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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大亚湾区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统保方案 

 

一、 险种：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二、 适用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

例》（2019年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9010-2019）

《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并向中国保监会注册报备的《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附加第三者财产责任保险条款》 

 

三、 适用地域范围：大亚湾区行政管辖区内 

 

四、 保险期限：  

（1）保险期限从施工许可之日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保单生效日期

以保险单载明的起始时间为准。施工合同工期超过5年的项目逐单议。 

（2）如工程因故停工，投保人可在停工之前向保险人申请办理保单暂停手

续，保单暂停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原保险期限可顺延。 

（3）因工程量增加超过5%的项目，按原比例补收保费。 

 

五、 投保主体：凡在广东省大亚湾区辖区内从事房建楼宇、市政类工程和其

他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单位（总承包单位）作为本保

险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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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障范围：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施工地址及扩展的

区域内，依法从事建筑施工及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因发生意外事故和生产安全

事故，导致雇员或者第三者人员死亡、受伤损失，应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经济

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行政

法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对雇员或者第三方人员死亡、伤残、医疗、

救援和法律费用予以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项目： 

1、 雇员死亡、受伤、救援和医疗费用中，主要有以下项目： 

1） 死亡。 

2） 伤残。 

3） 医疗费用。 

4） 安家补助。（一到四级时赔付） 

5） 住院期间的误工费。 

6） 住院期间的护理费。 

2、 救援费用及法律费用。 

3、 第三者的人员死亡、伤残及合理的医疗费用。 

 

七、 保险责任认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施工地址及扩

展的区域内依法从事建筑施工及相关工作，发生意外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后，

由保险人根据事故状况及现场勘查后，核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对

保险人的判定结果存在异议，可向属地负有安全生产事故调查职责的部门申请

书面的事故认定意见或认定报告，亦可提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事故认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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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以书面意见或报告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事故认定材料为依据，按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 

 

八、 保费计算 

（一）新报建工程： 

保费=基础保费*费率浮动系数，其中： 

1、基础保费=合同造价*基础费率 

2、费率浮动系数=工期系数*合同造价规模系数*工程类型系数 

备注：施工合同造价指包工包料的总造价，新报建项目最低收费4000元/项目。 

（二）在建工程： 

保费=基础保费*费率浮动系数，其中： 

1、基础保费=合同造价*基础费率 

2、费率浮动系数=原合同总工期对应的工期系数*合同造价规模系数*工程类型

系数*（剩余工期占施工合同载明工期的比例）*1.2 

（备注：施工合同造价指包工包料的总造价，在建项目最低收费4000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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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保障基础费率 

基础费率表 

保险责任 限额 相关说明 基础费率 

雇员死亡、伤残 100 万元/人 每人伤亡赔偿限额为 100 万元 

0.2% 

 

第三者死亡、伤残 100 万元/人 每人伤亡赔偿限额为 100 万元 

救援费用 20 万元/次 按实际发生费用在每次事故限额内赔偿 

法律费用 20 万元/次 按实际发生费用在每次事故限额内赔偿 

雇员医疗费用 10 万元/人 

每人赔偿限额为 10 万元，在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1000 元。 

第三者医疗 

费用 

10 万元/人 

每人赔偿限额为 10 万元，在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1000 元。 

雇员工伤猝死 50 万元/人 每人赔偿限额为 50万/人，需提供工伤认定书 

雇员非工伤猝死 10 万元/人 每人赔偿限额为 10 万/人 

第三者财产 

100 万/次 

累计 200 万 

按实际发生费用在每次事故限额内赔偿。 

每次事故免赔额为 1000 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 10%，两者以

高者为准。 

全单累计赔偿限额 
工程造价在 1 亿元以下工程：保单累计赔付限额 3000 万人民币； 

工程造价在 1 亿元以上工程：保单累计赔付限额 8000 万人民币； 

（一）工期调整系数 

工期 系数 

12个月（含）以内 0.9 

12-36个月 1 

37-60个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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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个月以上 逐单议 

