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华安客户：

您好！

感谢您购买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请您仔细阅读附

件中的电子保单等内容（PDF 版本）并妥善保存，它是确认

您和我司关于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约定文件。

附件内容包括：

1、保险单

2、投保人在投保此保险时，已确认的《保险人告知事项》

3、投保人在投保此保险时，已确认的《投保人声明事项》

4、保险条款

以上附件内容共同组成保险合同，投保人与保险人已对附件内容

进行了确认且无异议。



华安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单

保险期间

争议处理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热线：95556

销售机构

承保公司名称

温馨提示：
1、请仔细阅读并理解以下保险条款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责任的部分。
2、为保证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我司官微（“华安保险”微信公众号）、官网（www.sinosafe.com.cn）或客户服务
热线95556，对您所投保保单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

        ，自                零时起至                 二十四时止2022年05月17日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

被保险人姓名

证件类型

出生日期

性别

证件号码

受益人 法定

本人

666666666666其他

禽流感测试 男

1988-06-18

保险金额(人民币:元)保险项目

2021年05月18日

禽流感无忧疾病保险金

365天

50000.0

13800138000

禽流感测试 男

其他

1988-06-18

投保人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证件类型

手机号码

证件号码 666666666666

保险单号码: HCNT10109120420203843568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费           元25.0

保险公司签章:



保险人告知事项

1、本保障计划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只限为常住

以下地区的人投保：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

江苏、浙江、四川、重庆、辽宁、河南、天津、山东、安徽、陕西、

云南、河北、内蒙古、江西、山西、黑龙江、贵州、吉林、海南、甘

肃。

2、本保障计划投保人年龄须为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

3、本保障计划被保险人年龄须满足3-70周岁。

4、本保障计划的保险期限为1年。

5、本保障计划每人限购1份。

6、本保障计划为网络销售产品，网上投保、网上支付、网上即

时核保并出具电子保单，您可拨打华安客服电话95556查询、验真。

投保人在投保此保单时，已阅读并理解上述保险人告知内容。

被保险人健康问询事项
被保险人

告知结果

被保险人过去十天是否有发热、咳嗽、流涕、肌痛、咽痛等症状? 否

投保人在投保此保单时已完全理解并如实回答上述被保险人健康告

知事项。



投保人声明事项

1、投保人兹申明以上各项内容填写属实，已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并认可保险金额。如果投保信息不真实，保险人将有权拒赔，一切后

果由投保人本人承担。

2、投保时，保险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向投保

人进行了明确说明。

3、在订立本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4、投保人已收到、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禽流感特定疾病保险（A 款）条款》中自己所投保保险项目的

条款内容和投保人声明的各项内容，尤其是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投保人特此同意接受条款全部内容。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

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投保人接受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投保人在投保此保险时，已确认上述投保声明内容。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禽流感特定疾病保险（A 款）条款

注册编号：C00002432612020042107382

总则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人”）禽流感特定疾病保险（A款）合同（以下简称“本

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

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被保险人

凡年龄为 3 周岁（释义 1）至 70 周岁的人，可以作为本保险的被保险人。

第三条 投保人

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本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保险人不满 18 周岁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投保人。

第四条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约定为被保险人本人。若被保险人因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释义

2）而身故时，被保险人尚未领取保险金的，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

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责任

第五条 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责任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释义 3）后被国家卫生防疫部门确定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

感,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疾病保险金。保险人支付疾病保险金后，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

保险责任终止。投保人为同一被保险人续保（释义 4）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无等待期。

责任免除

第六条 责任免除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患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1.承保前或本保险合同生效十日内被保险人已被确诊感染了禽流感；

2.承保前或本保险合同生效十日内被保险人被确定为疑似感染禽流感;

3.承保前或本保险合同生效十日内因发生禽流感疫情被保险人被卫生部门要求隔离的；

发生上述任何情况，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退还保险费。

（二）投保人未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本保险合同不生效，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

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三）保险金申请人（释义 5）未能提供本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申请时应提供的资料，导致保险人无

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期间和续保

第七条 保险期间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长不超过一年，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第八条 续保

本保险合同为非保证续保合同，投保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前 30 日内申请续保，经保险人同意且投保

人向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交纳保险费后，本保险合同于保险期间届满之次日零时起续保，保险人

将重新签发保险单。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九条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

第十条 保险费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将根据约定的保险金额和费率标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义务

第十一条 明确说明义务

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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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签发保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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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补充索赔证明和资料的通知

保险人认为保险金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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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申请人

补充提供。

第十四条 及时核定、赔付义务

保险人收到保险金申请人的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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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保险金申请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保险金申请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

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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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申请

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先行赔付义务

保险人自收到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给付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

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给付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六条 交费义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第十七条 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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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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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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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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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第十八条 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通知义务

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投保人未通知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

同所载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发送给投保人。

第十九条 保险事故通知义务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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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付保险金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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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约定，不包括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迟延。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第二十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被确诊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由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作为申

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资料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

1. 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原件；

2.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3. 政府指定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患者收治医院提供的医疗诊断书、病史记录；

4. 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5. 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

证明文件。

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保险

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

更的书面协议。

第二十二条 合同解除

在本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但保险人已根据本保险合同约定给



付保险金的除外。

投保人解除本保险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 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

2. 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原件；

3. 保险费发票；

4. 投保人身份证明。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时起，本保险合同的效力终止。保

险人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未满期净保费（释义 6）。

第二十三条 合同的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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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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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

港、澳门及台湾法律）。

释义

释义 1 周岁

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实足年龄。

释义 2 高致病性禽流感

（1）禽流感: 禽流感是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传染性疾病。

（2）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毒某些亚型中的一些毒株如 H5N1、H7N7 等引

起的烈性传染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具有

高致病性的 H5N1、H9N2、H7N7、H7N9 等禽流感病毒，一旦发生变异而具有人与人的传播能力，会导致人

间禽流感流行。

释义 3 等待期

指被保险人首次或非连续参加本保险时，自本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到约定的一段期间以后发生的疾

病，保险公司才开始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此约定的一段期间称为等待期。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等

待期为 10 天。

释义 4 续保

投保人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 30 日内提出继续投保本保险申请且经保险人同意的，为续保；

投保人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后提出继续投保本保险申请的，视作首次投保。

释义 5 保险金申请人

指被保险人、受益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

释义 6 未满期净保费

未满期净保费=保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