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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省 566 户调查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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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566 户调研数据，对湖南省开展的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做了深入分析，以期对农业保险的开展和相
关政策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调查结果显示: 水稻和棉花保险保障程度有限，低于基本物化成本; 对相关政策
的不理解以及担心得不到赔偿是限制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 农户愿意支付的水稻与棉花的保险费率平
均在 2. 6% ～ 3. 0%。建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设防水平; 结合农民需求和支付意愿，设计合
理丰富的保险产品; 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保险知识教育; 加大农业保险宣传，保证基层政府和保险公司良好的
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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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受灾面广、
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自然灾害严
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生产积极性，以及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1］。农业保险在分散农业风险、补
偿农业损失、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 2007 年我国开展政策性农
业保险试点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实行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2］。根据笔者 2007
－ 2010 年在湖南省开展的实地调研来看，当前政

策性农业保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需要结合农民自
身的需求和支付意愿，核算农作物成本，提供农
民愿意接受、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的保险产品。
如果没有把握农民真正需求，无论是自上而下的
政策规划，还是自下而上的动员，可能都难以与
农民的意愿相符［3］。本文在大量农户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对湖南省的种植业保险开展情况做了深
入分析，以期对农业保险的开展和相关政策的实
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1 调研区概况

湖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农业大省，水稻和棉
花分别是其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4］。与此同
时，湖南的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每年都会不同程度
地并发干旱、洪涝、冰雹、山地灾害( 滑坡、岩崩、
泥石流、地陷) 、病虫害、鼠害、低温、大风雪等自
然灾害，尤以洪涝和干旱灾害最为严重。湖南省农

业保险起步于 1984 年［5］，也是首批开展政策性农业

保险试点省之一。选择湖南省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

发、开展农业保险历史较长的农业大省进行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1. 1 湖南省政策性水稻和棉花保险条款

湖南省种植业保险政策以“低保障、广覆盖”
来确定保障水平［6 － 7］，以保障农户灾后恢复生产为

出发点。保险金额原则上为保险标的生长期内所

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
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水

稻和棉花保险的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赔偿方法和保费补贴见表 1。

表 1 湖南省政策性水稻和棉花保险条款( 2009 年)

保险责任
暴雨、洪水( 政府行蓄洪外) 、内涝、风灾、雹灾、
冻灾、旱灾、病虫鼠害，损失率达到 30% ( 含 30% )

以上

保险金额
水稻，苗 期 180 元， 分
蘖拔 节 期 240 元，成 熟
期 280 元

棉花，苗 期 150 元， 蕾
铃 期 250 元， 吐 絮 期
300 元

保险费率 水稻 6% 棉花 8%

保费 棉花 16. 8 元 /0. 067 hm2 棉花 24 元 /0. 067 hm2

赔偿办法
实际损失率在 30% ( 含 30% ) 以上按比例赔付，70%
( 含 70% ) 以上全额赔偿

保费补贴
中央财政 40%，省财政 25%，市( 州) 、县( 市、区)

两级财政不少于 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
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 保险条款中以亩为单位，1 亩 = 0. 067 hm2 )

* 收稿日期: 2012 － 04 － 04 修回日期: 2012 － 05 － 12
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科学计划( “九七三”) 项目“全球变化及环境风险关系及其适应性范式研究”( 2012CB955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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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调研基本情况
2009 年 8 月，调研组选取了湖南两个具有代

表性的区县———常德市鼎城区和澧县进行调 研。
其中鼎城区的种植业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承保，澧县的种植业保险由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根据两个区县民政
局的资料，选取了 7 个农业受灾严重的乡，每个乡
随机选取 7 ～ 8 个村，每个村选取 10 个左右的农
户。调查采取入户结构式访问的形式，全部问卷
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数字化，并对数据进行
质量控制，最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566 份。

