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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通常而言责任险需提交的单证提交较多,繁琐严格的单证本身目

的是为合理定责定损，规避道德风险。但繁琐严格的单证要求与客户

的服务体验又通常是两个对立面。在综合考虑道德风险与服务体验及

便利性的平衡后，我司雇主责任险的理赔处理工作中，设立网上理赔

绿色理通道。

二、适用范围

该绿色理赔通道的适用范围：客户必须具有较高得诚信（核保认可的

企业），且历年赔付情况较好，同时考虑《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

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 1号）规定，我们建议将赔案类型限定为赔

案赔款金额低于 10000 元人民币仅涉及医疗费用、误工费及住院津贴

索赔的案件。

三、具体内容

绿色理赔通道中简化的具体材料如下：

雇主责任险：

1）适用绿色通道赔案须在网上理赔系统报案并上传材料，审核通

过后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2）记名保单项下，被保险人可以不用提供劳动合同或用工关系证

明；

3）不强制要求提供雇员雇主的赔偿协议；



4）对于约定每日误工补偿限额的保单可根据医院开具的假单天数

和保单约定的每日限额直接赔付停工留薪补偿，无需提供工资

单等材料；

5）15 天以下的住院津贴可以根据出院小结等材料上列明的住院

时间直接计算天数赔付, 无需提供雇主的支付凭证。

四、理赔流程:

绿色通道理赔服务流程

 适用网上理赔绿色通道流程的索赔案件是指 10000 元（不含）以下、仅涉

及医疗费用、误工费及住院津贴索赔的案件。但对于特定案件，即使索赔金

额小于 10000 元，理赔人员亦有权要求提供材料的原件

确 认 赔 款 材料齐全后于 5 个工作日内通知赔款金额

赔款支付 被保险人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事故发生

报案
通过网上理赔系统报案

提供索赔资料
根据此指引、网上理赔系统提示及史带理赔专员的在系

统内的反馈提供或补充所需资料



 我们将在收到材料后将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并通过方式告知您结果；

 材料齐全后，将在 5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告知您最终的赔款金额，确认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非绿色通道理赔服务流程

 通过网上理赔系统报案，并上传材料供理赔人员审核，超过(包含)10000 元

的赔案保险公司会视情况要求提供材料原件；

 如为线下报案，保险公司仍然会根据现有流程进行线下理赔流程并收集材料

原件；

 为保障您的利益，我们将在收到您报案后会确认是否需要进行现场查勘；

事故发生

通过网上理赔系统报案或拨打 4009995507报案

材料齐全后 7 个工作日内通知赔款金额

根据此指引、网上理赔系统提示及史带理赔专员的反

馈提供或补充所需资料

确 认 赔 款

提供索赔资料

被保险人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我们将在收到材料后将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并通过书面方式告知您结

果；

 依据赔款金额的不同，在收到被保险人的赔款确认书及赔款通知书后，我们

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五、基本单证

网上绿色通道案件单证：

1. 网上理赔系统填写出险信息并提供收款账户信息

2. 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3. 劳动合同--记名保单可不提供

4. 病历、医嘱、医药费发票（发票需用黑水笔注明“已向史带财险

索赔”）

5. 医院开具的假单

6. 公司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证明--对于约定日工资的保单可以不用

提供

7. 索赔 15 天以下住院津贴可以不用提供支付凭证，但需要在上传材

料时说明索赔金额

8. 根据情况保险人要求的其他材料



常规单证：

1. 索赔通知及赔款确认书签章件，已经网上报案的需要提供咨询号

2. 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3. 劳动合同复印件

4. 警方等相关机构出具事故证明（如有）

5. 公司与员工的赔偿协议

6. 保险公司确认理算金额后提供赔款通知书签章件

7. 赔款超过一万元提供反洗钱材料，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件、客户尽职调查表

8. 收款人银行账户信息

9. 根据情况保险人要求的其他材料

医药费及住院津贴：

1. 医嘱、病例、用药及治疗清单

2. 医疗发票原件

3. 住院记录、出入院小结、住院清单

4. 索赔住院津贴还需要用人单位的支付凭证或让员工在赔款通知书

签字确认



误工费：

1. 医院开具的假单

2. 病休期间公司考勤记录

3. 病休期间工资发放证明（工资单）签章件，保险公司可根据需要

索取银行转账凭证

死亡：

1. 死亡医学证明

2. 抢救记录（如有）

3. 火化证明、土葬证明

4. 户籍注销证明

5. 所有第一顺位受益人（父母、夫妻、子女）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

件，村委居委提供的受益人关系证明、所有受益人委托某一上述受益

人收款委托书，视情况可要求提供公证书

6. 被保险人与所有第一顺序受益人或受托人签订的赔偿协议及银行

转账凭证

7. 工伤事故需提供工伤认定书

伤残：

1. 伤残等级认定书（对应索赔项目的认定标准使用工伤或行业标准）

2. 工伤事故需要工伤认定书，工伤待遇核定表（如有）

3. 如员工离职索赔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需要提供离职证明

4. 公司向员工支付伤残赔偿金的支付凭证



联系方式

报案电话: 40099 95507

2020 年 3 月起新增雇主责任险报案首先由下述人员进行对接:

