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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协会货物保险条款 

 

泰康在线备-货运【2016】主 6 号 

 

1.协会货物保险 A 条款 

承保风险 

（风险条款） 

1      本保险承保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的一切风险，但不包括下列第 4、5、6 和 7 条规

定的除外责任。 

（共同海损条款） 

2 本保险承保根据运输合同、准据法和惯例理算或确定的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其产

生是为了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或与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有关，但此种原因

须不是本保险第 4、5、6、7 条或其他条文除外的危险。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3 本保险扩展赔偿被保险人诸如下文可补偿的损失方面根据运输合同中的"双方有责

碰撞"条款的比例责任部分。在船东根据此条款提出索赔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同意通

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自负费用为被保险人对此种索赔提出答辩。 

除外责任 

（普通除外条款） 

4 本保险绝不承担： 

4.1  可归咎于被保险人的蓄意恶行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4.2  保险标的的通常渗漏、通常重量和体积损失、或通常磨损 

4.3  保险标的的包装或准备不足或不当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在本款意义上，

"包装"应视为包括集装箱和托盘内的积载，但仅适用于此种积载是本保险责

任开始前进行或是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进行之时） 

4.4  保险标的固有缺陷或性质引起的损失、损害和费用 

4.5  延迟直接造成的损失、损害和费用，即使该延迟是由承保风险引起的（但根

据上述第 2 条支付的费用除外） 

4.6  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的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

损害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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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因使用原子或核裂变和/或聚变或其他类似反应或放射性力量或物质所制造

的战争武器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不适航和不适运除外条款） 

5      5.1  本保险绝不承保损失、损害和费用，如其起因于 

5.1.1 船舶或驳船不适航 

5.1.2 船舶、驳船、运输工具、集装箱或托盘对保险标的的安全运输不适合，

而且在保险标的装于其上时，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这种不适航或不适

运有私谋。 

5.2  保险人放弃载运保险标的到目的地港的船舶不得违反默示适航或适运保证，除

非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此种不适航或不适运有私谋。 

（战争除外条款） 

6 本保险绝不承保损失、损害和费用，如其起因于 

6.1  战争、内战、革命、造反、叛乱或由此引起的内乱或任何交战双方之间的敌

对行为 

6.2  捕获、扣押、扣留、拘禁、羁押（海盗除外）和这种行为引起的后果或进行

这种行为的企图 

6.3  被遗弃的水雷、鱼雷、炸弹或其他被遗弃的战争武器。 

（罢工除外条款） 

7 本保险绝不承保下列损失、损害和费用 

7.1  罢工者、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潮、暴动或民变的人员造成者 

7.2  罢工、停工、工潮、暴动或民变造成者 

7.3  恐怖分子或出于政治动机而行为的人员造成者。 

保险期间 

（运送条款） 

8      8.1  本保险责任始于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送之时，在

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终止于 

      8.1.1 在保险单载明目的地交付到收货人的或其他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 

      8.1.2 在保险单载明的目的地或之前交付的任何其他仓库或储存处所，其由

被保险人用作 

            8.1.2.1 通常运送过程以外的存储或 

            8.1.2.2 分配或分派 

      8.1.3 或者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货港全部卸离海船满 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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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项以先发生者为准。 

  8.2  如果在最后卸货港卸离海船后，但在本保险终止之前，货物被发送到非本保险  

承保的目的地，本保险，在依然受前述规定的终止所制约的同时，截止于开始

向此种其他目的地运送之时。 

  8.3  在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延迟、任何绕航、强制卸货、重装或转载期间，以及船

东或承租人行使根据运输合同赋予在自由权产生的任何航海上的变更期间，本

保险继续有效（但须受上述规定的终止和下述第 9 条规定的制约）。 

（运输合同终止条款） 

9      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情况，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

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 8 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但

若迅速通知了保险人并在本保险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的附

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 

       9.1  直至货物在此种港口或地点出售并交付，或者，除非另有特别约定，直至保险    

货物到达此种港口或地点满 60 天，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或者 

       9.2  如果货物在上述 60 天（或任何约定的延展期间）内被运往载明的目的地或其   

他目的地，这是根据上述第 8 条的规定而终止。 

（航程改变条款） 

10 如果在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改变了目的地，就按有待重新商定的保险费率和

条件续保，但已迅速通知了保险人为前提。 

索赔 

（保险利益条款） 

11      11.1  为了根据本保险取得赔偿，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   

益。 

11.2  除上述第 1 款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有权取得本保险承保期间发生的承保损

