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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Province is a region sensitiv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and frequent extreme climate events, exi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s facing 
enormous risk of climate disaste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gro-insuranc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 trend and influence of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climate models under moderate and high 
emission scenario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an annual and seasonal air temperature 
in Hebei Province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are given,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Hebei Province are pointed out.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olicy and 
improving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Insurance, Meteorology, Policy 

气候变化背景下河北省农业保险气象服务对策研究 

邢开成 1,2  郭树军 3,* 

1.河北省气象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石家庄 050021，中国 

2.河北省气候中心，石家庄 050021，中国 

3.河北省气象局，石家庄 050021，中国 

摘要：河北省是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的区域，在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现有农

业生产结构面临着巨大的气象灾害风险，为降低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水平，实施有效的农业保险气

象服务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近年来河北省气候变化事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势及影响的

基础上，基于中等和高排放情景下气候模式模拟结果，给出了河北省 21 世纪前 50 年的年、季平

均气温均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并针对河北省农业保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优化农业保

险政策，提高农业保险气象服务效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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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2012-2016 年河北粮

食产量年均增速为 1.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52 个百分点。2016 年河北粮食产量在全国

排第七位，较 2012 年前移一位，仅低于黑龙

江、河南、山东、吉林、四川、江苏 6 省，高

出第八名安徽 42.7 万吨，比第六名江苏少 5.8
万吨。2016 年，河北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63.22 千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7.54 千克，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65 千克（数据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在全球变暖气候背

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现有农

业生产结构所面临的气象灾害风险越来越大
[1]。河北省所在的环渤海地区属于对气候变化

响应非常敏感的区域[2]，2018 年 8 月，受台风

“温比亚”影响，山东部分地区和河北东部沿

海县市因强降水导致内涝严重，许多农户大田

作物绝收、蔬菜大棚损毁，农业保险赔付和灾

后重建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被

媒体和广大网友热议。河北省农业保险气象服

务方式的针对性、服务内容精细化、服务水平

的专业化与社会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3]。提高

农业大灾保险气象服务保障水平，事关现代农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社会和谐稳定，

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

题。本文开展河北省气候变化事实和高温干旱

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分析，并对农业气象灾害、

农业大灾保险气象服务有关政策、措施、技术

等进行研究论述，并提出农业保险优化工作对

策建议。 

2.河北省气候变化事实及农业气象灾害极端

性影响 

河北省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貌

多样，四季分明，寒暑悬殊，雨热集中，农业

气象资源丰富。但年降水量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降水变率大，多雨年和少雨年降水量相差可达

4~ 5 倍甚至更多，致使境内经常出现旱涝灾

害[2]。河北省干旱、洪涝、风雹、小麦干热风、

冻害、寡照等农业气象灾害类型复杂、发生频

繁、影响范围广、灾害损失重，成为威胁粮食

安全、影响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统计分析显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

近 50 年河北省各地平均气温上升显著，全省

平均每 10 年升高 0.24℃，是全球地表平均温

度升高速率（0.12℃/10a）的两倍，其中冬季

（12 月-来年 2 月）增温最为显著，高达 0.45℃
/10a（图 1） 

1961-2015 年，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

最高气温为上升趋势，河北省中部、廊坊北部

及以北地区升温速率在 0.20℃/10a 以上，北部

部分地区超过 0.30℃/10a（图 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省各年代平均高温日数均超过常

年平均值，90 年代末至 2010 年日最高气温突

破历史极值的范围较前期明显增多，其中有 6
年出现 14-43 个县突破历史极值（图 3、图 4）。

 

图 1 全球、中国及河北历年平均气温及变化趋势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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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2012-2016 年河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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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比亚”影响，山东部分地区和河北东部沿

海县市因强降水导致内涝严重，许多农户大田

作物绝收、蔬菜大棚损毁，农业保险赔付和灾

后重建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被

媒体和广大网友热议。河北省农业保险气象服

务方式的针对性、服务内容精细化、服务水平

的专业化与社会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3]。提高

农业大灾保险气象服务保障水平，事关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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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貌

