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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风险

在近海行业运营船舶的会员不仅要面
对常规的保赔险风险，还要面对近海
业务所特有的其他类型的风险，比如
某些不属于协会规则的免责事项引起
的合同责任，或是从事专业性质的工
作，包括油田增产、铺设电缆或管道、
建设工程、安装、维护工作或清淤。

在船东保留限制其责任的权利的情况
下，协会规则涵盖了以“各负其责/互
相免赔（knock-for-knock）”条款为
基础的合同责任。然而，许多海上租船
合同通常采用经修订的行业标准格式
（如BIMCO的“SUPPLYTIME”）或石
油公司标准合同，这些合同没有以“各
负其责”的方式分摊责任，也放弃了船
东限制责任的权利。

合同审查援助

协会内部法律专家提供定制的合同审
查服务，以确定在何处及何种程度上
可能需要额外的保险。协会的意见将
有助于会员与石油公司承租人谈判合
同条款，也因此可能有助于减少对附
加保险的需求。

介绍
西英保赔协会认识到经营近海业务的会员所面临风险的独
特性，为此类会员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产品以覆盖这些独特
的额外风险，它与常规的保赔险相辅相成，扩展保赔险保障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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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主体可以投保？

可提供的限额 

我们的保险产品根据客户需求量身订制，能够满足经营
近海业务或从事其他专业作业的的会员的需求。

我们提供广泛的保额，标准的责任限额可高达5亿美元，也可
上下浮动，最高责任限额可达10亿美元。

我们的保险涵盖了近海及相关行业中使用的所有类型的船舶，如：

会员购买的责任限额通常反映了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
限额和风险，而协会可以协助会员及其经纪人并提供所需限额
的建议。

平台供应船（PSV）

三用供应船（AHTS）

海洋工程辅助船（OSV）

船员联络艇

挖泥船

驳船

居住船

油田增产服务船

电缆铺设船

自升式驳船

多用途船

潜水辅助船

起重机驳船/铺管驳船

两栖船



放弃责任限制权利
船东通常有限制责任的法定权利。协会规则
要求，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会员必须利用自
己的这项权利。但是，有些合同要求船东放
弃限制权利或将责任增加到限制范围之外。
这违反常规的保赔险规定，而协会能够为此
类风险提供额外的保障。

合同沉船清除
只有在主管当局下达强制命令后，协会才会
采取措施进行沉船清除。然而，许多近海合
同包含一项约定，即根据承租人的命令清除
残骸或沉船碎片。协会可以为这种合同规定
的沉船清除提供额外的保障。

财产损害和各负其责条款
近海合同通常会包含一个标准的“各负其
责”条款，以分摊双方在财产损害方面的责
任。然而，如果“各负其责”条款被削弱，导
致会员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么协会的“近海
保险”将涵盖这些额外的风险。

人身伤害
承租人通常使用工程船运送他们自己或第
三方的人员往返于近海油田。这些“乘客”
很难受到任何有效的访客通行证的约束，
因此船东难以免责。正常的协会规则保障
普通法下的责任，但重要的是，会员应确保
合同中保护有充分的保护条款，比如类似
于SUPPLYTIME2017格式的第14(a)(ii)条的
规定。

在没有此类保护条款的情况下，会员可能会
对第三方人员承担额外的责任，协会的近海
保险将涵盖这些额外的人身伤害风险。

（另见下文“居住船扩展保险”。）

污染
当法律上有责任时，常规的保赔险能够承保
船舶造成的污染，但应注意，不应就承租人
财产造成的污染承担额外的合同责任。如果
无法做到这一点，协会的“近海保险”将为这
些额外责任提供保障。油井或生产单位的污
染始终应由石油公司负责，因为会员对此类
风险的给予的任何全面赔偿都难以投保。

货物
工程船舶经常需要运输货物和/或设备，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货物或设备的运输是没
有签发提单或其他运输合同的。协会规则要
求会员对货物的责任必须遵守《海牙-维斯
比规则》。此外，租船合同有时还约定会员
承诺使船舶在整个航程中适航，而不仅仅
是在航程开始时，因此提供的承诺超出了《
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如果没有并入《
海牙-维斯比规则》，或者没有关于会员免责
的适当措辞，或者提供适航的持续保证，那
么协会的近海保险将承保对货物风险的额
外责任。

承保哪些事项？ 
合同责任扩展风险 - 保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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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拖航责任
如果拖航是按照认可的行业标准合同
进行的，如TOWCON、TOWHIRE或
SUPPLYTIME，协会将予承保。然而，在近
海领域 - 特别是在油田内进行的拖航 – 船东
和被拖物之间通常没有直接的合同，或者合
同条款比行业标准的“各负其责”条款更为
苛刻。

