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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分析要要
要基于益阳市蔬菜种植户的深度访谈
曹泽龙
渊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袁湖南长沙 410128冤

摘要 益阳市位于洞庭湖区袁受水涝尧冰雹等自然灾害影响频繁袁且往往在出现自然灾害损失后才找原因袁对于及时恢复生产几乎没
有切实有效的措施遥本文在对益阳市各个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和蔬菜公司负责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袁研究了蔬菜种植户对
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需求现状和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根据蔬菜种植户的实际需求袁提出了露天蔬菜自然灾害
保险发展对策袁以期为益阳市蔬菜产业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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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for Outdoor Vegetables院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Vegetable Farmers in Yiyang City
CAO Ze-long

渊Economic College袁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袁Changsha Hunan 410128冤
Abstract Yiyang City is located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and is frequently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waterlogging袁hail and other
natural disasters袁and the causes are often found only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 losses.There are almost no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imely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heads of large-scale vegetable cooperatives and the heads of vegetable companies
in various areas of Yiyang City袁the demand status of vegetable growers for outdoor vegetables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an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utdoor vegetable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were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vegetable growers袁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for outdoor vegetables袁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egetab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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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蔬菜种植户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归纳为市场

风险和自然风险 2 个方面遥市场风险往往是由于市场上某

对比袁论证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的参保率远远高于蔬菜灾害
保险遥黄玉花等[8]则通过对绵阳市游仙区农户的实地调查袁

个品种的蔬菜供大于求袁并且人工成本高袁导致蔬菜价格低

指出大部分农户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比较大袁是农业

于成本袁造成种植户亏损曰自然风险则是由于自然灾害袁如

生产急需防范的风险袁蔬菜保险逐渐成为农户规避风险的

水涝尧旱灾尧虫灾尧冰灾等灾害对蔬菜的破坏导致产量降低遥

选择之一袁这说明蔬菜自然保险的潜在需求较高遥

我国目前针对这 2 种风险的政策性保险可分为价格保险和

益阳市位于洞庭湖区袁水涝灾害频繁袁大部分蔬菜种植

种植保险两大类遥从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野加快

户深受其害袁对于蔬菜政策性保险需求非常迫切遥益阳市多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袁扩大试点范围袁增加险种冶的要求开

个合作社的负责人都认为袁蔬菜野靠天吃饭冶袁行情不乐观遥

始袁我国对蔬菜的政策性保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遥我国已

但由于蔬菜品种繁多尧保险公司缺乏相关专业人士尧不方便

试点的政策性蔬菜保险以市场价格保险和大棚设施保险为

定审等原因袁益阳市还没有保险公司制定实用有效的露天蔬

主遥罗哲月 [1]提出应提高蔬菜种植参保的可操作性和参保
面遥齐皓天等[2]认为袁应该逐步扩大保险范围和蔬菜保险品

菜自然灾害保险遥本文通过对益阳市蔬菜种植户的深度访
谈袁发现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地区的蔬菜种植大户本身抗风

种,健全完善农产品政策性保险体系袁把基本蔬菜纳入全国

险能力低袁需要通过完善推广蔬菜自然灾害保险来维持农户

农产品政策性保险体系袁财政给予稳定补贴袁同时丰富险种遥

种植蔬菜的积极性袁蔬菜保险不应该继续以点带面袁而应该

赵俊晔等[3]则强调了构建大灾风险分散体系是蔬菜政策性
价格保险获得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遥岳 坤等[4]通过分析发达

