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井住友附加承运人货物运输赔偿责任保险条款（B款） 

第一条 保险责任  

1. 保险人按照以下基本条件予以承保。 

基本条件（一切险） 

被保险人受托运送的保单列明被保险货物在保险责任区间内由于意外事故及共同海损

行为引起的损失，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按本条款约定负责赔偿。 

2. 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是指： 

（1） 对货物所有人（以下称“货主”）的法律上及运输合同上的赔偿责任。包括流通

加工作业或保管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货物进行开箱、打包、贴标签等作业所需承担的合同上

的赔偿责任。 

（2） 被保险人为分包承运人时（包括所有由原承运人直接或间接委托货物运输的承运

人。下同。），对被保险人的原承运人（指委托被保险人运输货物的承运人。下同）的法律

上及运输合同上的赔偿责任。包括流通加工作业或保管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货物进行开箱、

打包、贴标签等作业所需承担的合同上的赔偿责任。 

3. 上述2.所述的合同上的赔偿责任是基于被保险人与货主或者原承运人之间签订的合

同，在没有该合同的情况下，按照下述情况承担赔偿责任。 

（1） 保险人事先以书面方式已确认被保险人的合同内容； 

（2） 被保险人已证明与货主或者原承运人之间的各种协议、约定以及协定存在法律责

任以外的内容； 

（3） 被保险人已证明与货主或原承运人的交易惯例经营上，赔偿责任的范围存在法律

赔偿责任以外的内容； 

4. 上述2与3所规定的损失赔偿责任金额按下述规定为基准计算确定，且不超过该金额。 

（1） 有发票的被保险货物，以发票金额为准（发票金额若不包括运费、其他杂费时，

则指加该费用之后的金额。） 

（2） 无发票的被保险货物，以向收货人交付日或者预计交付日的目的地的货物价格为

准。但是，二手货以其实际价格为限。 

 

第二条 除外责任-1  

1.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领人、分包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故意行为。 

（2） 被保险货物的自然损耗，或其性质或本质缺陷引起的自燃、自爆、受潮、霉变、

腐蚀、变质、变色、锈蚀、蒸发、升华及其他类似原因； 

（3） 包装不善； 



（4） 起运时（包括中转地起运以及装货港、停泊港起运），运输工具、运输方法或

运输操作人不适于安全运输。 

（5） 运输延迟； 

（6） 战争、内乱以及其他叛乱； 

（7） 水面或水中鱼雷或水雷爆炸； 

（8） 无论履行公权与否，捕获、拘留、扣留或扣押； 

（9） 检疫或行使上述（8）以外的公权所作的处分； 

（10） 罢工、关闭工厂以及其他劳动争议行为或劳动争议参加人员的行为； 

（11） 10人以上民众、团体全体或一部分采取的暴力骚乱行动以及该行动中部分民众、

团体的暴行（包括纵火、盗窃）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 

（12） 核反应或核爆炸。但，医学用、科学用或产业用放射性同位素（不包括铀、钍、

钚及其化合物、含有物）的核反应或核爆炸除外。 

2. 对于陆上（包括河川）的被保险货物，由于地震、火山爆发或者由此引起的海啸或

者与此有关的火灾及其他类似的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地震、火山爆

发或者由此引起的海啸导致的异常情况的存续期间所发生的损失，保险人亦不负责赔偿。 

 

第三条 除外责任-2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 因未完全遮盖运输工具所造成的水湿损失；（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领

人、分包承运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雇员，根据运输距离、路程、车上临时保管、保管的实

际状况，已合理运用恰当的方法遮盖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仍存在遮盖瑕疵的情形除外。） 

（2） 分包人的经济破产；（未破产已发生的损失除外） 

（3） 除非经保险人认可，未被警察局受理的偷盗、遗失案件； 

（4） 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或因麻醉药、大麻、鸦片、兴奋剂、稀释剂等可能影响驾

