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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是指以保险客户的法律赔偿风险为承保对象的一类保险。按业务内容，可分为公众责任保
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五类业务。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责任保险相关概述
第一节 责任保险的概述
一、责任保险的基本概念
二、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国
三、责任保险责任范围
四、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与免赔额
五、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费率
第二节 责任保险的主要分类
一、公众责任保险
二、第三者责任险
三、产品责任保险
四、雇主责任保险
五、职业责任保险
第二章 国外责任保险的发展
第一节 美国
一、美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分析
二、美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特征
三、影响美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美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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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国
一、英国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环境
二、英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概况
三、英国责任保险的监管
四、英国责任保险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China 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ecast Report
( 2015 edition )
第三节 法国
一、法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概况
二、法国责任保险合同条款
三、法国责任保险的种类
四、法国责任保险对中国的借鉴思考
第四节 其他国家
一、意大利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分析
二、德国侵权法与责任保险的互动关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三、日本赔偿责任保险发展概况
第三章 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宏观经济环境
一、2017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二、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第二节 市场发展环境
一、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现状综述
二、社会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度较低
三、责任保险相关技术的落后导致现有产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四、责任保险经营销售中存在较大问题
第三节 政策法律环境
一、相关法律法规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三、中国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第四节 人力资源环境
一、我国责任保险已具备一定人才基础
二、精算师人才培养还需时间
三、责任保险法律专业人才供给仍不足
四、责任保险经营中风险管理人才缺乏
第四章 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发展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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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保险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二、责任保险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责任保险对安全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四、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在我国日益增强
第二节 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概况
一、我国发展责任险已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
三、责任保险引入水上运输安全体系
四、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发展火热
五、食品安全法实施催热产品责任险
第三节 责任保险索赔期限与法律诉讼时效问题辨析
一、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及保险事故的构成要件
二、保险索赔与诉讼时效
三、责任保险索赔期限的确定
第四节 中国责任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一、法制化不健全是中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公众责任险遭遇瓶颈发展缓慢
三、中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策
四、中国责任保险市场开发的对策建议
中國責任保險行業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5年版）
第二部分 行业细化研究
第五章 环境责任保险分析
第一节 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一、环境责任保险的概念
二、环境责任保险产生的诱因
三、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
第二节 国外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世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
二、各国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
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国际法简述
四、美国环境责任保险的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节 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中国需要积极发展环境责任保险
二、中国确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线路图
三、2017年中国环境责任险加速发展
四、2017年中国环境责任险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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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环境责任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一、环境问题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
二、环境责任保险设立的可能性
三、环境责任保险设立的必要性
四、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可行性
第五节 中国环境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环境责任险亟待建立运转长效机制
二、中国环境责任险法律支持体系不完善
三、中国环境责任险开展中遇到的问题
四、我国环境责任险试点推行遭遇困难
第六节 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中国环境污染保险发展的对策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动过程中要把握好的问题
三、破解环境责任保险突出问题的关键
四、制定污染损害赔偿标准维护受害者权益
第六章 医疗责任保险分析
第一节 医疗责任保险概述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概念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地位
三、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
第二节 国外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世界各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二、美国医疗责任保险商业化经营概况
三、国际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
四、医疗责任保险改革措施的国际经验
第三节 中国发展医疗责任保险的意义
一、医疗责任保险可以转嫁执业风险
二、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拓宽保险公司业务领域
三、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四、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第四节 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国家大力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
二、中国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
三、新医改为医疗责任保险带来发展契机
四、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取向
第五节 中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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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实行强制保险的背景
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的必要条件与对象选择
三、医疗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的适当性与有效性分析
四、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实施的制度约束与模式选择
第六节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探索
一、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方共同投保的医疗责任保险模式
二、与医院的评级制度挂钩
三、保险公司坚持“保本微利”原则
四、我国现行三种主要模式的对比分析
第七节 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賠償責任保険業界の市場研究開発予測報告書（ 2015年版）
第七章 中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分析
第一节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根本区别
一、法律性质不同
二、法律功能不同
三、投保义务不同
四、经营目的不同
五、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不同
六、法律依据不同
第二节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体系演变分析
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历史演变
二、道交法确立法定赔偿规则
三、实行商业化运营
四、实行强制缔约制度
五、确立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保护义务
六、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第三节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的出台及思考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台
二、《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
三、《条例》名称演变的过程
四、《条例》存在的弊端思考
第四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剖析
一、《条例》鲜明的强制性特点

-6-

责任保险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责任保险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二、《条例》体现“奖优罚劣”
三、《条例》坚持社会效益原则
四、《条例》保障及时理赔
五、《条例》明确保障对象
六、《条例》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七、《条例》关于救助基金制度
八、《条例》规定过渡期
第八章 其他责任保险
第一节 中国高危行业责任保险分析
一、中国高危行业责任险的产生意义
二、中国高危行业公共责任险的现状
三、中国高危行业公共责任险的运作模式
四、中国高危行业责任险或将强制推行
第二节 中国雇主责任保险分析
一、我国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的比较分析
二、我国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结合发展的策略
三、机动车雇主责任保险及其开发思路分析
四、中国煤矿雇主责任险的发展分析
第三节 中国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探析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四、被保险人减轻损害的义务
第四节 中国CPA职业责任保险分析
一、CPA职业责任保险的基本认识
二、积极推行职业责任保险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CPA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困境
四、推动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
第三部分 行业发展前景
第九章 2018-2025年中国责任保险的前景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财产保险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2018-2025年全球财产保险业面临增长放缓的局面
二、中国财产保险的发展前景分析
三、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发展趋势
四、中国今后将在五方面进一步规范财险市场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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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责任保险未来市场需求巨大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前景广阔
三、我国公众责任险可能发展成强制性险种
四、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产品发展水平将显著提高
五、职业责任保险是未来财险新增长点
第四部分 行业战略研究
第十章 责任保险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责任保险投资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业务组合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责任保险投资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济.研.咨.询.责任保险投资战略研究_订′阅′热′线:′0′1′0′-６61′82′09′9
一、2017年责任保险投资投资战略
二、2017年责任保险投资投资战略
三、2018-2025年责任保险投资投资战略
四、2018-2025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图表目录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利润增长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与利润率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不同所有规模以上工业经营状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制造业PMI指数变动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制造业PMI分类指数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变动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非制造业PMI分类指数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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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分地区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到位资金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
图表 2017年我国分区域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图表 2017年我国分区域房地产销售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出口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进口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GDP增长情况
图表 2017年保险行业经营状况
图表 2017年中资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表
图表 2017年中资人寿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表
图表 2017年全国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北京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天津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河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辽宁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zhōngguó zérèn bǎoxiǎn hángyè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5 niánbǎn)
图表 2017年大连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上海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江苏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浙江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宁波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福建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厦门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山东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青岛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广东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深圳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海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山西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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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年吉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黑龙江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安徽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江西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河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湖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湖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重庆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四川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贵州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云南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西藏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陕西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甘肃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青海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宁夏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新疆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7年内蒙古各险种原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精算师人数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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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年湖南省各市州环境责任保险工作进展情况
图表 2017年我国汽车产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企业数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大型企业数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中型企业数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小型企业数量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大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中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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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从业人数
图表 2017年我国煤炭产业大型企业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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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7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原保费收入前十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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