全面发展袁同时满足散户和蔬菜大经营者的需求袁并根据露
天蔬菜种植大户的需求袁细化蔬菜保险袁制定实用的露天蔬

国家蔬菜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经验指出袁日本蔬菜的小规模

菜自然灾害保险袁引领农业保险持续发展遥

生产经营模式便于中国借鉴袁政府应该通过蔬菜保险补助政

1 益阳市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实用性和需求现状

策降低蔬菜种植农户的生产经营风险袁稳定农户收入遥孟 阳

通过自然灾害保险与市场价格保险的比较尧露天蔬菜自

等[5]指出袁农户投保的前提就是对政策性蔬菜保险有一定的

然灾害保险与大棚设施保险的比较分析了露天蔬菜自然灾

了解曰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推广对象曰规范理赔操作袁提高

害保险的实用性和需求现状遥

保障水平遥在蔬菜价格保险和蔬菜灾害保险的比较中袁有学

1.1

者提出了不同看法遥邱衍鹏等[6]认为袁由于蔬菜灾害保险的
保障水平低尧理赔定损难袁尽管有政府财政给予保费补贴袁但
生产者参与蔬菜灾害保险的积极性不高遥张雯丽等[7]通过上
海市蔬菜价格保险和广东省蔬菜灾害保险的实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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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保险与市场价格保险的比较
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价格保险都是为了提高农户对蔬

菜生产的积极性袁促进蔬菜产业健康发展遥目前袁蔬菜自然
灾害保险品种有限尧理赔过程麻烦袁并且很多地区自然灾害
少袁尽管有政府给予农户保费补贴袁蔬菜种植散户对蔬菜灾
害保险的参保率仍然不高遥相对而言袁蔬菜种植户因市场蔬
菜价格波动大袁市场风险发生的频率大于自然风险袁并且蔬

曹泽龙院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分析要要
要基于益阳市蔬菜种植户的深度访谈
菜价格保险理赔定损客观公正尧理赔过程简易袁在政府宣传

复生产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挽回损失袁避免因灾致贫尧因灾

和财政支持下袁大部分蔬菜种植户对价格保险的需求更多袁

返贫遥自然灾害保险则是在农户面对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时

投保积极性较高遥但是在自然灾害频繁的地区袁种植户在遇

为农户提供野兜底冶风险保障袁及时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提

到市场风险时往往会亏损曰而遇上自然灾害时轻则减产袁
重则绝收遥因为自然灾害对农户的打击更大袁所以自然灾害

供有效支持袁不至于让农户血本无归渊表 1冤遥在深度访谈的
17 位负责人中袁有 11 位负责人表示在最近的 5 年里受过严
重的水涝尧冰雹等自然灾害影响袁直接导致亏损严重或颗粒

保险在自然灾害较频繁的地区更具有实用性遥
价格保险主要是有效解决野高产低效冶野菜贱伤农冶问
题袁化解市场风险袁为了让农民在遭受灾害后有能力及时恢

无收曰只有 6 位负责人表示由于基地地势高尧基础设施好而
没有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遥因此袁益阳市应该在推广蔬菜价

表 1 自然灾害保险与市场价格保险的比较
类别
自然灾害保险
市场价格保险

应对风险
保险责任
保险目的
理赔依据
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
自然风险 赔偿约定的自然灾害损失
保成本尧恢复生产 保险面积内遭遇自然灾害
大
市场风险 赔偿约定的基准价格的价格差 保成本或保收益 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基准零售价格或成本价格
小

格保险的同时尽快完善蔬菜自然灾害保险遥
1.2

使用廉价大棚或自建钢架大棚袁达不到参保标准袁保险公司

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与大棚蔬菜保险尧大棚设施保

险的比较

通过对益阳市 17 位蔬菜种植大户的访谈袁笔者认为大

棚蔬菜保险和大棚设施保险 2 种保险在益阳市的实用性不
强遥一方面袁益阳市蔬菜产业设施落后袁使用大棚设施的种

植户少袁即使政府投入资金支持农户建设大棚袁使用了大棚
设施的种植户仍因标准大棚建设成本太高而负担不起曰而
表2

不予投保遥另一方面袁大棚蔬菜保险和大棚设施保险 2 种保

险的保费相比露天蔬菜保险的保费要高很多袁大棚设施符合
参保条件的种植户认为大棚质量达标袁几乎不会受自然灾害
严重影响袁不愿意支付相对高额的保费遥相比较而言袁露天
蔬菜自然灾害保险则容易达到投保条件袁并且保费较低袁符
合广大蔬菜种植户的需求渊表 2冤遥

蔬菜自然灾害保险虽然没有价格保险成熟袁不为广大农

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和大棚蔬菜尧大棚设施保险的对比

类别
保障责任
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 赔偿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的
露天蔬菜损失
大棚蔬菜保险
赔偿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的
大棚内蔬菜损失
大棚设施保险
赔偿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的
大棚损失

