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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意愿与农户特征的对应分析
——基于云浮市 522 家农户的调查
马岚，刘娟，张祖荣
(广东财经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以广东云浮市 522 家农户为调研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对应分析的方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

进行研究。调研结果表明：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际参与率与潜在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反差，收入在 2 万元以
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拥有一定耕地数量的农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潜在购买群体，水稻、能繁母猪、农村住
房、森林火灾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需求与农户收入高低、耕地数量多少、学历高低等密切相关。因此，应进一
步从简化保险手续、缩短索赔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
小额贷款发展相结合；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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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the households’ insured will for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524 households at Yunfu city
MA Lan, LIU Juan, ZHANG Zu-ro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of 522 households in Yunfu city of Guangdong, this paper studied the insured will for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using the method of description an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farmers' actual participation rate and potential demand, those who had more than 20,000 yuan
income per year, finished junior middle school, owned a certain number of farmland were the potential buyer of the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he policy insurances including rice insurance, sow insurance, rural houses insurance and
forest fire insurance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farmers’ income, farmland and education level. Therefore, the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hould: further perfect the procedure of the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ystem, combine the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with rural microfinanc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dynamic adjustment
of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Key words: polic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sured wil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Yunfu city

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

一、问题的提出

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中国是农业大国，同

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

时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2012 年，中国农

保险[1]。中国自 2004 年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

作物受灾面积 2 496 万公顷，占当年农作物总播种

作以来，保费收入由 2004 年的 4 亿元增长至 2012

面积的 15.3% 。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手

年的 240.6 亿元；保险赔款也由 2004 年的 3 亿元增

段，是保障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政策性农业保险

长至 2012 年的 131.34 亿元 。快速发展的政策性农

①

②

业保险对于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户收入发挥了积
收稿日期：2014－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13BJY182)
作者简介：马岚(1977—)，女，山西晋中人，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统计调查与分析。

极作用。不过，与普通财产保险相比，政策性农业
保险无论从规模、发展还是从客户认可度等方面都
有很大差距。以 2012 年为例，当年全国财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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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保费收入 5 529.88 亿元 ，政策性农业保险

较多侧重于农户角度的满意状况，缺失对保险险种

保费收入仅占其中的 4.35%。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

设置、农保购买群体特征的分析，较多采用 logistic

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其出路何在？

与 probit 回归模型，缺少其他分析方法的灵活选用。

就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现状及困境，学者从
[2]

为此，笔者拟依据课题研究小组 2013 年 5 月对广

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李茂生、李光荣 认为中国

东云浮市农户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对应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五大矛盾，即农业保险的

方法，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参保意愿、险种设置、

高费用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农业保险利益的

农保购买群体特征等问题进行评价分析。

外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等等；裴光、庹
国柱[3]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展业难、承保难和

二、样本选取及调研方法

理赔难的困境；张祖荣[4]认为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调研以广东云浮市为样本取集地，采用问卷调

补贴方式过于单一，缺乏灵活性，制约中国农业保

查与实地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共收回 524 份问卷，

险的发展。

其中无效问卷 2 份，有效率高达 99.62%。问卷在各
[5]

[6]

庹国柱等 、费友海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提出

县市的分布比例为：罗定 20.1%、新兴 19.2%、郁

导致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是

南 24.9%、云安 18.8%、云城 17.0%，共涉及 58 个

农业保险自身的外部性、准公共物品的特性；邓义

乡镇。样本分布较为均匀、合理，与各县市人口、

等[7]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

农业规模相符。因此，本次调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监管不力。另外，很

调研使用自设问卷，问卷设计为两部分：一是调查

多学者分省份研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

农户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收入状况、耕地状

[8]

[9]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如李婷等 、文洪武等 、王
[10]

娜加

、郑慧明等

[11]

况及被调查农户受教育状况等；二是调查农户对政

分别就吉林、江苏，河北，广

策性农业保险的了解、购买与需求状况。分析软件

东，福建等省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主要应对

采用 EXCEL 与 SPSS 16.0。之所以选择广东云浮市

路径有巴曙松

[12]

