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全省电梯责任保险和“保险+服务”工作
实施指导意见

各市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

的通知》(鲁政办发〔2018〕27号)和《关于全面推进电梯责任保

险和推动开展电梯“保险+服务”新模式应用工作的通知》(鲁市

监特设字〔2019〕282号)要求，做好全省电梯责任保险和“保险

+服务”工作，现提出全省电梯责任保险和“保险+服务”工作实

施指导意见。

一、投保范围

全省范围内经检验合格（注册登记）的在用电梯和正在安装

的电梯。

二、投保主体

（一）电梯产权人或者使用权人（运营使用单位）、电梯维

保单位、电梯安装单位、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及其保险利益相关方

是电梯责任保险投保主体。电梯使用权人，是指下列主体：

1、自行管理的电梯，所有权人为电梯使用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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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电梯，物业服务企业为电梯使

用权人；

3、新安装电梯未移交业主的，项目建设单位为电梯使用权

人；

4、共有电梯，共有人或者受托人和实际管理人为电梯使用

权人;

5、电梯使用权人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含有电梯

的场所使用权的，约定的使用人为电梯使用权人；

6、政府出资建设的用于公益事业的电梯，实施管理者为电

梯使用权人。

（二）无运营使用单位电梯，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协

调落实运营使用单位；无维保单位电梯，由运营使用单位落实维

保单位；对无维修资金电梯，通过业主集资、动用专项维修资金

和政府补贴托底等方式解决保险费用。

三、电梯责任保险内容

（一）电梯产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以及电梯维保单位、电梯安

装单位、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及其保险利益相关方要积极投保电梯

责任保险，针对电梯在安装、运行、维保、检验过程中出现的安

全责任事故及意外事故或故障予以保障；针对电梯困人及困人造

成乘客延误高考、中考或资格考试以及延误飞机、车船等交通情

况予以保障。

（二）电梯检验机构要积极投保检验机构责任保险，针对电

于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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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检验检测过程中发生的检验检测人员及其保险期间第三者财

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予以保障；针对因检验检测质量导致的电梯安

全事故或故障责任予以保障。

（三）电梯维保单位要积极投保维保机构责任保险，针对电

梯维保过程中发生的维保人员及其保险期间第三者财产损失或

人身伤亡予以保障；针对因维保质量导致的电梯安全事故或故障

责任予以保障。

（四）电梯安装单位要积极投保电梯安装单位责任保险，针

对电梯安装过程中发生的安装人员及其保险期间第三者财产损

失或人身伤亡予以保障；针对因安装质量导致的电梯安全事故或

故障责任予以保障。

（五）鼓励电梯制造或销售单位投保电梯责任保险和财产保

险，代买或赠送电梯责任保险。

（六）保险公司要积极拓展电梯责任保险渠道，根据电梯安

全实际情况创新丰富保险产品及形式，以电梯责任保险纳入“公

众责任险”或“物业管理责任险”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电梯责任

保险工作。

四、电梯“保险+服务”内容

（一）选择部分设区的市或县（区）开展电梯“保险+服务”

试点。保险公司和试点城市联合探索电梯“保险+服务”内容和

方式，形成工作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合力推进提升电梯安全运

行水平。按照(鲁市监特设字〔2019〕282号)文件精神，电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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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服务”包括电梯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主要零部件保险和电

梯安全运行服务措施。

（二）电梯产权人或者使用权人要积极投保电梯财产保险，

针对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责任事故或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导

致的电梯损失予以保障。

（三）电梯产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积极投保电梯主要零部件保

险。电梯主要零部件如下：

1.电动机；2.减速箱；3.制动器；4.曳引轮；5.控制主板；

6.调速器；7.光幕；8.曳引钢丝绳和液压悬挂钢丝绳；9.钢带；

10.层门；11.轿厢；12.紧急电源装置；13.限速器；缓冲器等。

（四）鼓励保险公司创新、丰富保险产品，针对电梯停梯、

电梯老龄化等情况设计相关保险产品，对电梯安全运行给予保

障。

（五）保险公司要积极提供各项保险服务，联合试点城市建

立完善电梯安全服务制度，确保电梯安全运行。

1、建立电梯使用日常巡查制度，推动使用单位加强电梯日

常运行安全管理。

2、建立电梯维保质量巡查制度，推动维保单位提高电梯维

保质量。

3、开展电梯安全风险防控服务，支持帮助开展“老旧电梯”

安全评估和“三无电梯”问题整改，及时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并

定期组织专家开展风险防控诊断性服务，每个季度至少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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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电梯事故应急演练，建立电梯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制

度，及时配合相关单位对电梯事故开展救援。

5、推进电梯透明维保、按需维保，利用大数据分析做好电

梯安全监管智慧平台，提升电梯运行安全水平。

6、在电梯年检到期前2个月对使用单位进行提醒服务，探索

开展代办年检服务。

7、定期组织开展电梯安全主题宣传，每年至少4次集中举办

电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包括“3.15”消费者权益日、6月份“安

全生产月”、9月份“质量月”和“电梯安全宣传周”等，向民

众普及电梯安全知识及电梯搭乘自救常识等。

8、建立电梯严重隐患向市场监管部门告知制度，在电梯安

全运行服务中，发现电梯存在安全隐患或违法行为，及时向投保

单位和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书面报告。

9、建立电梯保险数据统计制度，及时做好电梯参保及理赔

信息统计，按季度报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五、合理确定保费额度

全省统一实行最高保险费和最低保险额度。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制定电梯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主要零部件保险、检验机构

责任保险、维保机构责任保险及安装单位责任保险的基准指导费

率，各市及各保险公司在开展电梯保险过程中保险费不高于全省

统一保费，保险额度不低于全省统一保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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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梯责任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