失的赔偿，尽管该损失发生在本保险合同订立之前，除非当时被保险人知道

该损失而保险人不知道。 

（续运费用条款） 

12      由于本保险承保的风险作用的结果，承保保险标的的运送在根据本保险承保目的地  

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卸下、储存和发送保险标的至所承保

的目的地而适当和合理遭受的额外费用。 

     不适用于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的本条规定，须受上述第 4、5、6 和 7 条包含的除外  

责任的制约，并且不包括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错、疏忽、破产或经济困境而引

起的费用。 

（推定全损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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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推定全损索赔不能得到赔偿，除非由于实际全损看来不可避免，或因为恢复、重整

和发运保险标的到承保目的地费用超过其抵达时的价值，而导致保险标的被合理放

弃。 

（增加价值条款） 

14       14.1  如果对保险货物由被保险人办理了增加价值保险，货物的保险价值就应视

为增加至承保损失的保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本保险

的责任按照本保险的保险金额占此种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所有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14.2  如果本保险是增加价值保险，应适用下述条款：货物的保险价值应视为等  

于由被保险人对货物办理的承保损失的原始保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

险金额的总和，本保险的责任按本保险的保险金额占此种保险金额的总和

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保险受益 

（不适用条款） 

15 本保险不使承运人或其他保管人受益。 

尽量减少损失 

（被保险人的义务条款） 

16 对可取得赔偿的损失，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有义务  

       16.1  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种损失可能是合理的措施，并 

16.2  保证对承运人、保管人或其他第三方追偿的所有权利被适当保护和行使，而

保险人负责在可取得赔偿的损失之外补偿被保险人履行这些义务而适当和

合理地招致的任何费用。 

（弃权条款） 

17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采取的旨在拯救、保护和恢复保险标的的措施不得视为放弃或接

受委付或在其他方面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 

避免延迟 

（合理速办条款） 

18 本保险的条件之一是被保险人在所有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合理迅速的行动。 

法律和惯例 

（英国法律和惯例条款） 

19      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 

注意：被保险人在知悉根据本保险"续保"的事件发生时有必要向保险人发出迅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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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承保的权利取决于履行这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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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会货物保险 B 条款 

承保风险 

（风险条款） 

1      本保险承保除以下第 4、5、6 和 7 条除外责任以外的下列风险， 

1.1  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若可合理归因于 

1.1.1 火灾或爆炸 

1.1.2  船舶或驳船搁浅、擦浅、沉没或倾覆 

1.1.3  陆上运输工具翻倒或出轨 

1.1.4  船舶、驳船或运输工具与水以外的任何外部物体碰撞或接触 

1.1.5  在避难港卸货 

1.1.6  地震、火山爆发或闪电， 

1.2  由下列原因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失或损害 

1.2.1  共同海损牺牲 

1.2.2  抛弃或浪击落水 

    1.2.3   海水、湖水或河水进入船舶、驳船、船舱、运输工具、集装箱、托

盘或储存处所， 

1.3  装上或卸离船舶或驳船过程中掉落或从船上落入水中或坠落而发生的整件货  

物的全损。 

（共同海损条款） 

2      本保险承保根据运输合同、准据法和惯例理算或确定的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其产

生是为了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或与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有关，但此种原因

不是本保险第 4、5、6、7 条或其他条文除外的危险。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3      本保险扩展赔偿被保险人根据本保险补偿的损失方面根据运输合同中的 "双方有

责碰撞"条款的比例责任部分。在船东根据此条款提出索赔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同意

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自负费用为被保险人对此种索赔提出答辩。 

除外责任 

（普通除外条款） 

4      本保险绝不承保 

       4.1  可归咎于被保险人的蓄意恶性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4.2  保险标的的通常渗漏、通常重量和体积损失、或通常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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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保险标的的包装或准备不足或不当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在本款意义上，