保障目的
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
保成本

理赔依据
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
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保险面积内
较小
蔬菜损失
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棚内蔬菜
一般
受损
约定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棚受损
较大

户熟知袁但益阳市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

很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保险业务遥

重要性袁并在不断积极协助保险公司完善蔬菜保险袁加大蔬

2.2 政府财力要求高

投保条件
低
高
高

菜自然灾害保险的推广力度遥大棚设施保险在设施条件落后

在我国蔬菜种植户对蔬菜保险需求持续上升而保险产

的益阳市不实用袁也积极推动了政府制定露天蔬菜自然灾害

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袁必须通过对蔬菜保险提供保费补贴的

保险和种植户对于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需求遥

形式为蔬菜保险业务开展提供政策保障遥但对于政府来说袁

1.3 选择案例的依据

农业税收较低袁地方财政吃力袁蔬菜方面的财政紧张袁能给

首先袁益阳市位于洞庭湖区袁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灾害频
繁的城市遥该市每年都会遇到冰灾尧水涝袁对不同地区的农

予蔬菜保险的补贴极少袁蔬菜保险补贴很困难遥
2.3 基础数据缺乏尧信息失准

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遥尤其是益阳市的赫山区袁每天都会

蔬菜保险的产品设计及顺利试点离不开大量尧完整尧真

有农户因受水涝影响而颗粒无收遥其次袁该市的蔬菜产业设

实的数据遥在试点的过程中袁如何杜绝骗保和保障产品设计

施不完善袁大部分的蔬菜都采用露天种植方式袁且大棚设施

与试点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

蔬菜种植户中大部分的大棚设施是自主组装搭建袁质量不合

问题遥

格袁很难抵御自然灾害或遇到自然灾害后不能尽快恢复生产遥

2.4 农户购买意愿不稳定

最后袁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已经意识到了露天蔬菜自然灾害

很多种植户对蔬菜保险的认知度较低袁尤其是种植规模

保险的重要性袁并希望政府积极联合保险公司制定相关保险遥

小尧文化程度低的农户袁往往对蔬菜保险的了解不够袁导致

2 益阳市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农户购买保险的意愿不稳定遥对于需要盈利的商业保险公司

2.1 蔬菜保险专业人员匮乏

蔬菜保险专业人员匮乏是国内各地区在制定保险和保

来说袁既无法保证农户对于蔬菜保险的投保率袁又要承担较
高的赔偿风险袁保险公司对于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制定并不

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遥一方面袁在露天蔬菜自然灾

积极遥

害保险的制定中袁蔬菜种类繁多袁蔬菜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损

2.5 深入推进存在困难

失应该单独分析袁对不同农作物的灾害损失制定成不同的农

参考已试点蔬菜自然灾害保险的地区发现袁中国蔬菜保

业保险袁导致保险条款制定困难尧定审复杂曰另一方面袁由于

险法律体系匮乏袁保险理赔定损时主观性强袁农户往往对理

保险公司本身缺乏蔬菜保险专业人员袁仅凭保险公司的资源袁

赔金额不满意袁这必将会对保险的推广过程造成很大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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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遥本文认为袁深入推进蔬菜自然灾害保险还可能存在弊