多样，四季分明，寒暑悬殊，雨热集中，农业

气象资源丰富。但年降水量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降水变率大，多雨年和少雨年降水量相差可达

4~ 5 倍甚至更多，致使境内经常出现旱涝灾

害[2]。河北省干旱、洪涝、风雹、小麦干热风、

冻害、寡照等农业气象灾害类型复杂、发生频

繁、影响范围广、灾害损失重，成为威胁粮食

安全、影响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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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 10 年升高 0.24℃，是全球地表平均温

度升高速率（0.12℃/10a）的两倍，其中冬季

（12 月-来年 2 月）增温最为显著，高达 0.45℃
/10a（图 1） 

1961-2015 年，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

最高气温为上升趋势，河北省中部、廊坊北部

及以北地区升温速率在 0.20℃/10a 以上，北部

部分地区超过 0.30℃/10a（图 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省各年代平均高温日数均超过常

年平均值，90 年代末至 2010 年日最高气温突

破历史极值的范围较前期明显增多，其中有 6
年出现 14-43 个县突破历史极值（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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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重旱发生频率明

显增加，干旱化趋势较显著（图 5）。近 55 年

来，部分地区暴雨日数也呈增加趋势（0.01-
0.21d/10a），主要分布在张家口西北部、承德中

部、河北省南部的山前平原等地区（图 6）。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3 年，河北省暴

雨洪涝灾害的人口脆弱性（受灾人口/总人口） 
增加，由 80 年代的 1~2%增加至 2000 年以来

的 2~5%；经济脆弱性（直接经济损失/GDP）
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

 

图 2 河北省 1961-2015 年平均最高气温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图 3 河北省历年高温日数变化图（红线为常年（1981-2010 年）高温日数） 

 

图 4 河北省历年日最高气温超过历史极值的站数 
 

 

经济脆弱性为 0.25~0.5%，90 年代增加至

0.5~1.0%，2000 年以来又降至 0.25%以内；干

旱灾害的人口脆弱性明显持续增加，由 80 年

代脆弱性不足 2%，持续增加至 2000 年以来的

10~15%；干旱灾害的经济脆弱性先增加后减

少（主要得益于良种优化、耕作和灌溉技术水

平的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脆弱性仅为

0.05~0.1%，90 年代增至 0.2~0.5%，2000 年以

来又降至 0.10~0.20%；低温冷害的人口脆弱性

和经济脆弱性均表现为持续增加趋势，低温冷

害人口脆弱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不足 1%，

2000 年以来其脆弱性增加至 2~4%，经济脆弱

性由 80 年代的 0.016~0.05%增加至 2000 年以

来的 0.05~0.07%[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北省气温显著上

升、降水减少、水资源匮乏、气候干化突出，

致使气象灾害频繁发生，气候灾害每年给河北

带来巨大经济损失，90 年代后平均每年达上

百亿元，且呈逐年增加趋势。2009 年 6 月 20
日～ 7 月 5 日，石家庄市连续 15 天最高气

温超过 35℃，日平均气温达 38.3℃，比常年偏

高 6.2℃，且其中 3 天超过 40℃，其高温持续

时间之长创石家庄气象站 1955 年建站以来的

最长记录。2015 年 6 月至 8 月，河北省 11 个

地市 133 个县（市）不同程度遭受旱灾，农作

物受灾面积 771000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

45.75 亿元。2016 年河北省干旱、风雹、寡照

等农业气象灾害发生总面积 2062.9 万亩，种

植业直接经济损失约 72.6 亿元。其中，2016 年

7 月 19 日特大洪涝灾害受灾面积 1335.5万亩，

 
图 5 河北省历年平均每站发生的重旱日数及 1980-1999 年重旱日数变化趋势 

 
图 6 河北省 1961-2015 年暴雨日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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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其脆弱性增加至 2~4%，经济脆弱