驶员正常驾驶时发生的事故； 

（5） 违约金、慰问金、报废费用、利润损失等间接损失； 

（6） 纪念品、赠品、照片、磁盘、论文、资料等损失中的个人附加价值部分。（只

针对货物遭受的客观的经济价值损失所引起的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 

 

第四条 限制条件承保物品  

1. 无论本条款第一条保险责任部分如何规定，下述货物按照本规定2.所述条件负责赔

偿。 

（1） 水果蔬菜、生鲜食品、保冷、保温、冷藏、冷冻货物 



（2） 机动车（包括自动二轮车、带马达的自行车、农业用车、叉车，不包括第五条所

规定的除外货物）、集装箱本身及移动箱・托盘等反复使用的容器类 

（3） 盆栽、树苗、鲜花及其他植物 

（4） 散装货物（液体状、粉末状、颗粒状、气体状、晶体状、块状、棒状等形状，无

论多少个数，只根据重量和体积来进行交易的货物，不打包直接装载于运输工具的货物） 

（5） 活体动物 

（6） 露天货物（建筑物外及房檐下堆放的货物，在没有屋顶、墙壁或者门遮挡的建筑

物及临时帐篷仓库中保管的货物，都视为露天货物。但是，运输中的临时堆放除外。且，卡

车停放站及物流中心等建筑物、金属制品或者FRP材料制的密闭式集装箱内保管的货物也不

属于露天货物） 

2. 以上物品，适用下列规定。 

（1） 上述（1）的货物，由于火灾、爆炸或者运输工具（含轮船）的碰撞、翻倒、脱

轨、坠落、紧急降落、沉没、触礁、搁浅引起的损失或者共同海损的损失以及盗窃、单个包

装单位的遗失，运输工具装卸货过程中承保物品发生的破损、弯曲以及变形的损失，保险人

负责赔偿。 

（2） 上述(2)及(3)的货物，由于火灾、爆炸或者运输工具（含轮船）的碰撞、翻倒、

脱轨、坠落、紧急降落、沉没、触礁、搁浅引起的损失或者共同海损的损失以及盗窃、单个

包装单位的遗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3） 上述(4)的货物，由于火灾、爆炸或者运输工具（含轮船）的碰撞、翻倒、脱轨、

坠落、紧急降落、沉没、触礁、搁浅引起的损失或者共同海损的损失以及整台运输工具被盗

窃引起的承保物品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4） 上述(5)的货物，由于火灾、爆炸或者运输工具（含轮船）的碰撞、翻倒、脱轨、

坠落、紧急降落、沉没、触礁、搁浅引起的每一动物死亡或者共同海损的损失，保险人负责

赔偿。 

（5） 上述(6)的货物，由于火灾、爆炸引起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3. 搬家货物、私人家财，适用下述规定 

（1） 搬家货物、私人家财，根据第一条保险责任及搬家货物特别条款的规定，以每件

3.74万元为限额负责赔偿。但是，当该类货物在保险单列明为除外货物时，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该类货物的损失。 

（2） 搬家货物、私人家财中含上述1.所述货物时，优先按照上述2.所述的条件进行赔

偿。 

（3） 搬家货物是指： 

a. 货物所有人为私人的情况  

搬家、搬移时运输的私人家财以及管理的财物（不论新货物/二手货物、部分/全部、自

有或者受托的货物）  

b. 货物所有人为法人的情况  



搬移时运输的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等，除销售产品以外属于法人自有财产及其管理的财

产（不论新货物/二手货物、部分/全部、自有或者受托的货物）  

（4） 本保险合同自动附带搬家货物特别条款。但是，搬家货物为本保险合同的除外

货物时，将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除外货物  

除非保单另有规定，无论保险责任如何约定，以下货物都不属于被保险货物。  

（1） 吊车、推土机、挖掘机、压路机、挖掘以及打桩用机动车等作业用特种车辆（运

输人或物以外的以土木、建筑及其他工作、作业为目的配备特殊结构的非乘客或货物外的

车辆，农耕作业用车辆及叉车除外）  

（2） 下述每件超过7500元的物品  

玉器、珠宝首饰（含手表、首饰类）、贵金属制品（金、银、白金的原生金属除外）、

艺术品及古董  

（3） 货币、有价证券、新股或者金、银、白金的原生金属  

 