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 ①被调查者个人和
家庭的基本信息; ②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包括各
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水稻和棉花的生产成本及
单产收入等; ③农业灾害风险调查，包括遭受灾
害的种类和频率、应对灾害风险的方式等; ④保
险意识调查，包括对保险作用的认识、购买过哪
些保险产品、保险的重要性等; ⑤政策性农业保
险调查，包括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了解情况、购
买情况、满 意 度 以 及 不 同 保 障 水 平 下 的 支 付 意
愿等。

2 调研数据分析

2. 1 农户基本情况
调研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52. 6 岁，平均从事

农业生产年限为 31. 4 年。调查区的农业种植以水
稻和棉花为主，平均种植面积分别为每户0. 43 hm2

( 6. 5 亩) 和 0. 21 hm2 ( 3. 2 亩) ，其他作物平均为
0. 16 hm2 ( 2. 4 亩) 。属于小规模家庭式的生产方
式。当地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农业种植收入平均
为每户 6 915 元，占年收入的 30%左右。
2. 2 水稻和棉花生产成本分析

水稻和棉花的物化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化
肥、农药、机械耕作费等。根据调查，早稻、中
稻、晚稻和棉花的平均物化成本分别为 314 元 /
0. 067 hm2、413 元 /0. 067 hm2、368 元 /0. 067 hm2、
419 元 /0. 067 hm2 ( 表 2 ) 。由于受土壤条件、灌溉
条件、人为因素以及市场价格波动等的影响，收
入差异比较大。

表 2 平均物化成本 元 /0. 067 hm2

作物成本 早稻 中稻 晚稻 棉花

种子 18 38 42 48
化肥 109 114 114 223
农药 60 98 83 133

机械耕作费 114 133 115 －
其他成本 8 19 8 －

总物化成本 314 413 368 419

根据调查，每 0. 067 hm2 早稻、中稻、晚稻和
棉花平均需要花费的劳动力时间分别为 6 d、7 d、
7 d、21 d。以当地 70 元 /d 的劳动力价格计算，对

应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为 448 元、497 元、497 元、
1 470元。总成本包括物化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两部
分，早稻、中稻、晚稻和棉花的总成本分别达到
761 元、910 元、865 元、1 889 元，都不同程度地
超过了平均单产收入。所以农民生产这些农作物
实际上是亏损的。其中，棉花的成本收入差最大，
达到 755 元( 表 3) 。为了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中国近几年来出台了一些农业种
植补贴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目
前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中，水稻的保额是
280 元 /0. 067 hm2，棉花的保额是 300 元 /0. 067 hm2，
不仅低于总生产成本和单产收入，甚至低于物化
成本。可见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额不高，对农
户的吸引力不大。

表 3 生产成本及收益对比 元 /0. 067 hm2

农作物 早稻 中稻 晚稻 棉花

平均工作时间 /d 6 7 7 21
劳动力成本 448 497 497 1 470

总成本 761 910 865 1 889
单产收入 635 866 725 1 134

成本收入差 126 44 140 755
实际保额 280 280 280 300

2. 3 灾害风险分析
调查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灾害有水灾、旱灾和

病虫害。其中，36. 8%的农户遭受过水灾，32. 7%
的农户遭受过旱灾，31. 5% 的农户遭受过病虫害，
8. 3%的农户遭受过风灾，还有 6. 5% 的农户遭受
过雹灾、台风、滑坡、泥石流、冻灾等其他灾害。
在自然灾害应对方式方面，65%的人选择购买农业
保险，13%的人选择依靠政府救济，22%的人选择
自己承担风险。可见，在农村市场，农业保险具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政府应对灾害的措施有安全建设、应急管理、
救灾救济和保险保障等四个部分［8］。安全建设可
以提高基础设施的设防水平，减少灾害造成的损
失; 应急管理能够提高灾害应急处置的能力; 救
灾救济是灾后的一种补偿手段; 保险保障有利于
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农民最希望政府采取何种
措施 保 障 他 们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63. 4%的农户选择修建防洪堤坝、水库、沟渠等基
础设施，45. 6%的农户选择需要保险支持，24. 6%
的农户选择灾后救济，11. 1% 的农户选择其他方
式，主要体现在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如贯彻
落实农业直补政策、稳定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
的价格、希望有专门的农技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农业部门应做好防灾提醒和预报等。农户的需求
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灾害风险防范的重
点。如果农村的防洪堤坝、水库、沟渠等基础设
施不完善，在缺乏基本设防能力的情况下，势必
导致灾害发生频率高。
2. 4 农户保险意识及保险购买情况