性由 80 年代的 0.016~0.05%增加至 2000 年以

来的 0.05~0.07%[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北省气温显著上

升、降水减少、水资源匮乏、气候干化突出，

致使气象灾害频繁发生，气候灾害每年给河北

带来巨大经济损失，90 年代后平均每年达上

百亿元，且呈逐年增加趋势。2009 年 6 月 20
日～ 7 月 5 日，石家庄市连续 15 天最高气

温超过 35℃，日平均气温达 38.3℃，比常年偏

高 6.2℃，且其中 3 天超过 40℃，其高温持续

时间之长创石家庄气象站 1955 年建站以来的

最长记录。2015 年 6 月至 8 月，河北省 11 个

地市 133 个县（市）不同程度遭受旱灾，农作

物受灾面积 771000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

45.75 亿元。2016 年河北省干旱、风雹、寡照

等农业气象灾害发生总面积 2062.9 万亩，种

植业直接经济损失约 72.6 亿元。其中，2016 年

7 月 19 日特大洪涝灾害受灾面积 1335.5万亩，

 
图 5 河北省历年平均每站发生的重旱日数及 1980-1999 年重旱日数变化趋势 

 
图 6 河北省 1961-2015 年暴雨日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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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 42.2 亿元。 
气候模式模拟显示，未来 40 年河北省年

平均气温将继续上升，到 21 世纪末温度将会

大幅增暖，降水可能趋于增加。在中等（RCP4.5：
预计 2100 年辐射强迫稳定在 4.5 W/m2）和高

等（RCP8.5：2100 年辐射强迫上升至 8.5 W/m2）

排放情景下，预估 21 世纪前 50 年河北省年、

季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上升速

率为 0.25~0.41℃/10a，与 1986—2005 年平均

相比，21 世纪 20 年代河北省年平均气温可能

变化范围为-0.15~0.65℃，30 年代可能变化范

围为 0.24~1.03℃，40 年代可能变化范围为-
0.12~0.63℃，21 世纪前 50 年河北省季平均气

温冬季升温速率最大，春季最小（图 7）；降水

量年际波动较大，中等和高等排放情景下，总

体呈增加趋势，增速分别为 1.0%~2.2%/10a，

0.6%~1.7%/10a（图 8）。 
综上所述，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河北

省农业气象灾害的极端性有显著增强的趋势，

高附加值现代农业的脆弱性和暴露度不同程

度提高[3]，灾害传导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

同等强度农业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

大[4-8]。在干化加重的情况下，引发大面积的干

旱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加大的同时，自然降水更

可能以短历时强降水的方式出现，不但容易造

成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渍涝成灾，而且雨

水的有效利用率低，降水停止后，由于气温高、

土壤蓄积水分少、蒸发快，会很快转变为干旱

灾害。 

3.农业保险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的作用 

 
图 7 在 RCP4.5（中等）和 RCP8.5（高等）排放情景下，河北省历年地表气温距平（相对于 1986-

2005 年）预估数据图，图中蓝线和红线是区域模式下预估的地表气温；绿线和紫线是全球气候模式预估

的地表气温。 

 
图 8 在 RCP4.5（中等）和 RCP8.5（高等）情景下，河北省历年降水量距平百分比（相对于 1986-

2005 年）预估数据图。 

 
 

河北省做为主要农作物和养殖业政策性

农业保险重点省份，农业保险规模和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保险密度和深

度不断提高，经济保障功能越来越明显。各级

政府大力推进，相关保险机构及时对受灾农户

基于保险金补偿，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对农民

抗灾减灾、生产自救、恢复重建和社会和谐稳

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2016 年，河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

为 5877.60 万户次参保农户提供了 2304.82 亿

元风险保障，实现签单保费收入 91.78 亿元；

已决赔款金额达 49.93 亿元，简单赔付率达

54.40%，受益农户达 866.14 万户次，户均赔款

576.43 元。其中，2015 年，河北全省种植业投

保 7090.68 万亩，其中小麦 2506.78 万亩、玉

米 4223.00 万亩、棉花 166.69 万亩、水稻 51.51
万亩、大豆 3.18 万亩、花生 14.75 万亩、油菜

1.82 万亩、马铃薯 118.18 万亩、甜菜 4.77 万

亩。养殖业投保 1138.38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90.39 万头、奶牛 65.72 万头、育肥猪 982.27
万头。全省森林投保 3404.91 万亩，其中公益