重要的是，要确保所有被拖物都受到合同
中“各负其责”条款的约束，其中包括对承租
人的承包商和分包商的财产和人员的赔偿。

如果此种“各负其责”条款不能协商或被削
弱，协会的近海保险将保护这些额外的承托
方的风险。 

保险条款 - 承租人列明和放弃代位求
偿权
合同中通常约定，船东需提供其保险人放弃
对承租人及其承包商（承租人团体）的代位
求偿权的声明，并将承租人团体列为共同受
保人 - 即所谓的“列明和放弃”要求。

根据协会规则，这一要求是可以接受的，其
中“列明和放弃”仅涵盖“各负其责”租船合
同（如SUPPLYTIME 2017）项下属于会员的
责任，因此不包括租船合同下承租人应承担
的责任。

根据近海保险，协会可在“误伤
（misdirected arrow）险”的基础上向共同
受保人提供保障，涵盖那些本应由船东负责
的、向租船人提出的索赔/责任。

注：交叉责任（Cross Liability） - 租船合同
有时会要求会员的保险包含项交叉责任条
款。这意味着协会把会员和承租人视为独立
主体，拥有各自的保单，并各自享有完整的
责任限额。适用保赔险时，应删除租船合同
中的这一条款，因为这类条款投保困难且费
用昂贵。

救助
许多从事近海作业的船舶具有进行救助作业
的能力。

如果船舶参与人命救助，船舶正常的保赔保
险不受影响。

但是，在没有得到协会经理明确同意的情况
下，进行其他救助作业所产生的责任、成本
和费用一般不属于承保范围。

许多近海合同规定船东有义务为承租人/承
租人团体（charterers group）所有的船舶或
设备提供救助服务，但往往会要求船东在合
同中放弃对此类救助服务提出任何索赔的权
利。协会的近海保险将覆盖这些不属于常规
保赔险范围内的费用。

合同责任扩展风险 - 保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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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专业作业是指由会员进行的承包工
程，其性质超出了通常由传统意义上
的船东进行的作业范围。许多专业作
业可能会对海床本身造成干扰，因此
可能会对位于海床上或海底的设备造
成损害，包括管道、电缆和海底隧道等
基础设施。

协会规则第17C条列出了属于专业作
业的工作，包括：

“挖泥、爆破、打桩、油田增产、电缆
或管道铺设、建设工程、安装或维护工
作、岩心取样、堆放泥沙和发电”

潜水员
潜水作业与专业作业类似，因此，负责商业
潜水员所进行活动的会员需要扩大保险范
围，因为由/对潜水员的责任不属于常规保赔
险范围内。

如果会员是潜水员的雇主、或委托第三方代
表会员进行工作、或根据合同约定对潜水员
的活动负责赔偿，就会产生上述责任。如果
会员对潜水员的活动不承担责任 - 例如，船
舶出租出去，只是作为潜水平台，而承租人
或潜水承包商负责潜水者的活动 – 那么常
规的保赔险即可覆盖，无需为潜水员进行额
外投保。

协会的近海保险可以为潜水员提供扩展保
险，但会员通常只要求为潜水活动引起的第
三方责任提供扩展保险，而不要求为实际的
潜水员本人死亡和/或人身伤害的任何责任
提供保障。然而，会员如需投保额外的对潜
水员的责任，应与协会联系，协会能够为这
些额外风险提供定制的保险产品。

会员应始终确保任何从其船舶进行潜水作
业的合同中包含承租人或承包商对水下作业
区域内的永久性结构、设施或基础设施的任
何损害进行赔偿的条款，因为此种损害属于
潜水员保险的除外风险（或者需要投保另外
的承包工程保险，见下文）。

承保范围
根据近海保险，协会为会员提供额外的保
障，来覆盖此类专业性作业带来的责任。该
保险是会员常规保赔险承保范围的延伸。

如有需要，专业作业保险可以与合同责任扩
展保险结合起来，根据每个会员的合同需要
定制一套组合式海上保险方案，最高限额可
商定。

下面举例说明了专家作业保险是如何与常规
保赔保险同时运作：

船舶正在拖曳航道测量电缆时，因驾驶过失
导致船舶碰撞，那么该索赔属于常规保赔险
的碰撞责任条款承保的风险。然而，如果事
故是由于拖曳缆作业导致船舶无法充分地
转向以致碰撞发生，则该事故属于专家作业
除外责任，因为该事故实质上是由专业作业
造成的，任何索赔都将归入专业作业保险范
围内。

承保哪些事项？

专业作业和其他风险 - 承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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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潜艇，潜水钟，饱和潜水生活舱
和遥控潜水器

会员需要为此类船艇操作进行额外的保险，
因为常规的保赔险不包括操作迷你潜艇、潜
水钟、饱和潜水生活舱和遥控潜水器（ROV）
所产生的责任。该免责条款适用于会员实际
操作或负责操作遥控潜水器或类似水下设
备的情况。如果船艇只是为此类操作提供平
台，而水下操作是由他人进行并由他人承担
风险，那么常规的保赔险将提供保障，无需
额外投保。