"包装"应视为包括集装箱或托盘内的积载，但仅适用于此种积载是在本保险

责任开始前进行或是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进行之时） 

4.4  保险标的固有缺陷或性质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4.5  直接由延迟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即使该延迟是由承保风险引起的（但  

根据上述第 2 条支付的费用除外） 

4.6  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的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   

损害或费用 

4.7  任何人的错误行为对保险标的或其组成部分的蓄意损害或蓄意毁坏 

4.8 因使用任何原子或核裂变和/或聚变或其类似反应或放射性力量或物质所制造

的战争武器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不适航和不适运除外条款） 

5      5.1  本保险在任何情况下对下列原因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5.1.1 船舶或驳船不适航， 

      5.1.2 船舶、驳船、运输工具、集装箱或托盘对保险标的的安全运

输不适合，  而且在保险标的装于其上时，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此种不适航或不适运有

私谋。 

5.2  保险人放弃载运保险标的到目的港的船舶不得违反默示适航或适运保证，除

非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此种不适航或不适运有私谋。 

（战争除外条款） 

6      本保险绝不承保损失、损害或费用，如其起因于 

       6.1  战争、内战、革命、造反、叛乱或由此引起的内乱或交战双方之间的敌对行

为 

       6.2  捕获、扣押、扣留、拘禁、羁押 (海盗行为除外), 以及此种行为的后果或

这方面的企图 

6.3  被遗弃的水雷、鱼雷、炸弹或其他被遗弃的战争武器。 

（罢工除外条款） 

7      本保险在任何情况下对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或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7.1  罢工者、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潮、暴动或民变的人员造成者 

       7.2  罢工、停工、工潮、暴动或民变造成者 

       7.3  恐怖分子或任何出于政治动机而行为的人员造成者。 

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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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条款） 

8      8.1  本保险责任始于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送之时，在

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终止于 

8.1.1 在载明的目的地或之前交付到收货人的或其他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 

8.1.2  在载明的目的地或之前交付到任何其他仓库或储存处所，其由被保险

人用作 

8.1.2.1 通常运送过程以外的储存或 

8.1.2.2 分配或分派， 

           或者 

8.1.3 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货港全部卸离海船满 60 天， 

以上各项以先发生者为准。 

8.2  如果在最后卸货港卸离海船后，但在本保险终止之前，货物被发送到非本保

险承保的目的地，本保险，在依然受前述规定的终止所制约的同时，截止于

开始向此种其他目的地运送之时。 

8.3  保险人不能控制的迟延、任何绕航、强制卸货、重装或转载期间以及船东或

承租人行使根据运输合同赋予的自由权产生的任何航海上的变更期间，本保

险继续有效（但须受上述规定的终止和下述第 9 条规定的制约）。 

（运输合同终止条款） 

9       如果由于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情况，致使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  

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 8 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

但若迅速通知了保险人并在本保险仍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

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 

9.1  直至货物在此种港口或地点出售并交付，或者，除非另有特别约定，直至被

保险货物到达此种港口或地点满 60天，二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或者 

9.2  如果货物在上述 60 天（或任何约定的延展期间）内被运往载明的目的地或

其他目的地，直至根据上述第 8 条的规定而终止。 

（航程改变条款） 

10      如果在本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改变了目的地，就按有待重新商定的保险费率

和条件续保，但以立即通知保险人为前提。 

索赔 

（保险利益条款） 

11      11.1  被保险人在发生损失时必须对保险标的须具有可保利益，才能获得本保险单

项下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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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除了上述第 1 款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有权取得本保险承保期间发生的承保  

损失的赔偿，尽管该损失产生在本保险合同订立之前，除非当时被保险人知

道该损失而保险人不知道。 

（续运费用条款） 

12      由于本保险承保的风险作用的结果，承保保险标的的运送在根据本保险承保目的地  

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卸下、储存和发送保险标的至所承保

的目的地而适当和合理遭受的额外费用。 

       不适用于共同海损或救助费用的本条规定，须受上述第 4、5、6、7 条包含的除外

责任的制约，且不包括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失、疏忽、破产或经济困境所引

起的费用。 

（推定全损条款） 

13      本保险对推定全损不负责赔偿, 除非保险标的的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因  