林 2249.49 万亩、商品林 1155.42 万亩。全省

设施农业投保 1.3 万亩，其中蔬菜日光温室

0.18 万亩、蔬菜塑料大棚 0.24 万亩、蔬菜塑料

中小棚 0.88 万亩。综合投保率为 62.88%。农

险经保机构共处理玉米保险理赔案件 3.31 万

件，赔款金额 10.97 亿元，受益农户达 174.19
万户次（数据来源于河北省保监局）。 

2016 年全省干旱、风雹、寡照等农业气象

灾害发生总面积 2062.9 万亩，种植业直接经

济损失约 72.6 亿元，尤其是“7·19” 特大洪

涝灾害受灾面积 1335.5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42.2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农险经办机构共

赔付暴雨灾害损失 3.89 亿元，其中种植险赔

付 3.49 亿元，农房保险赔付 0.30 亿元（数据

来源于河北省农业厅），在此巨灾下保险补偿

金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户的燃眉之急。 

4.农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河北省地貌独特，气候类型多样，特色农

业种类丰富、分布广泛。另外，环京津的区位

优势，使得设施农业、错季蔬菜等高附加值的

现代农业成为河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特征重点

发展领域。极端气候事件和频繁的气象灾害加

剧了农业的脆弱和高风险[9-11]。目前河北省农

业保险“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和低收费、

低保障、低保额”的特点，使得农业保险的指

数化趋势对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大灾农业保险

的现实作用越来越凸显。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有

利于减少或消除传统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选择等问题，可以降低管

理成本，便于转移保险市场风险，特别适合地

域性强、 对气象灾害高度敏感、物化成本和产

业附加值高、对农民增收关系重大、农户投保

热情高的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有助于实现政

府化解系统性风险、激励农户加强生产管理、

推进农业保险的资本化运作和现代化进程、推

动农业保险市场的创新与健康发展等多重政

策目标[12-15]。 
但是，目前在河北省农业气象保险产品推

广过程中存在着农户保险意识不强，特色农产

品气象指数保险产品单一，保险范围、保险额

度吸引力不大，市县级地方政府对政策性农业

保险补贴的财政压力大等等问题。现行的政策

性农业保险“低保障、广覆盖”原则，主要针

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一旦出现重大气象灾害，

目前各保险公司推广的以物化成本为主要标

的物的政策性指数保险和普通灾害险，赔付保

障对于大灾、巨灾后生产自救和恢复重建来讲

却是“杯水车薪”，更不能解决农民致富、特色

农业升级等问题。 

5 农业保险优化工作对策建议 

5.1 健全大灾农业保险工作体制机制 

各级地方政府做好制度性安排，积极参与

保险业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对气象指数农

业保险的补贴投入力度，在税费等方面对承保

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省金融办组织建立

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经营的大灾农业保险

“共保体”制度模式，引进退出机制，健全保

险联席会议和沟通协调长效工作机制，有利于

充分发挥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职责，落实有关特

色农业保险各项财政补贴和惠民政策；充分发

挥政府、气象部门、保险公司、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积极性，推进更加市场化，更加透明、

多元的农业保险环境，增强农业气象灾害防御

和抗灾自救互救保障能力，促进现代农业保险

服务的健康发展。 

5.2 做好大灾农业保险气象服务 

气象部门利用双重管理体制的行业特点，

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尤其是农业大市、农业

大县，对地方支柱型特色农业产业在大灾农业

保险气象保障服务工作中，主动与地方政府和

农保经办企业对接，投入更多人才、利用更多

先进技术，结合需求设计更为科学、适用的农

业保险产品，在特色农业气象指数保险产品试

点、推广、运行、评估、认证等环节提供技术

支持以及精细化、针对性强的全程技术支撑。

配合做好基于影响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灾害

评估、灾害风险预警、气象灾情调查鉴定、气

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等全程专业化气象保障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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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 42.2 亿元。 
气候模式模拟显示，未来 40 年河北省年

