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桂教安稳〔2021〕38 号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2024 年度

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区直各中等职业学

校：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广西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全区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桂教安稳〔2015〕10

号）精神，现就做好 2021—2024 年度全区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行校园方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投保范围。全区行政辖区内，由国家或社会力量举

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幼儿园，均应

投保校园方责任保险。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

等学校不包含非全日制学生。

（二）保险期限。原则上按学年度投保，即从 2021 年 9 月

1 日 0 时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24 时（含寒暑假）。按财产保险

的有关规定，中标的承保机构只能逐年出单，即保单的保险期

限为一年，每年按时续保出单。

（三）保险责任范围。

1．校园方责任保险基本范围包括被保险人（校园方）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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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被保险人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过程

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学设施、

生活设施内发生的，因校园方疏忽或过失引发保险单所列明的

责任情形而导致在册学生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全部或部分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的

保险。

2．2021—2024 年度广西校园方责任保险方案详见附件 1。

（四）赔偿范围。校园方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参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及教育部《学生伤

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五）保险费及赔偿限额。

1．普通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幼

儿园。

保险费：每年每生 5 元。

赔偿限额：每位学生每年伤亡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

元（含 50 万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限额 500 万元，每所学校

每年累计赔偿限额 1000 万元，无免赔额。

2．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

保险费：每年每生 8 元。

赔偿限额：每位学生每年伤亡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70 万

元（含 70 万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限额 1000 万元，每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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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累计赔偿限额 2000 万元，无免赔额。

3．民办学校。

保险费和赔偿限额：按公办同层次同类学校的标准执行。

4．人员变动。

对于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员变动，保险公司不再额

外收取或退还保险费，对于其他学校人员变动，保险公司仅对

单一投保主体人员增加超过 5%的部分收取保费。

（六）经费保障。

1．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投保校园

方责任保险所需费用在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中的公用经费列支，

由学校汇缴到教育局集中支付或由学校自行支付。

2．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学校（含民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园方责任保险所需费用，从学校公用

经费、学杂费或保教费中支出，由学校汇缴到教育局集中支付

或由学校自行支付。

3．校园方责任保险费不得向学生收取。

4．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要加强对校园

方责任保险资金的统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

和挪用，按时缴纳保费，全面实现应保尽保。

二、承保机构的确定及承保区域划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规

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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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4 年校园方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其中，第一区域南

宁市、防城港市、钦州市(不含灵山县、浦北县)、百色市(不含

田林县)、崇左市(不含扶绥县)等 5 市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承保，第二区域来宾市、贵港市、玉林市

(不含博白县)、北海市等 4 市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分公司承保，第三区域柳州市、桂林市(不含龙胜县、

永福县)、河池市、贺州市(不含钟山县)等 4 市由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承保，第四区域为全

区高等学校，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分公司承保。

三、经纪服务机构的确定及服务区域划分

自治区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广

西分公司、中惠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两家保险经纪服务机构作为

2021—2024 年度校园方责任保险风险管理顾问，为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提供保险专业服务。经纪服务机构的确定及服务

区域划分、服务人员联系方式详见《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明确

2021—2024 年度校园方责任保险风险管理顾问及操作流程的通

知》（桂教安稳〔2021〕35 号）。

四、投保程序

（一）投保流程、材料报送、保费收缴等程序详见桂教安

稳〔2021〕35 号文。

（二）保单及发票的出具、送达。风险管理顾问督促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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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收到投保资料、批改资料后要及时审核，并以县（市、

区）、高校等为单位分类、整理、汇总后出具正式保险单、批单

和发票。承保机构将保险单、批单和发票原件递交至各市、县

（市、区）教育局校园风险管理办公室，由各片区风险管理顾

问服务机构协助分发至相关投保学校；自治区直属中等职业学

校、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由承保机构将原件送至相关

投保学校。

（三）在保险期限内，如学生名单发生变动，发生新增学

生的情况，自该学生完成注册当时起，学校填写《校园方责任

保险批改申请书》（见附件 2），报片区风险管理顾问，由风险

管理顾问审核后交承保机构。

五、索赔程序

按照相关政策和招标合同约定，索赔时间追溯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0 时。具体报案、索赔程序详见附件 3。各片区承保机

