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金融

4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编辑：
王静华 E-mail：
zhgnxb@126.com

开展优势特色
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

虾稻连作小龙虾
不再
“望天收”
□ 孙金丽 通讯员 何体寿
段声均，如今逢人就讲：
“ 今年收成
不太好，先是疫情，再是水灾，我的虾田
经营本来就没有其他养殖户条件好，感
谢村里为我的虾田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监利支公司投了保，保费是保险公司
扶贫给予的补贴。本次受灾获得了 1600
元赔款，今年基本不亏，否则又会导致贫
上加贫。感谢政府，
感谢保险公司。
”
今年 70 多岁的段声均是湖北省监利
市福田寺镇新建村特困户，身患多种疾
病，老伴儿高血压轻度中风，一儿一女 20
年前病故，二位老人抚养一孙子，在自己
的责任田里养殖了 0.4 公顷小龙虾，全家
的开销就寄托在这小龙虾的收入上，日
子可谓紧紧巴巴，此次的保险补贴、赔款
到账，
让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湖北省监利市是全国农业大县、水
稻产量第一县、水产养殖大县、虾稻连作
全国第一县。2020 年，监利市虾稻共作
规模已达到 7.33 万公顷，是地方特色农
业规模最大的产业，该产业的持续发展
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在生产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病虫害及自然灾害，养
殖风险无处不在。
据了解，为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
度，支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增收，2019
年，中央财政在湖北、内蒙古、山东等省
（自治区）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
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
2020 年，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监利支公司按照《关于扩大中
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
代补试点范围的通知》要求，为湖北监利
市地方特色农业产业虾稻小龙虾提供保
险创新服务，为广大农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规模大户及贫困养殖户生产提供了
有力的经济保障，推动保险支农、保险扶
贫模式的转变。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利支公司按
照 市 政 府“ 三 农 ”保 险 一 号 文 件 精 神 ，
为 全 市 12 个 乡 镇 管 理 区 承 保 了 0.933
万 公 顷 虾 田 ，赔 付 382 万 元 ，其 中 含 贫
困 养 殖 户 308 户 、200 公 顷 虾 田 。 该 公
司还筹资为贫困户补贴保费 4.8 万元，
涉及 62 户，出险理赔 6.3 万元，为扶贫、
脱贫勇于担当，显示了该公司社会责任
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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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奖代补”
助力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
编者按：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和农业支持政策，近年来在我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弥补农业灾后损失、
助力产业发展、
稳定农民收入和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险种以中央财政补贴的 16 种农产品为主，大量特色农产品保险得到的支持还较为有限。2019 年，中央财政
启动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点，选择 10 个省份，探索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对各地需求强烈的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提供支持。2020 年，试点地区扩大
到 20 个省份，每个试点省份的试点保险标的或保险产品由不超过两种增加至三种。自试点实施以来，各试点省份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发展，
并将其作为推动本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和“防火墙”，
取得了积极成效，
创造出一批好做法、
好经验和新模式。

保险
“提档” 范围
“扩面”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兜底
兜底”
”
市场风险

撑起“三农”保护伞
财政四两拨千斤
本报记者 党云帆

湖南是传统生猪养殖大省，生猪
出栏量位居全国第二位。生猪产业是
湖南省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农业农村
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渠道，生猪是我国城乡居民重要
的副食品。
2010 年以来，因生猪价格受“猪周
期”的影响，严重挫伤了养殖户的养殖
积极性，影响了生猪供应以及猪肉价
格的稳定，一度时间猪肉价格剧烈波
动对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城乡居民生
活和国家宏观调控效果造成了直接影
响。广大养殖户对过去单纯保障生产
风险上升到保障价格波动风险、市场
风险的农业保险需求越来越强烈。
从 2016 年起，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充分调研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多
元化保障需求，积极向政府部门提出
建议，争取财政补贴资金支持，在全国
商品瘦肉型猪生产基础先进县——衡
南县创新开展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
点，在已承保育肥猪保险的基础上，扩
保挖潜，从以往的保成本逐步向保价
格、保收益转型升级，受到养殖户的普
遍欢迎。当年 6 月，人保财险衡南支公
司与当地最大的养殖龙头企业——湘
鸿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了价格指
数保险合同，为猪肉价格上了保险，提
供了 1.25 亿元的风险保障。