备注：不足 1 个月按 1 个月计算。 

（二）合同造价规模系数 

合同总造价（单位：元） 系数 

3000万以下 1.3 

3000万（含）-5000万 1.2 

5000万（含）-1亿 1.1 

1亿（含）-3亿 1 

3亿（含）以上，不足5亿 0.9 

5亿（含）以上，不足10亿 0.8 

10 亿（含）以上，不足 50 亿 0.7 

50 亿（含）以上，不足 100 亿 0.6 

100 亿以上 逐单逐议 

（三）工程类型系数 

工程类型 工程细分类型 

调整系

数 

一般市政工程 

1) 道路交通工程（铁路、地铁等轨道交通设施除外） 

2) 河湖水系工程（桥梁除外） 

3) 普通管线工程 

4) 架空杆线工程 

5) 街道绿化工程 

0.7 

房屋建筑类工程 
1) 住宅、商住楼宇等民用和商用建筑（含装修及设备安装工程） 

2) 各类企业厂房及仓库等纯土建工程（涉水工程除外） 
0.9 

其他工程 

1) 桥梁、隧道、地铁、铁路 

2) 沿海及水上工程如大坝、围垦、堤坝、围堰工程、码头等 

3) 中小型水电站和水电站前期工程 

4) 海底管线 

5) 含高温（200°以上）高压（50 公斤/平方厘米以上）化工设备及易燃易爆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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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安装工程 

6) 拆除工程 

7) 输油、输气管道工程、供燃气及供热的管线工程 

8) 地下暗挖工程 

备注：如工程类型未涉及的或单笔工程总造价超 100 亿的项目，逐单逐议。  

 

十、 施工行业方案说明 

1、此方案适用于施工许可的总、专业分包工程；劳务合同、半包合同不得按此

方案投保，需逐单询价。 

2、保单项下累计赔付限额为： 

工程造价在1亿元以下工程：保单累计赔付限额3000万人民币； 

工程造价在1亿元以上工程：保单累计赔付限额8000万人民币； 

3、施工合同造价指包工包料的总造价，本方案最低收费4000元/项目。 

   

十一、 特别约定: 

1、 保险期限： 
（1）保险期限从施工许可之日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保单生效日期以保险单载明的起始时
间为准。施工合同工期超过 5 年的项目逐单议。 
（2）如工程因故停工，投保人可在停工之前向保险人申请办理保单暂停手续，保单暂停期间保险
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原保险期限可顺延。 

  （3）因工程量增加超过 5%的项目，按原比例补收保费。 
2、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施工地址及扩展的区域内依法从事建筑施工及相关工

作，发生意外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后，由保险人根据事故状况及现场勘查后，核定是否属于保险
责任。如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判定结果存在异议，可向属地负有安全生产事故调查职责的部门
申请书面的事故认定意见或认定报告，亦可提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事故认定材料，保险人以书
面意见或报告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事故认定材料为依据，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进
行赔偿。 

3、雇员死亡、受伤、救援和医疗费用中，   
1） 伤残： 

雇员每人伤残赔偿限额 100 万，对于每位伤残者，依据保险人认可的机构出具的以《劳动能力
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为标准确定的伤残程度证明，保险人在本附
加保险合同所附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每人伤残赔偿限额确定的数额内赔偿。相应
的赔偿限额为该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下列“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的比例乘以每人伤残赔偿
限额所得金额。伤残等级赔偿限额具体为一级伤残 100%，二级伤残 80%，三级伤残 70%，四
级伤残 60%，五级伤残 50%，六级伤残 40%,七级伤残 30%，八级伤残 20%, 九级伤残 10%，
十级伤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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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每人误工费用 100 元/天，按实际住院天数给付，且免赔 0 天，每人每次事

故误工费用最长赔付不超过 90 天，每人累计赔偿不超过 180 天。 
3）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每人护理费用 100 元/天，按实际住院天数给付，免赔 0 天，每人每次事故

护理费用最长赔付不超过 90 天，每人累计赔偿不超过 180 天。 
4）本保单扩展承保因保险事故导致雇员一到四级的伤残需迁回原籍时产生的安家补助费用依法应

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赔偿限额为惠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 6 倍，本项赔偿限额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4、 第三者伤残，每人伤残赔偿限额 100 万，对于每位伤残者，依据保险人认可的机构出具的以《人
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为标准确定的伤残程度证明，保险人在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附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
每人伤残赔偿限额确定的数额内赔偿。相应的赔偿限额为该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下列“伤残等级
赔偿限额比例表”的比例乘以每人伤残赔偿限额所得金额。伤残等级赔偿限额具体为一级伤残 
100%，二级伤残 80%，三级伤残 70%，四级伤残 60%，五级伤残 50%，六级伤残 40%,七级伤
残 30%，八级伤残 20%, 九级伤残 10%，十级伤残 5%。 

5、 及时报案条款:兹经合同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必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的 48 小时
内（或保单约定的时间内）向保险人报案，因延迟报案影响保险人查勘、定损的，保险人对于
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
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报案电话：95518 

6、 本保单采用不记名投保方式。本保单按施工总合同造价计算保费的方式承保，合同造价：
XXXX 元。 

7、 工程名称：***施工地址： 大亚湾区 XXXXXXXXXX， 
合同总工期为**天，工程类型为：**（如道路/楼宇）。本保险仅承保被保险人在指定的施工区域
和生活区域内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其他区域发生的事故，我司不承担责任。施工区域和生活区
域以承保时投保人提供的施工合同和（或）施工图样说明为准。 