构服务人员工作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6。

六、工作要求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贯彻国家和自治区

关于校园方责任保险的政策，严格按确定的承保机构区域划定

进行投保，全面实现应保尽保。

（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照政策认真自查，如存

在不按规定投保校园方责任保险这一规定险种，以及自行投保

等违规行为的，必须及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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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风险管理顾问和承保机构要加

强协调与合作，建立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和定期沟通的制度，

全力推进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切实维护学校学生权利，促进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未尽事宜，请与我厅联系。联系人及电话：自治区教育厅

安稳处覃炳达，0771—5815565，自治区教育技术和信息化中心

袁源，0771—5815447。

附件：1. 2021—2024 年度广西校园方责任保险方案

2．校园方责任保险批改申请书

3．索赔程序

4．校园方责任保险责任认定书

5．出险通知书

6. 承保机构服务人员工作联系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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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2024 年度广西校园方责任保险方案

经过公开招标，确定 2021—2024 年度广西校园方责任保

险方案如下：

一、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一）普通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

校、幼儿园：每生每年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每所学校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0 万元，每所学校每年累计赔偿限

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二）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每生每年累计赔偿

限额人民币 70 万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每所学校每年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三）免赔额：无免赔额。

二、校园方责任保险赔偿范围与标准

（一）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挂号费、检查费、治

疗费、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材料费等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

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天数×每

天伙食补助金额。

（三）营养费：以医生处方为准，指按医生要求购买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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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伤者痊愈为目的营养品所发生的费用。

（四）监护人误工费：误工费指单一监护人因照顾学生而

遭受的误工损失。误工时间依据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假条、医

生建议的休假期限、监护人工作单位出具的误工证明等进行计

算。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

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

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五）护理费：伤者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设专人护理的，应赔偿护理费，但应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

需要专人护理的证明。

（六）交通费：包括出租车费、救护车费、过路桥费等，

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

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

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七）残疾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

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费

用标准。

（八）残疾等级鉴定费：伤者到专门的鉴定机构鉴定残疾

等级的费用。

（九）伤残赔偿金：确定残疾等级后，一次性支付的残疾

补助费。伤残赔偿金=依法确定的赔偿金额×残疾等级对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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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十）丧葬费：按当地城镇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 6 个月工

资标准赔偿。

（十一）死亡赔偿金：按照学校应承担责任的责任比例，

死亡赔偿金=依法确定的赔偿金额×责任比例。

（十二）法律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法律费用确定。

（十三）施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确

定。

三、基础保险责任

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

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册学生人身损害的意外伤害事故依

法应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

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

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

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

时采取措施的；

（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

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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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

的安全措施的；

（五）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

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六）学校组织安排的实习、劳动、体育运动等体力活

动，超出学生一般生理承受能力的；

（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

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

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九）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

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

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

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

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

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

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十二）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十三）必要的诉讼费及其他合理的施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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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约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关于推行校园方责任保险完善

校园安全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桂教〔2009〕6

号）文件要求，在保险期间，发生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的学

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尽管被保险人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

为并无过当，但法院或仲裁机构仍判决或裁决被保险人需对受

伤害学生给予经济补偿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

赔偿：

（一）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

（二）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三）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

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四）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五、扩展保险责任

（一）学校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校学生患有传染性疾病，而

未采取必要的隔离防范措施导致其他学生感染的；

（二）暴雨、洪水、泥石流、雷击、火灾、爆炸、煤气中

毒、校内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物质等所造成的意外事故；

（三）高空物体坠落所造成的意外事故；

（四）学生拥挤所造成的意外事故；

（五）事故发生后，学校未采取措施及时救护致使损害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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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六）在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的学生名单发生变动，

发生新增学生的情况，自该学生完成注册当时起，自动纳入本

保险保障范围。对于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员变动，保险

公司不再额外收取或退还保险费，对于其他学校人员变动，保

险公司仅对单一投保主体人员增加超过 5%的部分收取保费；

（七）附加集体活动扩展条款：在本保险项下的保险责任

包括学校统一组织的校外社会实践以及军训、校运会、文艺演

出等集体活动中发生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的责任；

（八）附加交流生扩展条款：针对到参保学校进行校际交

流活动的外校生，在参保学校所在地交流期间发生人身伤亡，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参照本保险承保的注