第六条 费用损失  

1. 本保险合同不适用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的责任范围第二条费用损失规定，保险人

仅针对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第二条费用损失以外的下列费用损失予以赔偿。  

（1）为了履行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规定的五、被保险人义务，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

所支出的费用及为了防止事故发生或扩大由货主支出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费用中，保险人

认可的费用； 

（2）被保险人事先获得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出的诉讼、仲裁、调停或者和解费用； 

（3）被保险人由于进行第十四条协助处理而支出的费用。 

2. 上述1.有关的费用，即使该费用与其他保险金的合计金额超出了第九条1.至3.约定

的赔偿限额，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是，本保险合同如果约定了“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

保险人负责赔偿的本保险合同的合计赔偿限额应以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为限。  

 

第七条 运输责任期间  

不论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第七条责任起讫如何规定，本保险合同适用下述约定。  

（1） 为了运输货物，本保险责任以货物从货主交由被保险人或者分包承运人之时开始，

经过正常的运输过程（包括“车上临时保管”），交付至收货人之时终止。  

（2） “车上临时保管”是指为正常运输而进行的装货转换、等待运输、货物处理、分

类等作业而在车上暂时滞留期间，车上临时保管开始日的次日凌晨0时起算满被保险人第三

个工作日的次日凌晨0时为止。  



（3） 上述（1）及（2）所约定的正常运输过程也包含“临时保管”。  

（4） “临时保管”是指为正常运输而进行的装货转换、等待运输、货物处理、分类等

作业，在车辆以外场所暂时滞留期间，被保险人运输中进行的开箱、捆包、贴付标签等流通

加工作业或者受托保管的情况也包含在此期间内。  

（5） 上述（4）所规定的“临时保管”的保险期间是指每一个临时保管场所的临时保

管开始日的次日凌晨0时起算满第30日的次日凌晨0时为止。  

（6） 不管本条款如何规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安装、分拆期间发生的损失。  

 

第八条 保险期间及承保范围  

无论第一条保险责任1.及第七条运输责任期间如何约定，保险合同开始日之前及保险

合同到期日结束后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九条 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1. 每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为第一条保险责任约定的损失金额与第六条费用损失的合计金

额扣除免赔额以后的金额。第一条保险责任的损失金额以保险合同载明的赔偿限额为限。  

2. 对于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导致损失的货物再次遭受其他保险事故而受损的情

况，难以分别进行理赔核算时，货物损失以最后一次保险事故引起的损失为准。  

3. 保单列明的每一运输工具适用上述1.与2.的规定。但是,对于车辆以外的临时保管，

应适用保单列明的对应临时保管的每一事故的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4. 本保险合同如果约定了“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保险人负责赔偿的本保险合同

的合计赔偿限额（本保单附带其他附加条款时，含其他附加条款所支付的保险金。）应以保

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为限。保险人所支付的累计赔偿金额达到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时，本

保险责任以最后一次达到累计赔偿限额的事故发生时结束。  

5. 根据上述4.规定本保险合同结束时，保险人不退还被保险人已支付的保费。  

 

第十条 优先获赔权  

1、 第一条保险责任中所规定的相关事故的索赔人对被保险人的赔款有优先获赔

的权利。  

2、 保险人负责赔偿以下情形下发生的损失。 

（1） 被保险人在支付索赔人赔款以后，保险人支付被保险人赔款。但是，以被保险人

所支付的金额为限。 

（2） 被保险人在支付索赔人赔款之前，根据被保险人的指示，保险人直接将赔款支付

给索赔人。 

（3） 被保险人在支付索赔人赔款之前，索赔人根据1、的优先获赔权，由保险人直接



将赔款支付给索赔人。 

2、优先获赔权不得转让给索赔人以外的第三者。除上述2（3）以外优先获赔权不得进

行质押。但是根据2（1）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向保险人申请赔款的情况除外。  

 