8、 （1）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已向工伤保险索赔（提供工伤保险赔付相关证明材料），保险人
在保单约定的限额内赔付工伤保险赔付后剩余部分的医疗费用；该医疗费用包含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所颁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其
的调整规定目录之外的医药费用（但不包括保健品、补品），每人自费药限额 2 万元，并含在
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内。 

（2）若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未向工伤保险索赔（或未参与社保工伤保险的），保险人在保单
约定的限额内赔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颁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规定
目录的合理的医药费用，即不赔付自费药。 

9、 救援费用及法律费用，每次赔偿限额 20 万，按实际损失金额赔偿。 
10、 【工伤猝死】：本保单承保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经工伤保险认定为工伤的，需提供工伤认定书或其他相关工伤证明材料，每人死
亡赔偿限额 50 万/人。 

【非工伤猝死】雇员在指定的施工区域和生活区域内发生猝死（猝死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
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 24 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医疗
机构的诊断或公安、司法机关的鉴定以及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为准），且无法被鉴
定为工伤的。每人非工伤猝死赔偿限额 10 万/人。 

11、 雇员和第三者死亡、伤残、救援及法律费用项下，每人及每次事故绝对免赔 0 元。 
雇员和第三者医疗费用，每人及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 1000 元； 
第三者财产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 1000 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 10%，两者以高者为准。 

12、 本保单的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或与该工程项目分包商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
关系，接受被保险人或该工程项目分包商给付薪金、工资，年满十六周岁的人员及其他按国
家规定审批的未满十六周岁的特殊人员, 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徒
工等。 

13、 本保单累计赔付限额 XX 万人民币-----根据工程保额大小选择项 



 8 / 15 
 

安责险相关概念释义 

一、本保险内涵中的大亚湾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拆除的房屋建

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包括外省入大亚湾建筑施工企业承建项目。 

二、意外伤害部分包括与施工企业或项目部形成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施工现场所有务工人员及因工作关系进入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参观、指导

等行为的所有人员。 

三、第三者人身伤亡：指事故造成与建设工程施工无关的人员伤亡。 

四、第三者财产： 指事故造成的与建设工程施工活动无关的第三者财产损失，

但施工方、业主方等的财产损失不属于第三人财产。 

五、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因发生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的安全责任事故

引起工地内及邻近区域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

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限额负责赔偿。 

六、抢险救援费用：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工作场所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应由投保单位负担的因采取紧急抢险救援措施而支出的下列必要、合理的救援费用

(包括施工单位按照项目部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开展抢险救援所产生的费用)，保险

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涵盖参与救援人员劳务费用；参与救援器材、设备

的租赁、使用费用；救援工具购置费用；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发生的医疗抢救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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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流程指引 

 

一、投保方式 

（一）投保指导 

拨打大亚湾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共保体首席承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大亚湾营业部联系电话：0752-5102329 客服专线，即可获得

服务专员本地化投保咨询、指导或上门协助投保服务。 

承保咨询联系表 

投保咨询 办公电话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 

咨询员 徐转章 13433420332 xuzhuanzhang@guangd.picc.com.cn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2:30-5：30 

地址：惠州市大亚湾澳头中兴五路 103 号南山国际大厦 A 座 2 楼人保财险营

业部 

 

（二）投保手续 

投保时需提供资料如下： 

1.营业执照； 

2.正式盖章版施工合同； 

3.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4.施工许可证； 

5.企业开票信息； 

6.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投保流程示意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大亚湾建筑板块安责险备案资料---2021.03.19.doc%23_Toc250627392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大亚湾建筑板块安责险备案资料---2021.03.19.doc%23_Toc25062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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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保注意事项 

（一）投保资料提供 

生产经营单位投保时，需及时提交投保资料、支付保费，以避免因未能按时办

理投保手续或保费未能按时到账，导致保险合同在拟定的保险起期生效前发生保险

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发生。 

（二）保费缴付 

应以企业账户缴纳保费。特殊情况下个人支付保费的，可采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或银行汇款方式进行，付款人应为投保单填报人，汇款附言中应填写付款人身份证

号、投保单号。 

（三）共保体出单 

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统一在首席承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分公司大亚湾营业部）投保大亚湾区安责险。未在指定的首席承保人投保的

安责险，不享受事故预防服务及政策性补贴。 

  

咨询 答疑 
确认投保

文件 
出单 

 

 