提出的对农业保险风险管理进行

[13]

创新、施红

为调研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提出的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保险补

第一，云浮市对于中国广大农村政策性农业保

贴政策、汪秋湘等 [14] 提出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

险的实践发展有相当的代表性。广东云浮市地处广

[15]

系、刘军等

[16]

和周娜等

提出的完善农业保险法律

法规体系。

东西北部，下辖云城区、新兴县、云安县、郁南县，
代管罗定市。2012 年，云浮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国外学者对农业保险发展现状的研究倾向于

530.2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25.49 亿元，占

定量分析，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业保险立法的评

地区生产总值的 23.66%；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79.06

价 (Keith H. Coble 等
(Sherrick 等

[17]

)、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18]

[19]

)、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Coble 等

万亩、总产量 70.8 万吨。农业总产值位列广东第

)

11 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位列第 12 位，处于中等

)。国

水平(广东下辖 21 个地级市) 。选取农业生产水平

内学者关于农户参保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方

一般的云浮市进行调研，对了解广大农村政策性农

[20]

与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Miranda & Glauber
[13]

面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施红
伟等

[22]

[21]

、李祥云等

、王

[23]

、聂荣等

④

业保险的现实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

等认为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

第二，云浮市有一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论基

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基本特征、风险意识、家庭

础与实践。2007 年，广东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正式

收入、产量变异系数、预期收益、非农收入比重、

启动，广州、佛山、中山、肇庆、云浮、茂名、阳

贷款经验、政府信任水平、财政补贴以及政府救灾

江、湛江和惠州等 9 县市入选首批试点地区，水稻

补贴等。而从计量方法的选择上，较多选用 logistic

保险、能繁母猪保险和农房保险被确定为首批试点

回归与 probit 模型。

险种。2007 年 7 月，云浮在全省率先推行政策性农

由上可以看出，目前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

房保险。2009 年伊始，在总结云浮经验的基础上，

状的研究由单纯定性分析逐步趋向定量与定性分

广东省委农办、财政厅、农业厅、保监局四部门联

析相结合，由单纯的宏观数据分析逐步趋向实地调

合下发了《广东省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方案》[4]。

查与宏观数据相结合。在国内定量分析文献中目前

不过，由于广东灾害频繁、险种繁多，农业保险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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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总体规划，保险产品供应短缺，农业保险经营长

农业保险”的调查中，64.9%的农户选择“愿意”
、

期亏损等多种问题导致广东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

24.1%的农户选择“不愿意”，说明农户支持政策性

[24]

。因此，选取云浮市作为调研对象具有较强的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有购

实践意义。同时，鉴于广东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

买需求，希望完善现有补贴政策让自己获益更多。

特色，本文所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属广义范畴，具体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农户对政策性

慢

农业保险非常之低的实际参保率，另一方面却是农

包括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与农房保险。

户对该保险的强烈需求。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无疑

三、参保意愿及其相关变量对应分析

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多数农户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

调查表明，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际参保率

责任、赔偿处理等知之甚少，遇到索赔时感到不知

非常低，样本中仅有 4.6%的农户购买了相应的政策

所措；其二是农业保险赔款较低，保障数额远远达

性农业保险，其中购买的主要为水稻种植保险与能

不到农户预期。另外，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有

繁母猪保险。75.3%的农户未买，另有 20.1%的农户

效调整机制，对于不同收入、不同生产规模的农户

未回答。其原因主要有：担心索赔困难(45.4%)、手

没有相应的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也在很大程度上

续繁杂(31.6%)、保费过高(19.3%)，其他如自有资

左右了农户的参保意愿。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拟用

金不足、保额太低等原因占 3.7%。尽管只有 4.6%

对应分析的基本原理，结合相关变量的分组划分，

的农户实际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但在对“政策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户特征进行对应分析。