1、根据电梯使用领域和使用环境实行差异化费率，住宅电

梯每台每年保费不高于85元；非住宅电梯（公众聚集场所除外）

每台每年保费不高于105元；公众聚集场所含学校、幼儿园以及

医院、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每台

每年保费不高于135元。每台电梯责任保险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

于100万元，全年累计不得低于500万元。

2、每台电梯乘客困梯时间超过（含）30分钟且在1小时之内，

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200元；超过1小时且在1.5小时之内，每

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300元；超过1.5小时且在2小时之内，每人

保险额度不得低于400元；超过2小时以上的，每人保险额度不得

低于500元。乘客困梯造成延误高考、中考或资格考试的，每人

保险额度分别不得低于3万元、1万元、0.3万元。因乘客困梯致

使延误乘坐飞机、轮船或火车、汽车的，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

相关改签或退票损失费用的2倍。

（二）电梯财产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根据电梯购置价值不

高于1.5‰确定电梯财产保险保费，保险额度不低于电梯购置价

格。

（三）电梯主要零部件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根据电梯主要

零部件购置价格不高于1%确定电梯财产保险保费，保险额度不得

低于电梯原装配件购置价格。

（四）电梯检验机构责任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每台电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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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费不高于3元，每台电梯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50万元，全

年累计不得低于500万元。

（五）电梯维保机构责任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每台电梯每

年保费不高于30元，每台电梯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50万元，全

年累计不得低于500万元。

（六）电梯安装单位人员及责任保险保费及保险额度。电梯

安装人员保险每人每年保费不高于700元；电梯安装责任保险每

台电梯每年保费不高于50元，每台电梯每人保险额度不得低于50

万元，全年累计不得低于500万元。

六、做好实施工作

（一）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电梯保险工作可率先在学校、医

院、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

聚集场所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行。

（二）做好保险产品设计。保险机构本着服务民生、惠民微

利原则，按照保险内容、统一的保费及保险额度要求做好保险产

品设计，保险产品经向国家银保监会报备后，在省市场监管局、

省保险行业协会、省特种设备协会网站上对社会公开发布，同时

公布保险公司社会承诺。各投保主体可以选择网站上公布的保险

产品，也可以另选其他保险机构的保险产品。

（三）有序推进保险工作开展。各市局积极做好与当地银保

监、财政等部门的对接，加大各有关部门鼓励政策和财政扶持力

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财政部门给予保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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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服务考核工作。加强跟踪考核，严禁低质压价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各保险公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示。

附件：山东省电梯责任保险和“保险+服务”基本内容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8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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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电梯责任保险和“保险+服务”基本内容
投保主体 保险险种 保险内容 保险保费（不高于） 保险额度（不低于）

一、电梯

产权人或

者使用权

人

（一）电梯

责任保险

电梯使用过程中发生安

全事故、故障以及意外事件、

自然灾害导致第三者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

住宅电梯：85

元/部/年；

非 住 宅 电 梯

（公众聚集场所除

外）：105元/部/

年；

公众聚集场所

含学校、幼儿园以

及医院、车站、客

运码头、商场、体

育场馆、展览馆、

公园等电梯：135

元/部/年。

累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0万元；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30万元；

乘客困梯超过一定时限，

但未造成人身伤害。

乘客困梯赔偿每次限额1万元；

乘客困梯赔偿每年每部电梯累计限额1万元；

乘客困梯时间超过（含）30分钟且在1小时之内，一次

性每人每次赔偿200元；

乘客困梯时间超过（含）1小时且在1.5小时之内，一

次性每人每次赔偿300元；

乘客困梯时间超过（含）1.5小时且在2小时之内，一

次性每人每次赔偿400元。

乘客困梯时间超过（含）2小时以上的，一次性每人每

次赔偿500元。

乘客困梯造成重要事项

延误，包括延误高考、中考和

资格考试以及延误乘坐飞机、

火车、汽车和轮船。

乘客困梯重要事项延误每次赔偿限额15万元；

乘客困梯重要事项延误每年每部电梯累计限额15万

元；

乘客困梯延误高考、中考或资格考试，一次性每人每

次赔偿限额分别为3万元、1万元、0.3万元。

乘客困梯延误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一次性

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改签或退票损失费用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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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

财产保险

电梯使用过程中发生安
全事故、故障以及意外事件、
自然灾害导致的电梯损坏损
失以及安装维修电梯产生的
相关费用。

电梯购置价格

的1.5‰。
电梯购置价格。

（三）电梯

主要零部

件保险

电梯使用过程中由于制
造缺陷、维修保养不当、操作
失误或超负荷运行等情况造
成的电梯主要零部件损坏损
失以及安装维修费用。

电梯主要零部

件原装购置价格的

1%。

电梯主要零部件原装购置价格。

二、电梯

检验机构

电梯检验

责任保险

电梯检验人员在检验过
程中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以及第三者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

电梯检验机构或检验人
员存在过失、错误和遗漏导致
电梯在保险期间发生事故或
故障，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

3元/台/年

累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30万元。

三、电梯

维保单位

电梯维保

责任保险

电梯维保人员在维保过
程中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以及第三者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

电梯维保单位或维保人
员存在过失、错误和遗漏导致
电梯在保险期间发生事故或
故障，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

30元/台/年

累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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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梯

安装单位

电梯安装

单位人员

保险

电梯安装过程中造成

的电梯安装人员人身伤亡

和财产损失以及第三者人

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700元/人/年

累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30万元。
电梯安装

单位责任

保险

电梯安装单位和安装

人员存在过失、错误或遗

漏，致使电梯在保险期间内

发生事故或故障，依法应承

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50元/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