册学生予以扩展负责；

（九）附加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1.在本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在校内活动过程

中或由被保险人组织的校外活动过程中，因校园方疏忽或过失

引发主险保单中规定的责任事故，在导致注册学生人身伤亡的

同时，也使其随身携带的财产遭受损失的，对于财产的直接损

失部分保险人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2.保险人对每位学生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单列明的被保险

人赔偿限额。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保单

列明的累计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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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条款对每位学生均实行 100 元的绝对免赔额。主险

下的其他各项赔偿限额、免赔额不变。

（十）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

1.在本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在校内活动过程

中或由被保险人组织的校外活动过程中，因校园方疏忽或过失

引发主险保单中规定的责任事故，在导致注册学生人身伤亡

的，注册学生或其代理代理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

求，依照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

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2.保险人对每位学生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单列明的每人赔

偿限额。在保险期间内，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保单列明的累计

赔偿限额。

主险下的其他各项赔偿限额、免赔额不变。

（十一）附加自然灾害保险条款：

1.在被保险人的在校活动中或由被保险人统一组织或安排

的活动过程中，因发生暴风、台风（热带风暴）、突发性山体

滑坡、崖崩、沙尘暴、雹灾、雪灾，导致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

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直接经济赔偿责任，保

险人负责赔偿。

2.保险人对每位学生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单列明的每人自

然灾害赔偿限额，对每个学校每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

单列明的每次事故自然灾害赔偿限额。在保险期间内，对每个



— 14 —

学校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列明的年累计自然灾害赔偿

限额。

（十二）附加校园方无过失责任保险条款：

1.在本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因自然

灾害、学生自身原因、学生体质差异、校外的突发性侵害而导

致被保险人的在校学生发生人身伤亡，被保险人已履行相应职

责，行为并无不当，但是依法仍需对伤亡学生承担经济赔偿责

任时，保险人根据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2.本附加险责任限额分每人责任限额（含每人每次事故医

疗费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和累计责任限额。

（十三）附加猝死、伤残补偿条款：学生在校或集体活动

期间因疾病、意外事故导致的猝死或伤残，学校依法不承担责

任，但给予道义性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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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园方责任保险
批 改 申 请 书

被保险人 保单号

申请事由

（承保机构）：

（申请原因）

申请人：

（盖章）

日期：

审批人意见

审 批 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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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索赔程序

一、事故现场处置

各级各类学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后，根据伤害事故情况,要

迅速得到理赔。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及时采取措施救治，

保护现场，及时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学校与承保保险公司确

定是否为校方责任，若认定属学校责任，出险学校出具《校园

方责任保险责任认定书》（附件 4），并填写《出险通知书》（附

件 5），备齐索赔材料后交承保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规定时间

直接将赔款划转学校。

（一）事故发生后，学校应于 24 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报案

电话，保险公司及时通报相应的风险管理顾问。

1．南宁、钦州、防城港、百色、崇左五市所辖地区请拨

打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95511 或 13377137951。

2．北海、玉林、贵港、来宾四市所辖地区请拨打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95500 。

3．桂林、柳州、河池、贺州四市所辖地区请拨打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95518。

4．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等院校请拨打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分 公 司 ： 95519 或



— 17 —

4008695519。

详细说明以下情况：

（1） 学校名称；

（2） 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性别、

年龄、所在班级；

（3） 事故发生原因、经过、学生受伤程度；

（4） 学校施救过程、处理措施、目前学生康复状况；

（5）学校与家长初步协商意见；

（6）学校对事故的认定意见及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联系

人、联系方式。

（二）承保保险公司在接到报案电话并进行初步定责处理

后，对于估损金额超过 5 万元的案件，在 5 个工作日内通报校

园方责任保险风险管理顾问，其他案件于每月 10 日前汇总清单

一起通报。

（三）学校填写《校园方责任保险责任认定书》和《出险

通知书》，对案件进行定责，保险公司最终确认。属于保险责任

的，通知学校定责结果，并告知学校提供索赔需要的各项单

证。

二、根据事故程度进行处置

（一）未造成学生伤残的一般校园方责任事故，由学校和

承保保险公司协商理赔。

（二）造成学生伤残的重大责任事故和造成学生伤亡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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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责任事故，学校第一时间向上级教育局校园风险管理办公室