石门县养殖大户王忠化拿着刚收
到的保险理赔款到账短信开心地对笔
者说：
“幸亏在中国人保财险石门县支
公司投保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先是
非洲猪瘟，后是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
玉米、豆柏等饲料价格上涨，眼看着多
年的心血和投入就要泡汤了。这次保
险公司为我刚出栏的 6400 头生猪及时
赔付了 80 余万元，解了燃眉之急，给我
吃了‘定心丸’。”江华县瑶都扶贫开发
公司负责人也有着同样感受，
“生猪养
殖是我们村的重点扶贫产业，有了这
个保险让我们养猪更安心、生产更放
心。下半年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规模，
加大投入，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
富。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保
险公司的快速理赔。
”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是以生猪为保
险标的、以生猪出栏价格为保险责任
的一种农业保险产品，是对养殖户由
于生猪出栏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给予经济赔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实
际上是为养殖户在生猪养殖前确立了
一个最低销售价格，即使在猪肉价格
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养殖户能通过保
险公司的理赔款确保减少亏损，甚至
确保一定收益，能够继续保证生猪生
产，从而促进生猪市场供应稳定，价格
相对平稳，避免市场价格剧烈波动。

生猪价格保险在防范农产品市场
风险、稳定农户收益预期、促进农业生
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风险保障升级 传统农业保险只保
障生产过程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病
害等风险，大多为成本保险，暴露出保
障风险单一、
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而
生猪价格保险由传统的自然风险保障
延伸扩展至市场风险保障，
是在传统农
业保险基础上的升级和换代，
是对市场
风险防范的一种有效手段，
符合国家农
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导向，
代表着农
业保险发展的高级形态。
社会管理功能逐步发挥作用 生
猪价格保险通过产品设计、价格发布
和预测等手段引导农户合理安排生
产、平抑市场价格波动。此外，生猪价
格保险提升了农户的融资能力，缓解
了农业贷款难问题。
农户满意度大幅提升 生猪价格
保险在保险期结束后，保险公司直接
根据市场价格启动理赔，相比传统保
险，生猪价格保险理赔程序更加便捷，
赔款计算更加客观，有效减少了理赔
纠纷，得到了农户的高度肯定。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于 2016 年纳入
湖南省级特色农业保险补贴范畴，在 7
个县开展试点，2017 年、2018 年分别扩
大到 34 个县和 42 个县，2019 年纳入到

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奖补试点范围，基本覆盖全省生猪调
出大县。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克服了非
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影
响，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坚
持“保险姓保”、回归保险本源、发挥保
障功能作用，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保
险服务两手抓、两不误。一方面，主动
对接各级政府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方
案，围绕疫情防控中与百姓密切相关、
价格波动大、日常需求旺盛的粮食、生
猪等农产品，加大多元化保险产品供
给，保障“菜篮子”
“米袋子”稳产保供，
全力以赴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生猪养殖
工作，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动双重风险，
稳定农户生产经营预期。另一方面，
针对疫情防控期农险承保理赔“面对
面”服务受限情况，强化科技赋能，打
造“保险+科技+服务”模式，以科技促
发展，以创新促服务，运用先进的云技
术、实时音视频处理技术和大数据分
析技术，开发线上全面推广养殖险查
勘理赔远见平台，实现查勘定损流程
可视化，实现影像资料可查询、可储
存、可追溯，极大地提升了理赔服务效
率和服务质量。
刘宗平