简易的保险产品袁帮助蔬菜种植户提高抵御自然风险的能

端袁即过分的保险会降低农户对自然灾害的敏感度袁使农户

力遥保险公司应根据露天蔬菜种植大户的需求袁积极配合蔬

对于抗灾的预见性和能动性变得淡薄遥

菜专业人员袁细化蔬菜保险袁制定实用的露天蔬菜自然灾害

3 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发展对策

保险袁取得广大蔬菜种植户的认可袁引领农业保险持续发展遥

蔬菜种植户积极配合政府投保

考虑到保费投入过低尧保险赔偿过高的政策性蔬菜保险

3.1

考虑到镇尧村蔬菜专业人员稀缺袁而蔬菜自然灾害保险

可能会使种植户在生产过程中对保险公司过度依赖袁对通过

的条款较复杂袁可成立一个以蔬菜种植户为主体的益阳市蔬

完善基础设施规避自然灾害不积极袁对自然灾害的敏感度降

菜联盟袁由蔬菜联盟统一投保并帮助成员协调灾后的理赔过

低遥本文认为袁为使农户在生产安排上保持谨慎袁种植户自

程遥要求投保的蔬菜种植户为有一定种植规模并且管理规范
的蔬菜种植户曰露地蔬菜应全部投保袁不得选择性投保或拒

费保费不得低于 20%袁合同约定的基准价格应低于成本价格遥

4

绝投保遥
3.2

结语

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遥虽然自然灾害保险相

政府协助完善蔬菜保险条例和推广保险

对价格保险还存在更多的问题袁但是对于自然灾害频繁且基

一是保险条约方面遥政府相关部门应组织蔬菜专业人员

础设施差的地区袁有效的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成为蔬菜产

为蔬菜种植户和保险公司提供技术性服务袁帮助制定和修改

业规避自然风险的必要工具遥叶农业保险条例曳的颁布袁为我

保险合同条款袁协调理赔工作袁确保双方利益不受损尧政策

国农业保险提供了制度保障遥要落实农业保险条例袁就需要

性蔬菜保险持续健康发展遥二是保费方面遥借鉴国家发改委

加强产品创新袁满足不同层次尧不同环节的保险保障需求遥在

和农业部的计划以及湛江尧惠州尧韶光等地成功试点的蔬菜

当前大棚设施保险不实用的情况下袁为保障蔬菜经营者的积

自然种植保险袁保险保费的 80%由政府出资袁蔬菜种植户自

付 20%的保险费遥三是参保试种方面遥先与保险公司协同制

极性和避免蔬菜经营者因灾破产袁政府应主动协助保险公
司袁开发一款既满足蔬菜种植户需求又满足保险公司商业

定野基本蔬菜品种冶渊即益阳市种植面积较多的丝瓜尧黄瓜尧

化的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遥

冬瓜尧南瓜等常种蔬菜冤的自然灾害保险袁顺应广大种植户

5

的需求袁向广大种植户积极推广保险袁提高蔬菜种植户的参
保意识袁并引导种植户大规模区域式种植袁方便投保以及灾
后的理赔程序遥四是定损理赔方面遥露天蔬菜自然灾害保险
作为不太成熟的险种袁在理赔依据尧保险定价尧保障水平等
方面还需要创新和改善袁政府方面应协助保险公司加大调查
力度袁严格相关数据管理袁从源头上保证相关数据的准确性袁
为保险公司提供相关信息支持袁帮助制定合理的保险定价和
理赔依据等遥
3.3 保险公司精准定位袁积极制定保险
保险公司要提升服务袁开拓服务袁加大蔬菜保险的覆盖
面遥积极配合政府蔬菜专业人员创新袁完善政策性保险袁打
造一个保费适度尧保单通俗易懂尧理赔条件适中尧理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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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地尧因村制宜袁抓住特色袁合理规划袁稳步推进袁全域发
展袁实现环境宜居尧生态美好尧生活富裕的目标遥
4.1 以产业优势留住乡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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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加以扶持袁促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遥
4.3

以农耕文化带动农业创意
全区各村都有着一些文化积淀袁这些农耕文化为乡村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袁应将

江宁区优势产业众多袁农业产业和二尧三产业蓬勃发

这些文化进一步加以拓展尧延伸袁精心打造成为现代人们所

展袁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农民甚至远嫁的媳妇回到故

思尧所盼的创意农业袁以形成具有乡土气息尧地域特色尧乡愁

乡创新创业遥为留住乡村人才袁还需各级政府部门给予大力

承载的各种农业创意袁让农村展现富裕尧文明尧和谐的新面

支持袁在配套政策上适当放宽袁推进各种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袁

貌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规律尧契合实际的乡村发展与复兴的

加快相关证照的办理袁推进绿色通行遥通过聚集人才袁为振

新路子遥

兴乡村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4.2 以土地资源发展乡村经济
紧紧围绕野绿水青山冶的目标袁积极整合土地资源袁进一
步发展宜农尧宜林尧宜经作物袁逐步提高农民种植效益遥农林
技术部门要千方百计地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袁不
失时机地开展新技术尧新品种尧新装备尧新模式尧新措式等服
务工作袁逐步提升农民种植水平遥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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