报备。造成学生伤残的重大责任事故，由学校和承保保险公司

协商理赔，协商理赔未达成一致，由上级教育局校园风险管理

办公室、学校、校园方责任保险风险管理顾问与承保保险公司

协商理赔；造成学生伤亡的特大责任事故，由上级教育局校园

风险管理办公室、学校、风险管理顾问与承保保险公司协商理

赔。

三、诉讼或仲裁权利

经过协商未能得到理赔或理赔不当的，学校可以向当地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索赔所需单证

（一）出险学生学籍卡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二）《校园方责任保险责任认定书》（附件 4）、《出险通

知书》（附件 5）。

（三）单据及证明材料：病历卡原件、医疗费、交通费等

费用单据原件（如有其他保险，需提供单据复印件加盖留存处

单位的公章和赔款分割单）；如有监护人误工费，需提供误工证

明和工资证明；如有伤残，需提供伤残鉴定报告；如发生死

亡，需提供死亡证明。

（四）如经过法院判决或仲裁，需提供“法院判决书”或

“仲裁书”。

（五）保险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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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校园方责任保险责任认定书

被保险人 出险地点

出险时间 出险原因

保险单号 报案时间

出险的主要原因、受损程度及范围、施救经过：

学校签章：

日期：

出险学校对本次事故的初步认定意见：

学校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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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教育局校园风险管理办公室对本次事故的初步认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市教育局校园风险管理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广西校方责任保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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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出险通知书
________保险公司_______分公司，我单位向贵公司投保校园方责任险出险,请即派员

检验并按照有关规定赔付为荷。

被保险人名称 保单号码

保险期限 出险时间地点

保险金额 出险标的

出险的主要原因、受损程度及范围、施救经过：

损失估计： 元 被保险人签章：

报案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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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承保机构服务人员工作联系表

片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专用邮箱 邮寄地址

南宁 罗艳艳 18607884270 0771-5556908 Luoyanyan753@pingan.com.cn

83525417@qq.com

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 15 号五

象绿地中心一号楼 18 层

百色 梁珊 18977605423 0776-2820331 LIANGSHAN003@pingan.com.cn
百色市右江区那毕大道 12 号新

环球大厦右塔 3A 层

崇左 龚春燕 18275994256 0771-7825529
GONGCHUNYAN564@pingan.com.c

n

崇左市江州区丽川路 9 号恒和

商贸城 201 号房

防城港 林秀泉 13877013369 0770-2883007 LINXIUQUAN262@pingan.com.cn
防城港市港口区金花茶大道 77

号铜锣湾 1 号楼 201

钦州 刘禄进 18107779323 0777-3606616 liulujin001@pingan.com.cn
钦州市钦北区永福东大街与富

民交界处钦州国贸中心六楼

玉林 宁钜梅 13507808304 0775-2816531 260693955@qq.com
玉林市二环东路 19 号太平洋产

险

贵港 甘凯元 15977980976

0775-4565760

995695027@qq.com

贵港市港北区金港大道 960-1

号院（欧景蓝湾）北面太平洋

财产保险贵港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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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专用邮箱 邮寄地址

来宾 玉荣旺 15977277716 0772-4288057 231810001@qq.com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路西 277 号

金色宏都一号楼 103-107 号房

北海 邱霖皓 17758681166 0779-3200243 52110450@qq.com
北海市海城区广东路海建大厦

2 楼

桂林 何坤 13481399868 0773-2826737 hekun01@guangx.picc.com.cn 桂林市中山中路 59 号

柳州 李艺舟 13367629826 0772-2872986 liyizhou@guangx.picc.com.cn
柳州市中山中路 37 号保险办公大

楼

河池 黄熙雯 18207783456 -- huangxiwen@guangx.picc.com.cn 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 132 号

贺州 邓意群 13978418499 0774-5125483 dengyiqun@guangx.picc.com.cn 贺州市建设东路 56 号

高等学校 李佳 18648962046 0771-2519906 lijia@gx.chinalife-p.com.cn
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 15 号五

象绿地中心 3 号楼中国人寿财

险大厦

mailto:duou@gx.chinalif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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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财政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惠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