农业保险是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村产业兴旺、
农民生活富裕的
重要手段。近期，
全国多地发生洪涝
等自然灾害，
部分地区对农业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面对自然灾害，
保险的
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
仓廪实而知礼节。自然灾害面
前，
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
一场冻雨、
一场冰雹可能就让一个家庭、
一个企
业风雨飘摇，让农民、农业在大灾之
年能够挽回部分损失、
保留下发展的
种子是农业保险的重大任务。
农业保险是提高农业防灾减灾
能力的重要措施。据应急管理部会
同有关部门的调查，2020 年上半年，
全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农作物受
灾面积 6170.2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达 812.4 亿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
偿的风险管理手段，
通过投保人缴纳
保费、
保险人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契约
行为，
能够大大提高投保人及保险机
构的积极性。同时，财政资金的参
与，更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比单纯依靠政府救灾更公平、
有效。
农业保险是解决
“三农”
问题的重
要抓手，
随着我国积极扩大农业农村
有效投资，
农业保险覆盖面必然不断
扩大，
农业风险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以奖代补”
为贵州特色农产品保障再
“加码”
2020 年入汛以来，
贵州省大部分地
区均遭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农作物受
灾严重。6 月 12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雨导致贵州省习水县青尔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
青尔公司）种植的花椰菜
大面积受损，但幸运的是，青尔公司在
平安财险投保了蔬菜种植保险，
当地农
业农村部门接到受灾报案的第一时间，
就协同平安财险习水支公司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勘。经排查，
灾害
共造成 16.2 公顷花椰菜绝收，
为帮助青
尔公司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平安财
险开启绿色预赔通道，
在 7 月 13 日就将
19.44 万元赔款支付到位。据悉，6 月 4
日，
青尔公司在平安财险习水支公司投
保了 26.7 公顷花椰菜种植保险，
保险保
障金额 32 万元，
总保费 1.6 万元，
其中青
尔公司自缴保费 3200 元，
其余全部为财
政补贴。
7 月 8 日，纳雍县遭受暴雨极端恶
劣天气，
纳雍县寨乐镇人民政府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种植的 20 公顷黑木耳

受灾严重，
县农业农村部门接到报案后
高度重视，
会同国寿财险毕节中心支公
司、
镇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迅速前往
受灾地点，
保险公司利用无人机、
测亩仪
等快速定损，
成立理赔工作小组，
开辟绿
色通道，
于7月16日就将28.42万元赔款
支付到位，
最大程度降低了农户损失，
助
力农户恢复再生产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农
村产业革命，加快“富民兴黔”步伐，明
确由 12 位省领导领衔组成工作专班，
系
统推进茶叶、蔬菜、生态家禽等 12 个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为全省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为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就加大推进农业保险工
作多次作了指示，
提出
“用足用好中央政
策，
加强政策宣传，
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和覆盖面，
加大财政投入，
将农业生产风
险降至最低，
确保农民增收”
。在省委、
省政府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
贵州省
每年均制定出台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

产品创新 科技赋能

特色农业保险助推湖北乡村振兴

7 月 7 日，武汉市江夏支公司总经理程斌、农险部经理杨贤民到乌龙泉小龙虾
养殖大户查看农户受暴雨灾害情况并指导防灾减损工作。
湖北是农业大省，
素有
“湖广熟、
天
下足”
的美誉，
经过多年建设，
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9 年，全省农、
林、
牧、
渔业增加值 4014 亿元，
粮食总产
量 2725 万吨，
农业从业人口 1216 万人；
特色优势经济作物增长较快，
主要农产
品产量位于全国前列，粮、棉、油、猪、
禽、
蛋、
菜、
果、
茶、
中药材、
食用菌、
魔
芋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人保财险湖北省分公司
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户户有增收
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为目
标，以特色农业产业为