第十一条 索赔人及被保险人的权利调整  

根据第十条2（2）或2（3），对索赔人支付的与损失赔偿有关的赔款及被保险人可向保

险人索赔的费用合计超过赔偿限额时，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前，先行向索赔人支付

赔款。  

 

第十二条 联运  

联运货物根据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1. 由被保险人单独承担货物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保险人按照本附加条款（以下第2项除

外）负责赔偿。  

2. 货物的事故责任所在不明或事故原因为多种情况下，各原因分别所致损失额难以分

别计算时，以各运输人的运费比例计算所得被保险人应承担的损失额与保单记载的赔偿限额

之低者为限，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实际负担的损失额中扣除保单列明的免赔额后予以赔偿。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义务  

1. 被保险人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1） 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获知已发生保险事故或疑似已发生保险事故时，都应立即通

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减少或防止损失。  

（2） 在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时须事先得到保险人的认可。  

（3） 在提起或者被提起诉讼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  

投保人/被保险人没有正当理由违反上述1.（2）的义务时，保险人将认定该部分没有

赔偿责任并扣除相应金额后支付保险金。违反上述1.（1）或（3）的义务时，保险人将扣

除由此引起的损失金额后支付保险金。  

 

第十四条 协助处理  

1. 在保险人认为有必要时，有权以自费方式代替被保险人就货主所提出的损失赔偿要

求寻求解决途径。被保险人必须就此对保险人所提出的相关要求给予协助。  

2. 被保险人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拒绝上述约定的协助时，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  

 



第十五条 仲裁  

1.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由于保险金额发生争议时，双方当事人可以书面各委托1名公

估人进行公估，如果双方公估人之间未达成意见一致时，由双方公估人协商后选定仲裁机构

进行仲裁。  

2. 双方选定的公估人费用（含报酬）由双方各自承担，其他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仲

裁费用）  

 

第十六条 账簿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该准备并保管记录销售额及各运输明细的账本或记录类似数据

的文件，并且应当在保险人要求时提供阅览。  

 

第十七条 保费支付  

1. 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支付保险费。  

2. 即使保险合同开始以后，上述1.的保费未收到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有权不

负责赔偿。  

3. 保险人同意分期付款的情况下，适用以下规定。  

（1） 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签订时，支付第1期保费。并在保险合同列明的付款期限内

支付第2期以后的保费。  

（2） 即使保险合同开始以后，上述（1）的第1期保费未收到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3） 投保人未在规定支付日期次月月末前支付第2期以后保费的情况下，保险人有权

不负责赔偿规定支付日期以后发生的事故。  

（4） 发生下列的情况时，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解约生效日分别如下。  

A保费支付日的次月末内，还未支付应该支付的分期保费情况下。解约生效日为该分期

保费支付日当日  

B支付日期期限内为支付应该支付的分期保费，且，该期保费的后一期（次期支付日）

保费支付日期限内未支付后一期的保费。解约生效日为次期支付日。  

4. 在行使上述3（4）的解约权时，以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发送的书面通知为准。  

 

第十八条 保险合同的变更  

1. 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后，在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的情况下，还可对下述事

项提出变更申请。  

（1） 赔偿限额变更  



（2） 其他保险合同或者投保书上载明事项的变更（主险规定修正及变更提出的情况除

外）  

2. 保险人受理按照上述1.规定提出的变更申请。由此需要退还或者追加的保费按照变

更前保费与变更后保费差额乘以未到期天数的比例进行计算。但是，变更后的保费低于最低

保费时，按照变更前保费与最低保费的差额乘以未到期天数的比例进行。  

 

第十九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

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