调查区 43% 的农户了解保险的作用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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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的农户有一点了解 ，7. 5% 的农户完全不了
解。73. 01%的农户认为保险在补偿经济损失，防
范灾害风险上非常重要，25. 36% 的农户认为一般
重要，只有 1. 63% 的农户认为保险不重要。大部
分农民认可保险的重要性，但是对具体的原理和
操作方法并不是特别清楚。

在保险种类购买方面，94. 35% 的农户购买了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2. 79% 的农户购买了人寿保
险，13. 43% * 的农户购买了水稻、棉花、油菜等
种植业保险。另外还有少数农户购买了能繁母猪
保险、车险、家庭财产保险、和农机保险等。农
民认为重要性排名前三的保险分别为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和种植业保险。这说明相比于农业保险，
与农户自身利益相关的寿险和医疗保险处在更重
要的位置。
2. 5 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情况

调查区有 64. 89%的农户听说过政策性农业保
险，其中 77. 22% 是通过基层村干部入户宣传获
知，23. 33% 通过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媒体了解，
还有 14. 44%和 1. 11%分别从亲戚朋友和保险公司
获知。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有 76 户，其中
真正了解保险条款的农户只有 14. 06%，有一点了
解的占 28. 13%。

在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中，47. 30% 的农户
是因为“有政府补贴负担得起”，37. 84% 的农户是
因为“村干部要求大家必须买”，只有 13. 51% 的农
户是为了“减轻灾害，防范风险”( 表 4 ) 。未购买
农业保险的原因主要有: 村里没有开展政策性农
业保险占 36. 03%，不了解具体政策的占 24. 26%，
担心得不到赔款占 17. 65% ( 表 5) 。

表 4 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 多选)

购买原因 农户数 百分比 /%

有政府补贴负担得起 35 47. 30

村干部要求大家必须买 28 37. 84

减轻灾害，防范风险 10 13. 51

其他 9 12. 15

表 5 未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 多选)

未购买原因 农户数 百分比 /%
村里没有开展 98 36. 03

不了解具体政策 66 24. 26
担心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48 17. 65

旱涝保收，没有必要投保 35 12. 87
不相信保险公司 26 9. 56

没有购买能力 16 5. 88
对目前条款不满意 10 3. 68

其他 16 5. 88

在政策满意度调查方面，有 42. 86% 的农户表
示对目前的政策基本满意，38. 1%的农户表示一般

满意，19. 05%的农户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
主要有: 赔偿不足、不理解农业保险的运作原理
等。对于“政府取消补贴，是否还会购买农业保
险”问题，44. 26% 的人选择会继续购买，22. 95%
的农户表示不知道，持观望态度，32. 79% 的农户
表示不会继续购买。
2. 6 农户支付意愿分析

本文调查了农户在不同保障水平下支付意愿
的变化( 表 6 ) 。当水稻保额为 280 元 /0. 067 hm2

时，平均支付意愿为 7. 94 元，保额增至 560 元 /
0. 067 hm2 时，平均支付意愿为 15. 68 元。当棉花
保额 为 300 元 /0. 067 hm2 时，平 均 支 付 意 愿 为
8. 73 元，保额增至 600 元 /0. 067 hm2 时，平均支
付意愿为 17. 12 元。农户期望的水稻保额，从 280
元至 1 500 元不等，有的农户表示保额至少要达到
种植成本，而有的农户表示希望能保收入。期望
保额平均值为 538. 23 元，对应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15. 98 元。农户期望的棉花保额，从 280 元至2 500
元不等，平均值为 763. 50 元，对应得平均支付意
愿为 19. 86 元。无论保险金额如何变化，农户愿意
支付的平均费率都在 2. 6% ～3. 0%之间。