如果会员使用自己的水下设备或负责进行水
下作业，则协会的近海保险可以为此类活动
提供扩展保障，包括清除任何丢失的设备残
骸的法律责任。然而，对于水下设备（例如遥
控潜水器）本身的损失或损坏不予承保。

战争险
协会常规提供的战争险保障超出了船体价
值，而初级协会战争险通常由船壳协会战争
险保险人保障不超过船体价值的风险。

居住船
居住船可以纳入常规的协会承保范围，但应
注意的是，根据规则第17(e)条，对于为油气
设施提供住宿的任何船舶上的非船员人员，
如果该船在距离任何油气生产或勘探设施
500米范围内停泊或下锚，或是会员与非船
员人员的雇主之间没有按照协会经理认可的
条款进行合同风险分配，则此种非船员人员
不在承保范围内。如果不符合上述标准，那
么协会的近海保险可以为这些非船员人员的
责任提供保障。

承包工程的损失或损坏
承包工程包括船东承包建造或施工的厂房、
设备和材料。协会规则第17(c)条规定，为其
进行专业作业的任何一方，不得就承包工程
的损失或损坏提出索赔。此种对承包工程的
损害也属于专业作业保险的标准除外责任。

之所以有这种除外条款，是因为承包工程的
损坏风险是由主要承包经营人（会员将为其
工作）购买的专业建筑风险保险（承包人全
险(CAR)保险）所承保的。

然而，最近的做法是，主要的承包经营人将
承包工程的损失或损坏的风险转嫁给会员，
但以其CAR免赔额为限，这已经成为一种惯
例。有鉴于此，当会员需要为租船合同项下
的此类风险负责时，协会可为会员提供最高
200万美元限额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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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保险 - 一般除外责任 
合同的履行及联络工作
近海保险受制于以下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
标准免责条款：未能根据合同提供服务（包
括专业作业），和/或会员的工作、产品和/或
服务的适用性和质量，以及承包工程的任何
损失或损坏（除非已为后者购买了特别扩展
保险）。

井或井眼的污染
近海保险不承担因任何污染而产生的责任、
费用和开支，包括由入会船舶正在或曾经维
修或由会员照管、监护和管理的井眼、井或
水库的任何清理费用。这是因为这些风险通
常被视为能源风险，并且根据租船合同应由
承包商负责。

间接损失
间接损失和利润损失不包括在近海保险承
保范围内。

因此，各会员应确保他们签订的全部合同都
包含一条双方相互排除可能无法预见的和可
能极其严重的间接损失的条款。这些损失包
括利润和收入的损失、使用的损失、合同项
下的生产损失或在从事承包工程时所造成损
害带来的损失。

重大过失和故意不当行为
越来越多的承包商正在修订标准合同的“各
负其责条款”，并在该条款中加入一项除外
责任，即由于一方的重大疏忽或故意不当行
为造成的损失而引起的索赔不适用责任限制
和责任免除。该条款可进一步设法排除任何
合同责任限额，包括间接损失的责任限额。

重大过失和故意不当行为没有确切的定义，
一般根据违约方的行动以及涉事个人的精神
状态（最终由法院）作出判断。理想的情况
是，合同措辞能够明确区分行为是构成重大
过失还是普通过失。

根据《1906年海上保险法》，被保险人的控
制者的故意不当行为将被排除在近海保险的
承保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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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英是全球航运业领先的保险供应商，
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卓越的服务，帮
助其会员适应船东、经营人和承租人所
处的不断发展的责任环境。 

为什么选择西英？

我们亦在其他业务领域维护和提升会员的
利益。我们相信对会员的保护与我们提供
的保险一样重要。为了同时提供这两种保
障，我们响应会员的需求，积极维护其利
益，使会员能够更容易实现其业务目标。

我们的优势
 国际性协会，拥有全球会员

 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网络，为会员提供专门
的承保、理赔和防损服务

 标准普尔评级为A-

 国际保赔协会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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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球
为全球会员提供本地化服务。

联系方式
承保团队的详细联系信息可在我们网站的相应产品页面上找到：www.westpandi.com

1.注册办公室
卢森堡大公国 
卢森堡，L-1661 
31大道 
电话：+352 4700671

2. 英国（伦敦）
伦敦EC3A 5AF 
Creechurch巷 
One Creechurch Place 
电话：+44 207 716 6000

3. 希腊（比雷埃夫斯）
希腊185 38 
1层 
Akti Miaouli 95 
电话：+30 210 4531969

4. 中国香港
香港湾仔 
告士打道38号 
中国恒大中心1302室 
电话：+852 2529 5724

5. 新加坡
新加坡068896 
罗敏申77号，15-01层 
罗敏申路77号 
电话：+65 6403 3885

6. 美国（纽约）
纽约州10019 
纽约，2层 
美洲大道1350号 
电话：+1 917 733 2584

关注我们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westpandi
https://twitter.com/westp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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