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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险河南省商业性麻鸭养殖保险条款

(豫) 地(中原农业)(备-养殖业保险)【2019】(主) 034 号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批单以及附件组成。凡

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凡是从事麻鸭养殖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企业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

保险人。

第三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与被保险人保持一致。

保险标的

第四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饲养的麻鸭，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

麻鸭”），投保人应将符合下列条件的麻鸭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

（一）经过国家审定或公布的地方、培育、引进品种并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二）麻鸭存栏 10000（含）只以上；

（三）生产设施齐全、饲养管理规范、符合防疫要求、执行免疫程序、档案记录完整；

（四）麻鸭生长健康，无疫病感染症状。

第五条 下列麻鸭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一）养殖场地处在蓄洪、行洪区内或政府明确规定的限养禁养区域；

（二）养殖场地及生产设施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三）不符合第四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保险责任

第六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载明的养殖地点范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

麻鸭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鸭病毒性肝炎、鸭瘟、传染性浆膜炎、大肠杆菌病、巴氏杆菌病、支原体病、寄

生虫病；

（二）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

（三）山体滑坡、泥石流、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第七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第六条第（一）项中列明的重大病害，政府实施强制

扑杀导致保险麻鸭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

金额的差额为限。

责任免除

第八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行动、罢工、暴乱、武装叛乱、恐怖主义行为；

（二）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核辐射、核裂变、核聚变、核污染及其他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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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

（三）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

故意行为、重大过失、管理不善；

（四）互斗、被盗、丢失、中毒、他人投毒；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政府扑杀除外）；

（六）未严格执行麻鸭生产规范要求，饲养管理不善。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保险麻鸭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养殖地点以外或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损失和

费用；

（二）保险麻鸭未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未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或免疫后抗体监测达不

到当地畜牧部门要求的；

（三）保险麻鸭因疫病死亡未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四）发生重大病害或疫情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致使损失扩

大的；

（五）在疾病观察期内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重大病害导致死亡或扑杀的；

（六）因患慢性病、久治不愈等原因导致淘汰宰杀的。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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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

第十二条 保险麻鸭的每只保险金额参照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

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每只保险金额×保险数量

保险数量可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确定：

（一）按年投保的：保险数量=麻鸭存栏量×约定年育肥批次；

（二）按批投保的：保险数量=麻鸭存栏量。

保险费

第十三条 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计收。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保险期间与观察期

第十四条 按年投保的保险期间为一年，按批次投保的保险期间不超过 44 天，以保险

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起讫时间内，保险责任自麻鸭进入育肥舍

起至麻鸭出栏时止。

第十五条 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 7日内为保险麻鸭的疾病观察期。



第 3页 共 7页

保险人义务

第十六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对保险

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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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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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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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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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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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二十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麻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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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允许和协助保险人对投保麻鸭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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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

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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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

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自负保险费。投保人自负

部分的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麻鸭养殖管理的规定，搞好养殖管理，

建立、健全和执行防疫、治疗、无害化处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畜牧兽医部门和保险人的

防疫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切实做好安全防灾防损工作，维护保险麻鸭的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保险麻鸭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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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

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第二十三条 保险麻鸭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规定的通知义务，因转让导致保险麻鸭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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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被保险人应该：

（一） 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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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意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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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

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出险的保险麻鸭进行

无害化处理。被保险人未将出险的保险麻鸭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

责任。

第二十六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当提供保险单正本、损失清单、事故及

死亡证明、无害化处理证明材料以及投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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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

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七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麻鸭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

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八条 保险麻鸭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发生第六条列明的保险事故，赔偿金额计算如下：

每只赔偿金额=每只保险金额/2×死亡保险麻鸭尸重（公斤）

麻鸭尸重超过 2公斤的，按 2公斤计算。

赔偿金额=∑每只赔偿金额

（二）发生第七条列明的扑杀事故，赔偿金额计算如下：

每只麻鸭赔偿金额=每只保险金额/2×扑杀保险麻鸭尸重（公斤）-每只麻鸭政府扑杀专

项补贴金额

麻鸭尸重超过 2公斤的，按 2公斤计算。

赔偿金额=∑每只赔偿金额

第二十九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数量小于其可保数量时，可以区分保

险标的与非保险标的的，保险人按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数量计算赔偿；确因不可抗力导致无

法区分保险标的与非保险标的的，保险人按保险数量与可保数量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

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数量大于其可保数量时，保险人以可保数量为限计算赔偿。

本条所指可保数量指符合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麻鸭实际养殖数量。

第三十条 保险期间累计出栏麻鸭数量大于保险数量，投保人补交相应保险费后，保险

人按实际保险损失数量计算赔偿；保险期间累计出栏麻鸭数量小于保险数量，保险人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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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损失计算数量赔偿并退还相应保险费。

第三十一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麻鸭每只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

则以每只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麻鸭每只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

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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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金额与所有有关保险合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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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保险麻鸭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

额、保险数量自损失发生之日起相应减少，保险人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

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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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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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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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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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九条 保险麻鸭发生全部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本

保险合同终止；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按日比例计收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起至损失发生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释义

第四十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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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鸭病毒性肝炎：由鸭肝炎病毒引起，多见于 3周以下的雏鸭发病。表现：突然发