为恢复、重新整理和续运保险标的至保单载明目的地的费用将超过其抵达目的地的

价值, 并且保险标的被合理委付。 

（增加价值条款） 

14      14.1  如果对保险货物由被保险人办理了增加价值保险，货物的保险价值就应视为  

增加至承保损失的本保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本保险的

责任按照本保险的保险金额占此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所有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14.2 如果本保险是增加价值保险，应适用下述条款：货物的保险价值应视为等

于由被保险人对货物办理的承保损失的原始保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

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所有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保险受益 

（不适用条款） 

15      本保险不使承运人或其他保管人受益。 

尽量减少损失 

（被保险人的义务条款） 

16      就本保险承保的损失而言，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有义务 

       16.1  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种损失的合理措施， 

     并且 

   16.2  保证对承运人、保管人或其他第三方的追偿权被适当保护和行使，而保险

人负责在可取得赔偿的损失之外补偿被保险人履行这些义务而适当合理

地招致的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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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条款） 

17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采取的旨在拯救、保护或恢复保险标的的措施不得视为放弃或接  

受委付或在其他方面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 

避免迟延 

  

（合理速办条款） 

18      本保险的条件之一是被保险人在所有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合理迅速地行动。 

法律和惯例 

（英国法律和惯例条款） 

19      本保险受英国法和惯例调整。 

注意：被保险人在知悉根据本保险"续保"的事件发生时有必要向保险人发出迅速的通知，

此种承保的权利取决于履行这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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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会货物保险 C 条款 

承保风险 

（风险条款） 

1      本保险承保除以下第 4、5、6、7 条除外责任以外的下列风险， 

        1.1  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若可合理规因于 

      1.1.1  火灾或爆炸 

      1.1.2  船舶或驳船搁浅、擦浅、沉没或倾覆 

     1.1.3  陆上运输工具翻倒或出轨 

     1.1.4  船舶、驳船或运输工具与水以外的外部物体发生碰撞或接触 

     1.1.5  在避难港卸货， 

         1.2   因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 

         1.2.1  共同海损牺牲 

         1.2.2  抛弃。 

（共同海损条款） 

2      本保险承保根据运输合同、准据法和惯例理算或确定的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其产  

生是为了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或与避免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有关，但此种原因

不是本保险第 4、5、6、7 条或其他条文除外的危险。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3   本保险扩展赔偿被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可补偿的损失方面根据运输合同中的"双方有

责碰撞"条款的比例责任部分。在船东根据此条款提出索赔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同意

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自负费用为被保险人对此种索赔提出答辩。 

除外责任 

（普通除外条款） 

4      本保险绝不承保 

4.1  可归咎于被保险人的蓄意恶性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4.2  保险标的的通常渗漏、通常重量和体积损失、或通常磨损  

4.3  保险标的的包装或准备不足或不当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本条所称"包装" 

应视为包括集装箱或托盘内的积载，但仅适用于此种积载是在本保险责任开始前进行或

是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进行之时） 

4.4  保险标的固有缺陷或性质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4.5  直接由延迟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即使该延迟是由承保风险引起的（但根

据上述第 2 条支付的费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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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的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损

害或费用 

4.7  任何人的错误行为对保险标的或其组成部分的蓄意损害或蓄意毁坏 

4.8  因使用任何原子或核裂变和/或聚变或其类似反应或放射性力量或物质所制

造的战争武器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不适航和不适运条款） 

5      5.1  本保险在任何情况下对下列原因引起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5.1.1  船舶或驳船不适航， 

       5.1.2  船舶、驳船、运输工具、集装箱或托盘对保险标的的安全运输不适合， 

  而且在保险标的装于其上时，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此种不适航或不适运有私

谋。 

5.2 保险人放弃载运保险标的到目的地港的船舶不得违反默示适航或适运保证，除

非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此种不适航或不适运有私谋。 

（战争除外条款） 

6      本保险绝不承保损失、损害和费用，如其起因于 

      6.1 战争、内战、革命、造反、叛乱或由此引起的内乱或交战双方之间的敌对行

为 

6.2  捕获、扣押、扣留、拘禁、羁押(海盗行为除外), 以及此种行为的后果或这

方面的企图 

6.3 被遗弃的水雷、鱼雷、炸弹或其他被遗弃的战争武器。 

（罢工除外条款） 

7      本保险在任何情况下对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或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7.1  罢工者、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潮、暴动或民变的人员造成者 

