特约条款约定的绝对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第三部分 保险合同终止或解除
概念：保险合同终止，是指出现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情形时，保险合同的权

利义务终止。保险合同解除是指投保人或保险公司依法或依保险合同约定，终止保
险合同的行为，是合同终止的情形之一。对于保险合同终止后发生的事故，保险公
司不予赔偿。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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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种 内容

特种车损
失保险

第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本保险事故，导致全部损失，或一次
赔款金额与免赔金额之和（不含施救费）达到保险金额，保险人按本保
险合同约定支付赔款后，本保险责任终止，保险人不退还机动车损失保
险及其附加险的保险费。

通用

第五十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转让他人的，受让人承
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并及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因被保险机动车转让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发生显著变化的，
保险人自收到前款约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相应调整保险费或
者解除本保险合同。

第四部分 其他
概念：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

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用。

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赔偿标准和保险费厘定相匹配，对于超出本赔偿标
准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本保险合同为特种车商业保险，为
被保险人提供基本的风险保障，不能转移被保险人所有的赔偿责任风险。投保人可
以通过增加保险费，选择相应附加险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内容：

险种 内容

特种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

第二十九条 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
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

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
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
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特种车车上
人员责任保

险

第三十七条 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
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

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
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
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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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关名词释义

内容 释义

使用被保险
机动车过程

指被保险机动车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的整个过程，包括行驶、停
放及作业，但不包括在营业场所被维修养护期间、被营业单位拖带或
被吊装等施救期间。

自然灾害

指对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自然现象，
包括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冰雹、台风、热带风暴、地陷、
崖崩、滑坡、泥石流、雪崩、冰陷、暴雪、冰凌、沙尘暴、地震及其
次生灾害等。

意外事故
指被保险人不可预料、无法控制的突发性事件，但不包括战争、

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核辐射等。
交通肇事

逃逸
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

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

车轮单独损
失

指未发生被保险机动车其他部位的损失，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仅发生轮胎、轮毂、轮毂罩的分别单独损失，或上述三者之中任意二
者的共同损失，或三者的共同损失。

车身划痕 仅发生被保险机动车车身表面油漆的损坏，且无明显碰撞痕迹。

新增加设备 被保险机动车出厂时原有设备以外的，另外加装的设备和设施。

新车购置价
指本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被保险机动车同类型新车的价格，无

同类型新车市场销售价格的，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

全部损失

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灭失，或者受到严重损坏完全失去原
有形体、效用，或者不能再归被保险人所拥有的，为实际全损；或被
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认为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发
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为推定全损。

家庭成员 指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市场公允
价值

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
所确定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
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

饮酒
驾驶人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

于等于 20 mg/100 mL 的。

法定节假日

法定节假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规定的元旦、春节、清
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及星期六、
星期日，具体以国务院公布的文件为准。

法定节假日不包括：1、因国务院安排调休形成的工作日；2、国
务院规定的一次性全国假日；3、地方性假日。

污染（含放
射性污染）

指被保险机动车正常使用过程中或发生事故时，由于油料、尾气、
货物或其他污染物的泄漏、飞溅、排放、散落等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
和第三方财产的污损、状况恶化或人身伤亡。

特需医疗类
费用

指医院的特需医疗部门/中心/病房，包括但不限于特需医疗部、
外宾医疗部、VIP部、国际医疗中心、联合医院、联合病房、干部病房、
A 级病房、家庭病房、套房等不属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范畴的高等级
病房产生的费用，以及名医门诊、指定专家团队门诊、特需门诊、国
际门诊等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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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声明：

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

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

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

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

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

尊敬的客户，为了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将以下黑体字内容，在方格内进行

手书，以表明您已了解投保内容，并自愿投保：

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

本 人 确 认 收 到 条 款 及 《 特 种 车 商 业 保 险 免 责 事 项 说 明 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保人签章处：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