交纳保费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大亚湾建筑板块安责险备案资料---2021.03.19.doc%23_Toc25062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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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流程指引 

一、专项服务小组 

保险人应为本项目设立专项服务小组： 

24 小时报案电话： 95518 理赔咨询电话：0752-2395518 

组内职务 姓名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 

专项组长 曾玉明 
大亚湾营业部 

总经理 
13902661815 

zenyuming@guangd.

picc.com.cn 

专项副组长(主管承保) 姚博 
大亚湾营业部 

副总经理 
18818673786 

yaobo08@guangd.pi

cc.com.cn 

专项副组长(主管理赔) 陈惠锋 

惠州人保理赔中

心 

副经理 

15113262980 
chenhuifeng@guang

d.picc.com.cn 

现场承保联系专员 赵映峰 
大亚湾营业部团

队长 
13802476787 

zhaoyingfeng@guan

gd.picc.com.cn 

事故预防服务专员 黄荣国 

大亚湾营业部 

事故预防服务专

员 

15220693250 287595859@qq.com 

核保服务专员 陈少贤 
大亚湾营业部 

见习经理 
13414684220 

chenshaoxian@guan

gd.picc.com.chcn 

核赔服务专员 薛嘉兵 
大亚湾理赔 

负责人 
18575221720 365509812@qq.com 

现场理赔服务专员 叶蓝曦 大亚湾理赔员 15812525919 3490836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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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赔服务（案件处理流程标表） 

索赔流程图 

特别提醒：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请投保人第一时间致电我司 24 小时服

务热线：95518 或理赔咨询电话：0752-518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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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时效：在签订《保险事故赔偿协议书》后，且索赔资料齐全的情况下

按以下期限向投保人支付赔款： 

赔款金额 赔款期限 

人民币 50 万元以内赔款 2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人民币 50 至人民币 200 万以内赔款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人民币 200 万元及以上赔款 7 个工作日内支付 

 

 

★ 大额案件（损失金额 50 万元以上）快速响应，可提前预付赔款。 

★预赔机制：对于 1 人以上死亡或 3 人以上重伤或估损金额大于 50 万（含）

的生产安全事故，责任明确的，保险人在收到投保人书面提出的《垫付赔款申请

书》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按估损金额的 80%垫付赔款。 

★小额案件快速理赔（损失金额在 1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的案件可以免

现场查勘，微信报案：微信搜索小程序‘广东人保非车险理赔’，快处快赔）。 

理赔资料

身份证明材料

事故原因证明材料

医疗资料（原件）：发票、疾病证明书、用药清单、
检查报告、出入院小结、病历本

社保报销：社保报销结算费用单（原件）

伤残、死亡证明材料

根据出险事故的实际情况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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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案例分析 
一、建筑项目案例： 

商业楼宇新建设项目，工程总造价 2 亿元，工期 2 年 ，社保工伤保险及每人保额

100 万元的商业险建工意外险、大亚湾区安责险的保费对比如下图： 

投保不同险种 费率 最终保费 

社保工伤保险 0.08% 保费=2 亿元*0.08%=16 万元 

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 

一般为 0.25% 保费=2 亿元*0.25%=50 万元 

大亚湾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 

基础费率 0.2% 保费=基础保费*费率浮动系数，其中： 

1、基础保费=合同造价*基础费率 

2、费率浮动系数=工期系数*合同造价规模系数*工程类型系数 

即保费=2亿元*0.2%*1*1*0.9=36万元 

备注： 

1、 若企业投保工伤保险和安责险，总成本16万+36万=52万元，其中安责险首年还可获得50%的保费补

贴，即客户申报并获得补贴后，实际成本只需要16+36/2=34万元。 

2、 若企业投保工伤保险和商业险建工意外险，总成本16万+50万=66万元，其中建工意外险属商业性险

种，没有补贴。 

3、 建工意外险保障范围不含第三者人员伤亡、第三者医疗费用、法律费用、救援费用、雇员工伤猝死，

雇员1-4级的安家补助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自费药保障，也无法享受政府补贴和事故预防服务。

且建工意外险是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给员工的福利，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给受害者，受害者依然有

权利依法向企业要求赔偿。 

二、若是在建工程，保费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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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项目案例：商业楼宇在建项目，工程总造价 2 亿元，工期 2 年，目前剩余工期

1 年。 

即保费=基础保费*费率浮动系数，其中： 

1、基础保费=合同造价*基础费率 

2、费率浮动系数=原合同总工期对应的工期系数*合同造价规模系数*工程类型系数

*剩余工期占施工合同载明工期的比例）*1.2 

即保费=2 亿元*0.2%*1*1*0.9*（1/2）*1.2=21.6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