施方案，
不断加大财政保费补贴力度，
推
动地方特色险种加快发展。
2019 年，
贵州省成为中央财政对地
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首批试点省
份，
“茶叶”
“蔬菜”
两个保险品种作为贵
州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奖补试点品种
获得批准。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开
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奖补试点的通知》精神，
贵州印发了《关
于全面推进中央财政对贵州特色农业保
纳雍县农业农村部门协同保险公司利用无人机查勘纳雍县寨乐乡黑木
险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立由政府、
耳受灾情况。
耳受灾情况
。
王志能
农户、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保险公
司共同参与的茶叶、
蔬菜产业发展风险
隆、望谟、紫云、沿河、赫章、纳雍等 9
险、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覆盖贵州省
个深度贫困县和七星关、织金、水城等
82 个县（市、区、特区），其中贫困县 63
分担机制，
努力实现茶叶、
蔬菜保险
“应
保尽保”
，
为稳定农产品供给、
促进农民
3 个贫困人口超过 1 万人的县区）蔬菜
个，承保面积 13.24 万公顷（次），承保
增收保驾护航。
产业实现农业保险全覆盖。截至 6 月
农 户 25.53 万 户（ 次 ），保 费 规 模
30 日，茶叶保险（茶叶种植保险、茶叶
8728.55 万元，保险金额 20.19 亿元。
2020 年，为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在原有地方财政补贴政
低温指数保险）覆盖全省 43 个县（市、
下一步，
贵州省将继续用足用好国
区、特区），其中贫困县 32 个，承保面
家政策，
加大推进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
策的基础上，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聚焦
积 5.7 万公顷（次），承保农户 1.23 万户
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工作，
积极争
关键区域和重点产业，新增安排 4050
万元对县级和农户给予保费补贴，支 （次），保费规模 4508.81 万元，保险金
取将更多品种纳入中央财政奖补试点
额 9.62 亿 元 ；蔬 菜 保 险（蔬 菜 种 植 保
险种，
助力农村产业革命。
周定勇
持“9+3”县 区（威 宁 、从 江 、榕 江 、晴

支撑，依托湖北地方特色农业不断深
化湖北省特色农业保险试点，满足地
方政府和农户差异化特色农业保险需
求，开展特色农险产品创新、机制创新
和技术创新，为助力湖北乡村振兴贡
献保险力量。
2019 年，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中
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
补试点的通知》，在湖北等 10 个省份对
省级财政引导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开展符合条件的地方优势特色农
产品保险，
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给予奖
补，
支持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
为增强地方特色农业抗风险能力，

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和地方优势特色
农业发展，
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战略，
满足广大农户日益增长的差
异化保险需求，
湖北省根据区域代表性，
选择小龙虾、
茶叶和蔬菜（2020 年新增）
为中央财政奖补特色农业保险品种，
对
市县两级财政补贴比例超过 60%的地
区，
按照中央财政给予30%奖补，
省级财
政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奖补（贫困县25%，
非贫困县15%）对市县财政进行奖补。
人保财险湖北省分公司是湖北省
农业保险的主要承办机构，按照农业
保险高质量发展要求，近年来，该公司
不断创新地方特色农险产品，形成了
特色农业保险的“湖北模式”。
一是特色农业保险产品一应俱
全。该公司特色农险产品达 47 个，占
公司农险产品总数的 53%，其中传统类
产品 37 个、价格类产品 3 个、产量类产
品 1 个、天气类产品 3 个、
“保险+期货”
类产品 3 个。二是保障农业产业品种
丰富。水稻、小麦、水产养殖、育肥猪、
小龙虾、螃蟹、茶叶、蔬菜、温室大棚、
烟叶、中药材等湖北优势特色农业保
险产品应有尽有。三是产品开发人才
队伍强大。该公司有 6 名业务骨干，平
均年龄 28.3 岁，其中 3 名是硕士研究生
学历，
2 名本科学历，
全部通过人保总公
司农业保险产品经理考试，
具备丰富的
农业保险产品开发经验。可以说，
只要
政府和客户有需求，
都可以开发
“适口”

的相关农险产品。
该公司还启动“按图承保、按图理
赔”项目建设工作，采用“农业保险+地
理信息+互联网”模式，建立“地块空间
位置+农户信息”精准空间信息库，实
现承保理赔由目录台账管理模式向空
间信息化管理模式转变，全面提升农
险合规风险管控手段；
组建人保无人机
飞行队，无人机成为查勘员，
大幅提升查勘定损效率；
自
主开发“惠农保”APP，拍
摄的照片自带工
号、时间、地点、坐
标等信息，有效杜
绝了重复照片
的发生，实现
线上承 保 、
理赔，不断
提高农户
获得体验；
积极与农业
科技公司紧密
合 作 ，探 索 应
用 RFID、鱼探
仪、猪脸识别、
一拍知重等先
进农业技术，
拓展农险增
值服务。今
年 6 月，武汉
东西湖一大

棚蔬菜种植户投保的温室大棚因暴雨
受损，该公司应用无人机进行现场查
勘，两人 3 小时勘察面积 8 公顷，定损
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
杜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