平均气温将继续上升，到 21 世纪末温度将会

大幅增暖，降水可能趋于增加。在中等（RCP4.5：
预计 2100 年辐射强迫稳定在 4.5 W/m2）和高

等（RCP8.5：2100 年辐射强迫上升至 8.5 W/m2）

排放情景下，预估 21 世纪前 50 年河北省年、

季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上升速

率为 0.25~0.41℃/10a，与 1986—2005 年平均

相比，21 世纪 20 年代河北省年平均气温可能

变化范围为-0.15~0.65℃，30 年代可能变化范

围为 0.24~1.03℃，40 年代可能变化范围为-
0.12~0.63℃，21 世纪前 50 年河北省季平均气

温冬季升温速率最大，春季最小（图 7）；降水

量年际波动较大，中等和高等排放情景下，总

体呈增加趋势，增速分别为 1.0%~2.2%/10a，

0.6%~1.7%/10a（图 8）。 
综上所述，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河北

省农业气象灾害的极端性有显著增强的趋势，

高附加值现代农业的脆弱性和暴露度不同程

度提高[3]，灾害传导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

同等强度农业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

大[4-8]。在干化加重的情况下，引发大面积的干

旱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加大的同时，自然降水更

可能以短历时强降水的方式出现，不但容易造

成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渍涝成灾，而且雨

水的有效利用率低，降水停止后，由于气温高、

土壤蓄积水分少、蒸发快，会很快转变为干旱

灾害。 

3.农业保险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的作用 

 
图 7 在 RCP4.5（中等）和 RCP8.5（高等）排放情景下，河北省历年地表气温距平（相对于 1986-

2005 年）预估数据图，图中蓝线和红线是区域模式下预估的地表气温；绿线和紫线是全球气候模式预估

的地表气温。 

 
图 8 在 RCP4.5（中等）和 RCP8.5（高等）情景下，河北省历年降水量距平百分比（相对于 1986-

2005 年）预估数据图。 

 
 

河北省做为主要农作物和养殖业政策性

农业保险重点省份，农业保险规模和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保险密度和深

度不断提高，经济保障功能越来越明显。各级

政府大力推进，相关保险机构及时对受灾农户

基于保险金补偿，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对农民

抗灾减灾、生产自救、恢复重建和社会和谐稳

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2016 年，河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

为 5877.60 万户次参保农户提供了 2304.82 亿

元风险保障，实现签单保费收入 91.78 亿元；

已决赔款金额达 49.93 亿元，简单赔付率达

54.40%，受益农户达 866.14 万户次，户均赔款

576.43 元。其中，2015 年，河北全省种植业投

保 7090.68 万亩，其中小麦 2506.78 万亩、玉

米 4223.00 万亩、棉花 166.69 万亩、水稻 51.51
万亩、大豆 3.18 万亩、花生 14.75 万亩、油菜

1.82 万亩、马铃薯 118.18 万亩、甜菜 4.77 万

亩。养殖业投保 1138.38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90.39 万头、奶牛 65.72 万头、育肥猪 982.27
万头。全省森林投保 3404.91 万亩，其中公益

林 2249.49 万亩、商品林 1155.42 万亩。全省

设施农业投保 1.3 万亩，其中蔬菜日光温室

0.18 万亩、蔬菜塑料大棚 0.24 万亩、蔬菜塑料

中小棚 0.88 万亩。综合投保率为 62.88%。农

险经保机构共处理玉米保险理赔案件 3.31 万

件，赔款金额 10.97 亿元，受益农户达 174.19
万户次（数据来源于河北省保监局）。 

2016 年全省干旱、风雹、寡照等农业气象

灾害发生总面积 2062.9 万亩，种植业直接经

济损失约 72.6 亿元，尤其是“7·19” 特大洪

涝灾害受灾面积 1335.5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42.2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农险经办机构共