表 6 不同保障金额下的支付意愿 元 /0. 067 hm2

农作物 保额 平均支付意愿 平均费率 /%

水稻
280 7. 94 2. 84
560 15. 68 2. 80

棉花
300 8. 73 2. 91
600 17. 12 2. 85

平均期望保额 平均期望保费 平均费率 /%
水稻 538. 23 15. 98 2. 97
棉花 763. 50 19. 86 2. 60

农户的支付意愿远远低于市场化的费率水平，
因此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才能形成有
效需求。我国长期的农业保险实践也证明，高费
率、高赔付的农业保险，完全按照商业化运作很
难形成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必须发挥政
府的行政职能，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9］。政
府应该补贴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财力和政策目
标，保险费率和保障水平的高低，以及农民对农
业保险的购买力。从对农业的支持角度来讲，补
贴越多越好，农民需求也会更大。但是过度补贴
会导致道德风险等问题，并且严重影响政府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在对农户保险支付意愿调
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保额标准下，政府保费
补贴与农户投保率之间的关系，见表 7。

当水稻保额为 280 元时，在政府不补贴的情况
下，农户需要承担 16. 8 元的保费，投保率＊＊只有
9. 8% ; 当补贴为 50% 时，投保率增加到 42. 4% ;
当补贴增加到 75% 时，投保率达到 71. 6% ; 当补

* 此处只有13. 43%的农户表示购买了农业保险，是由于2009 年农业保险试点初期，有些村采取统保的方式，很多农户并不知农作物已被保险。
＊＊ 投保率计算过程如下: 投保率 = 支付意愿大于农户应付保费的农户数 /总户数; 农户应付保费 = ( 1 － 补贴水平) × 保额 × 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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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进一步增加到 90% 时，投保率达到 85. 6%。水
稻保额提高一倍，在政府补贴水平相同的情况下，
农户需要自付更多的保费，投保率有所降低。但
在 90% 的补 贴 水 平 时，由 于 保 障 程 度 高，保 费
低，投保率最大，达到 90. 63%。棉花保险支付
意愿也有相同的规律。总的来说，在同等补贴水
平下，棉花的参保率要普遍低于水稻的参保率。
究其原因，主要是棉花的保额与实际生产成本和
农户期望的保额之间差距大，对农民来说缺乏吸
引力。

目前政府的补贴水平是 75%，如果按照农户支
付意 愿 推 算 水 稻 和 棉 花 的 自 愿 投 保 率 应 该 在
71. 66%和 50. 72%，而调查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如前所述，由于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是跟县乡
一级或村一级的政府签单，很少有直接与农户签
单的，所以大部分农民不了解农业的具体条款，
有的也不知道自己的农田被保险了。由此可见，
开展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在农村基层，
在农户层面还未真正推广开来，在政府、保险公
司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表 7 政府保费补贴与农户投保率的关系

补贴水
平 /%

水稻保额 280 元 水稻保额 560 元 棉花保额 300 元 棉花保额 600 元

农户支付
保费 /元 投保率 /% 农户支付

保费 /元 投保率 /% 农户支付
保费 /元 投保率 /% 农户支付

保费 /元 投保率 /%

90 1. 68 85. 60 3. 36 90. 63 2. 40 74. 40 4. 80 86. 86
75 4. 20 71. 60 8. 40 70. 88 6. 00 50. 72 12. 00 48. 91
60 6. 72 44. 20 13. 44 40. 53 9. 60 42. 27 19. 20 36. 50
50 8. 40 42. 40 16. 80 34. 01 12. 00 19. 08 24. 00 18. 98
0 16. 80 9. 80 33. 60 7. 94 24. 00 5. 56 48. 00 5. 84