朱晴

上海德理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000 号阳光世界大厦 28 楼(200135)

电话 Tel.: (8621) 6855 6080 ext 815;

电子邮件 E-mail Address :rena.zhu@dnzgroup.com

史带理赔部联系方式：

朱宁馨 Julia Zhu

理赔部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 +86 21 38295891

传真：+86 21 38295999

邮箱：zhuningxin@starrchina.cn

陈晗宇 Spike Chen

理赔部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 +86 21 38295875

传真：+86 21 38295999

邮箱：Spike.chen@starrchina.com

mailto:zhuningxin@starrchina.cn
mailto:Spike.chen@starrchina.com


一、雇主责任险出险索赔申请书：

被保险人 保单号码

网上理赔咨询号 邮寄材料时必须提供 受伤（死亡）人员

报案人 报案人联系方式

出险地点
省 市 区

路
出险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出险原因、经过、人员受伤部位及就诊情况进行描述：

事故经过：（如在操作 xx 机器时，由于操作失误导致左手受伤）

受伤情况：（如左手骨折）

就诊情况：（如门诊、抢救、住院治疗等）

医疗费用 死亡/伤残等级及金额

误工费用 住院津贴

其他 索赔总金额

本人声明以上陈述均为事实，并无虚假及重大遗漏。现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贵公司提出出险通知及索赔申请。

对于事故原因涉及第三方的责任，本人未放弃向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

二、赔款接受书及收款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确认本次事故赔款计大写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小写

（RMB ），贵司将赔款支付至下列我司账号或受伤员工账号或死亡员工的继承人账号 后，关于

本次事故之一切赔偿责任终了。

收款人名称：

收款人开户行： 银行 分行 支行

收款人账号：

本人同意上述赔偿金额和收款方式

被保险人签章（单位）： 受益人签字并按手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备注：收款人为用人单位时需被保险人签章，收款人为受伤员工时需受伤员工在“受益人签字并按手印”处签字、

按手印，收款人为死亡员工的继承人时需继承人在“受益人签字并按手印”处签字、按手印。

反保险欺诈提示
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将与保险欺诈有关的法律责任提示如下：
【刑事责任】进行保险诈骗犯罪活动，可能会受到拘役、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刑事处罚。(摘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 198 条)
【行政责任】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可能会受到 15 日以下拘留、5000 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摘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 16、21 条）
【民事责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摘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 16 条）

特别声明
我（我们）声明除在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_____分公司投保外，未向任何其它保险公司投保，否则承担法律责任。
我（我们）声明就本次保险事故发生损失，确认以上赔偿金额，不再以任何理由及方式向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_____分公司

提出其它任何索赔请求。



雇主责任险赔款通知书

尊敬的客户：

经审核，本案理算情况如下：

保单号： 赔案号：

出险日期： 雇员： 理算金额：

理算明细如下

1. 医疗费赔款：

理算过程：

2. 停工留薪补偿：

理算过程：

3. 住院津贴：

理算过程：

4. 死亡/伤残赔偿：

理算过程：

5. 其他：

理算过程：

如对以上理算有异议请在五个工作日联系我司理赔人员。如贵司同意以上赔款请尽

快将赔款支付给受伤雇员，并签回以下《回执》以便我司进行赔款支付。

回执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已经确认上述理算结果并已经将赔款支付给受伤员工，针对死亡/伤残赔偿金及

保险公司要求的其他项目将另行提供支付凭证，现向保险人申请理赔。我司确认上述赔

款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付金额且不再就本次事故向前述保险人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

被保险人签章： 日期：

员工签字： 日期：



最终赔偿协议

甲方：

乙方：

鉴于 年 月 日 时，由于 （事故原因）

导致 (事故

情况)。

就上述事件，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过平等友

好的协商达成以下共识，并签订最终赔付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以甲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约定和承诺及本协议的其他规定为前提条件，甲

方 在 签 署 本 协 议 后 个 工 作 日 内 将 一 次 性 支 付 乙 方

人民币 （大写）元人民币，从而全面、彻底和最终地解决因事件而引起的及

/或与事件有关的一切事宜。

2.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上述赔偿款以银行转账的形式转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内

（开户行 ，账号： ），以转账凭证

作为乙方收款收据。

3. 甲、乙双方确认本事件已经依照本和解协议得到完全解决，且此和解方案已

包括解决此前、现在或将来由此事件已经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一切情况。并就

因事件已经引起或可能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宜，乙方保证不再以任何

形式和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其他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的要求。甲方对此不再

承担任何责任。

4. 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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