赔付暴雨灾害损失 3.89 亿元，其中种植险赔

付 3.49 亿元，农房保险赔付 0.30 亿元（数据

来源于河北省农业厅），在此巨灾下保险补偿

金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户的燃眉之急。 

4.农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河北省地貌独特，气候类型多样，特色农

业种类丰富、分布广泛。另外，环京津的区位

优势，使得设施农业、错季蔬菜等高附加值的

现代农业成为河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特征重点

发展领域。极端气候事件和频繁的气象灾害加

剧了农业的脆弱和高风险[9-11]。目前河北省农

业保险“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和低收费、

低保障、低保额”的特点，使得农业保险的指

数化趋势对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大灾农业保险

的现实作用越来越凸显。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有

利于减少或消除传统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选择等问题，可以降低管

理成本，便于转移保险市场风险，特别适合地

域性强、 对气象灾害高度敏感、物化成本和产

业附加值高、对农民增收关系重大、农户投保

热情高的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有助于实现政

府化解系统性风险、激励农户加强生产管理、

推进农业保险的资本化运作和现代化进程、推

动农业保险市场的创新与健康发展等多重政

策目标[12-15]。 
但是，目前在河北省农业气象保险产品推

广过程中存在着农户保险意识不强，特色农产

品气象指数保险产品单一，保险范围、保险额

度吸引力不大，市县级地方政府对政策性农业

保险补贴的财政压力大等等问题。现行的政策

性农业保险“低保障、广覆盖”原则，主要针

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一旦出现重大气象灾害，

目前各保险公司推广的以物化成本为主要标

的物的政策性指数保险和普通灾害险，赔付保

障对于大灾、巨灾后生产自救和恢复重建来讲

却是“杯水车薪”，更不能解决农民致富、特色

农业升级等问题。 

5 农业保险优化工作对策建议 

5.1 健全大灾农业保险工作体制机制 

各级地方政府做好制度性安排，积极参与

保险业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对气象指数农

业保险的补贴投入力度，在税费等方面对承保

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省金融办组织建立

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经营的大灾农业保险

“共保体”制度模式，引进退出机制，健全保

险联席会议和沟通协调长效工作机制，有利于

充分发挥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职责，落实有关特

色农业保险各项财政补贴和惠民政策；充分发

挥政府、气象部门、保险公司、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积极性，推进更加市场化，更加透明、

多元的农业保险环境，增强农业气象灾害防御

和抗灾自救互救保障能力，促进现代农业保险

服务的健康发展。 

5.2 做好大灾农业保险气象服务 

气象部门利用双重管理体制的行业特点，

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尤其是农业大市、农业

大县，对地方支柱型特色农业产业在大灾农业

保险气象保障服务工作中，主动与地方政府和

农保经办企业对接，投入更多人才、利用更多

先进技术，结合需求设计更为科学、适用的农

业保险产品，在特色农业气象指数保险产品试

点、推广、运行、评估、认证等环节提供技术

支持以及精细化、针对性强的全程技术支撑。

配合做好基于影响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灾害

评估、灾害风险预警、气象灾情调查鉴定、气

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等全程专业化气象保障

服务。 

 Journal of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Vol. 9, No. 1 (March 2019) 36–42 

40 41



 
 

5.3 加强特色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市场化运作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

财税政策、激励措施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推出不

同档位的保险业务产品，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推进特色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商业化和

市场化，实现农业保险的分层布局和多元运作。

积极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产量保险、

收入保险等农业保险产品，推动气象灾害风险

管理和防灾减灾上新水平[10]，为现代农业保险

提供重大气象灾害保险转移市场支撑，做到承

保机构的保险产品“广覆盖、深介入、高保障”，

相关技术服务单位“全流程、多层次、强支撑”，

农户“买得起、用得上、靠得住”。 
“适销对路”的农业保险产品是农民抵御

气象灾害的一道坚固防线，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重要保障，农保市场广阔、意义重大。做好大

灾农业保险是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发展方向，不

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事关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需

要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努力，协同配合，为

提高农业保险服务保障水平，增强农业气象灾

害防御能力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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