3 主要结论与建议

3. 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设防
水平

在政府应对灾害的措施、发挥政府职能方面，
多数农户希望政府能够将资金和力量投入到修建
防洪堤坝、水库、沟渠等基础设施。在缺乏基本
设防能力的情况下，灾害发生频繁率高，农业生
产风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可持续性。应当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设防水平。
只有具备一定的抗风险水平，才能真正发挥农业
保险在抵抗农业灾害风险方面的作用。
3. 2 提高农民收入，体现劳动力成本

农业生产收入要小于农民实际种植总成本，
农户的劳动力价值成本被低估。建议提高粮食收
购价格，或者对农业生产加大补贴，提高农民收
入。农民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农民有富余的钱去购
买农业保险，也有更多的能力分散农业风险。
3. 3 结合农民需求和支付意愿，设计合理丰富的

保险产品
在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水稻和棉花的保

额低于基本物化成本，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建议
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上，结合农民需求和支付意愿，
开发多样的农业保险产品。可以通过灵活的产品
设计，如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的不同组合，增加
产品的多样性和吸引力。在保障农业保险可持续
性的前提下，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尽可能大地为农
民谋福利。
3. 4 提高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保险知识

教育
大部分农户认为保险在经济补偿、防范灾害

风险方面非常重要，但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具
体运作方式和原理并不是很了解。农民对农业保
险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提高农民的风险
防范意识，加强保险知识的教育，对于农业保险
的推动和开展有重要作用。

3. 5 加大农业保险宣传，保证基层政府和保险公
司良好的公信度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农民普遍缺
乏对这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同时由于担心得不
到应有的赔偿而拒绝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于
我国农业生产属于小规模的分散种植，农业保险
的推行必须依靠基层政府的力量。建议充分利用
现有的基层力量，如乡镇农机站人员、民政员、
村干部等，加入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中来，通
过他们将保险的知识深入农村。同时，确保基层
政府和保险公司能够将中央的惠农政策贯彻和落
实，是提高农户参保率，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顺
利推行的重要前提。

致谢: 感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民政
部救灾司、湖南省保监局、湖南省民政厅、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常德
市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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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Assessment and Approaches on Typhoon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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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yphoon is one of the disaster weather systems，and its disaster assessment is the decision found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prevention． Statistical index synthesis and statistical simulation are basic assessment
methods of typhoon disaster home and abroad． Six statistical index synthesis methods are concluded and basic steps
of statistical simulation assessment method are summarized，based on which features of assessment approaches on
typhoon disaster are compared． From aspects as assessment model，index choosing and assessment results，etc．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two methods are commented． At last，5 aspects of the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re prospected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statistical simulation，which is less used in China，should be applied with the index
assessment method; to establish disaster assessment model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especially special ones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o strengthen applic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particularly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yphoon disaster assessment; to enhance study on assessment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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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asonable zoning and data of earthquakes with magnitud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5 since
1900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using ellipse intensity attenuation model and multiple stab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intensity attenuation relations among southern Shaanxi，Guanzhong region and northern
Shaanxi are obtained by divisional statistics and calcul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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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Survey on Policy-oriented Crop Insurance from Farmer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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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566 households' questionnaires，policy-oriented crop insurance is investigated in
Hunan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nal insuranc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protection level of rice and cotton insurance is low，which is less than the basic production cost，
the main reasons that farmers do not purchas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re incomprehension about this policy and
suspicion about indemnity and the average premium rate that farmers are willing to pay is 2. 6% ～ 3. 0% ．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trengthen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ability of resisting agricultural risk;
design reasonable and variable insurance products combining with farmers' need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raise
farmers' revenue and improve insurance knowledge education; strengthen publicity abou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guarantee good government credibility．

Key words: policy-oriented crop insurance; rural household; field survey;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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