      7.2  罢工、停工、工潮、暴动或民变造成者 

      7.3  恐怖分子或任何出于政治动机而行为的人员造成者。 

保险期间 

（运送条款） 

8      8.1  本保险责任始于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送之时，

在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终止于 

      8.1.1在保险单载明目的地交付到收货人的或其他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 

      8.1.2在保险单载明的目的地或之前交付的任何其他仓库或储存处所，其由

被保险人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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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 通常运送过程以外的存储或 

8.1.2.2 分配或分派， 

        或者 

            8.1.3 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货港全部卸离海船满 60 天， 

     以上各项以先发生者为准。 

     8.2  如果在最后卸货港卸离海船后，但在本保险终止之前，货物被发送到非本

保险承保的目的地，本保险，在依然受前述规定的终止所制约的同时，截

止于开始向此种其他目的地运送之时。 

     8.3 在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延迟、任何绕航、强制卸货、重装或转载期间，以

及船东或承租人行使根据运输合同赋予在自由权产生的任何航海上的变更

期间，本保险继续有效（但须受上述规定的终止和下述第 9 条规定的制约）。 

（运输合同终止条款） 

9        如果由于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情况，致使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

地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 8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

终止，但若迅速通知了保险人并在本保险仍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

险人要求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 

9.1  直至货物在此种港口或地点出售并交付，或者，除非另有特别约定，直至保

险货物到达此种港口或地点满 60 天，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或者 

         9.2  如果货物在上述 60 天（或任何约定的延展期间）内被运往载明的目的地或

其他目的地，这是根据上述第 8 条的规定而终止。 

（航程改变条款） 

10     如果在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改变了目的地，就按有待重新商定的保险费率和

条件续保，但以立即通知保险人为前提。 

索赔 

（保险利益条款） 

11     11.1 被保险人在发生损失时必须对保险标的须具有可保利益，才能获得本保险 

单项下的赔偿。 

11.2  除上述第 1 款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有权取得本保险承保期间发生的承保

损失的赔偿，尽管该损失产生在本保险合同订立之前，除非当时被保险人

知道该损失而保险人不知道。 

（续运费用条款） 

12       由于本保险承保的风险作用的结果，承保保险标的的运送在根据本保险承保目的

地  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卸下、储存和发送保险标的至

所承保的目的地而适当和合理遭受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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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于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的本条规定，须受上述第 4、5、6、7 条包含的除外

责任的制约，并且不包括由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错、疏忽、破产或经济困境而

引起的费用。 

（推定全损条款） 

13       本保险对推定全损不负责赔偿, 除非保险标的的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因  

为恢复,重新整理和续运保险标的至保单载明目的地的费用将超过其抵达目的地

的价值, 并且保险标的被合理委付。 

（增加价值条款） 

14      14.1  如果对保险货物由被保险人办理了增加价值保险，货物的保险价值就应视

为增加至承保损失的保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本保险

的责任按照本保险的保险金额占此种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所有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14.2  如果本保险是增加价值保险，应适用下述条款： 

          货物的保险价值应视为等于由被保险人对货物办理的承保损失的原始保

险和所有增加价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本保险的责任按本保险的保

险金额占此种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计算。 

        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提供其他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据。 

保险受益 

（不适用条款） 

15        本保险不使承运人或其他保管人受益。 

尽量减少损失 

（被保险人的义务条款） 

16        就本保险承保的损失而言，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有义务 

        16.1  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种损失的合理措施， 

         并且 

          16.2  保证对承运人、保管人或其他第三方的追偿权被适当保护和行使而保险人

负责在可取得赔偿的损失之外补偿被保险人履行这些义务而适当和合理

地招致的任何费用。 

（弃权条款） 

17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采取的旨在拯救、保护和恢复保险标的的措施不得视为放弃或  

接受委付或在其他方面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 

避免延迟 

（合理速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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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保险的条件之一是被保险人在所有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合理迅速的行动。 

法律和惯例 

（英国法律和惯例条款） 

19        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 

注意：被保险人在知悉根据本保险"续保"的事件发生时有必要向保险人发出迅速的通知，

此种承保的权利取决于履行这项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