病，无任何症状死亡，几小时后波及全群，精神委靡、缩头、垂翅、闭眼；运动失调，倒地

旋转，角弓反张；少数病鸭腹泻，排黄白色或灰绿色稀便，病重者爪呈紫红色。剖检：肝脏

肿大，质地柔软，呈淡红色或外观呈班驳样；表面有出血点或出血斑；脾肿大，呈班驳样；

肾肿，充血；胆囊扩张，胰腺肿大。

（二）鸭瘟：又名鸭病毒性肠炎，大头瘟，由鸭瘟病毒引起，多见于 15-20 天以后的麻

鸭发病。表现：病鸭高热不退，食欲降低，渴欲增加，两肢发软，常卧地不起；病鸭眼，流

泪，有脓性分泌物，眼睑水肿，流鼻涕，头颈肿大；腹泻，排出绿色或灰白色粪便，翻开泄

殖腔可见黏膜上充血、水肿、有出血点，严重时覆盖一层假膜。剖检：皮肤皮下充血出血；

全身浆膜黏膜和内脏器官有出血斑，腺胃黏膜出血，淋巴组织坏死，消化道黏膜有坏死斑点、

出血、溃疡或形成假膜；肝脏上有白色点状坏死和出血斑，胆囊肿大，气管黏膜出血。

（三）传染性浆膜炎：由鸭疫里氏杆菌引起，2 周以后易发病。表现：急性病例突然死

亡，病鸭表现精神沉郁、厌食、呆立、咳嗽、眼鼻分泌物增多；死前神经症状明显，头颈震

颤、摇头或点头，呈角弓反张，也有的鸭死前阵发性痉挛。剖检：主要特征浆膜出现广泛性

的多少不等的纤维素性渗出，心包膜、肝被膜、气囊及脑膜常见。

（四）巴氏杆菌病：又称禽出败、禽霍乱，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多发于中后期。表

现：精神呆顿、食欲废绝、口渴增加；口鼻中流出黏液，呼吸困难，口张开、频频摇头，又

称“摇头瘟”，病鸭剧烈腹泻，排除绿色或白色稀粪，有时混有血液；瘫痪死亡。剖检：卡

他性出血性肠炎，气囊和肠管表面有一种黄色的干酪样渗出物沉积，肝脏肿大，色泽变淡，

质地稍硬，表面散布着许多灰白色针头大的坏死点。

（五）大肠杆菌病：由大肠杆菌引起，多见于卫生条件差的鸭群，10 日龄以后多发。表

现：患鸭食欲减退或废绝，精神不振，呼吸困难，咳嗽，黄绿色水样腹泻，死前有神经症状，

体重迅速减轻。剖检：肝脏稍肿大，有出血斑，呈黄色班驳样，胆囊肿大，充满胆汁，心尖

部有灰白色坏死灶，胰腺充血、出血或坏死，脾脏肿大、出血或坏死，脑壳、脑膜出血，肠

道轻微出血。

（六）慢性呼吸道病：由支原体引起，多见于通风不良的鸭群。表现：流泪、流涕、咳

嗽，眼睑肿胀、张口呼吸。剖检：喉头气管内有黏液，气囊、鼻腔及鼻窦内有淡黄色渗出物，

腹腔内有带泡沫的液体，肺郁血。

（七）鸭球虫病：由球虫引起，多见于地面养鸭户。表现：精神差、无食欲、喜卧、渴

欲增加、排暗红色或巧克力色血便。剖检：出血性卡他性肠炎，黏膜上覆盖一层黏液，有的

有淡红色或红色胶状血性黏液，回肠后部黏膜上有散在的出血点，直肠黏膜红肿。

（八）暴雨：指每小时降雨量达 16 毫米以上，或连续 12 小时降雨量达 30 毫米以上，

或连续 24 小时降雨量达 50 毫米以上的降雨。

（九）洪水：指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及倒灌。

（十）风灾：指 8 级以上大风，即风速在 17.2 米/秒以上即构成风灾责任。

（十一）雷击：指积雨云中、云间或云地之间产生的放电现象。其破坏形式分为直接雷

击和感应雷击两种。

（十二）地震：地壳发生的震动。

（十三）冰雹：从强烈对流的积雨云中降落到地面的冰块或冰球，是直径达于 5毫米，

核心坚硬的固体降水。

（十四）冻灾：指因达到或接近当地历史最低气温，并长期维持在最低气温，引起保险

标的冰冻或是丧失一切生理活力，造成死亡或部分死亡等现象。

（十五）山体滑坡：山体上不稳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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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泥石流：由于雨水、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

（十七）火灾：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2.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3.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

大的趋势。

（十八）爆炸：包括物理性爆炸和化学性爆炸。物理性爆炸指由于液体、固体变为蒸汽

或其他膨胀，压力急剧增加并超过容器所能承受的极限压力而发生的爆炸。化学性爆炸指物

体在瞬间分解或燃烧时放出大量的热和气体，并以很大的压力向四周扩散的现象。

（十九）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指空中飞行器、人造卫星、陨石坠落，吊车、

行车在运行时发生的物体坠落，人工开凿或爆炸而致石方、石块、土方飞射、塌下，建筑物

倒塌、倒落、倾倒，以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