性农业保险是否重要”的调查中，39.1%的农户认

对应分析以两变量的交叉列联表为研究对象，

为非常重要、53.2%的农户认为一般、仅 7.7%的农

利用降维的方法，通过图形的方式，直观揭示变量

户认为不重要，说明绝大多数农户已经具有一定风

不同类别之间的联系，特别适合于多分类品质型变

险意识，只是因为上述所列原因才并未购买。

量的研究。其基本思路为：首先通过编制两变量交

在“希望购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种类”的调查

叉列联表，将列联表中每个数据单元看成两变量在

中，农户选择较为集中，对农村住房保险(37.0%)、

相应类别上的对应点；然后，将变量之间的联系同

水稻种植保险(31.1%)、能繁母猪保险(22.9%)、森

时反映在对应分布图上，并使联系密切的类别点较

林火灾保险(6.5%)需求较为强烈。需要注意的是，

集中，联系疏远的类别点较分散；最后通过观察对

“其他险种”获得 2.5%的农户选择，说明目前政策

应分布图可以直观把握变量类别之间的联系[25]。限

性农业保险无法满足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险种设

于篇幅，具体计算步骤可参见相关文献[26]。
为便于对变量进行对应分析，首先根据样本实

计上仍有一定的开发空间。
在对“是否愿意将每年领取的对农直接补贴或

际状况，对相关变量类别进行分组划分(表 1)。

粮食直补成立风险补偿基金或提供相应的政策性
表 1 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变量分组表
变量
家庭年收入(万元)

家庭拥有耕地数量(亩)

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均值
4.05

5.98

9.63

—

各组农户类型

各组界限

各组占总户数的比例(%)

低收入组

2 万元以下

23.6

中等收入组

2~5 万元

47.0

高收入组

5 万元以上

29.4

小农户

1.50 亩以下

22.7

中等农户

1.50~4.00 亩

49.3

大农户

4.00 亩以上

28.0

小学及小学以下

6 年以下

11.5

初中

6~9 年

54.2

高中

9~12 年

26.8

高中以上

12 年以上

农业

—

40.0

外出务工

—

35.3

家庭经营收入

—

9.2

本地政府或企业工作

—

7.3

其他

—

8.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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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PSS软件，将单项选择题“是否愿意将每

从图2点的亲疏关系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政策

年领取的对农直接补贴或粮食直补成立风险补偿

性农业保险险种适用于不同的农户类型：水稻等种

基金或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家庭年收

植业作物保险适用于高收入、拥有较多数量耕地、

入组”、“家庭拥有耕地数量组”、“农户受教育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类型；能繁母猪等养殖业保险

年限组”进行多重对应分析，以分析政策性农业保

适用于中等收入、拥有中等数量耕地、高中以上文

险潜在购买农户的群体特征，得对应分布图(图1)。

化程度、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类型；农
村住房等农业财产保险适用于中等收入、拥有较少
数量耕地、高中文化程度、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要收
入来源的农户类型；森林火灾等林木保险适用于拥
有较多数量耕地、本地政府或企业工作收入为主要
收入来源的农户类型；其他险种则适用于低收入、
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类型。

四、结论及其启示
图 1 购买意愿—农户特征多重对应分布图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因担心索赔困
难、手续繁杂、保费过高等各种原因不愿购买现行

从图1可以看出，围绕在“愿买”点附近的政策

农业保险，但是大部分农户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

性农业保险潜在购买农户群体特征为：收入在2万元

有购买农业保险的强烈需求，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

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拥有一定耕地数量的农
户。这部分群体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能理解政策性
农业保险在风险保障方面的重要性，具备购买农业
保险的风险意识；他们也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具
备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同时他们拥有一定规模的
耕地与农业产量，具备购买农业保险的需求。
另外，利用SPSS软件，将多项选择题“农户希
望购买的农险险种”分别与“家庭年收入组”、“家
庭拥有耕地数量组”、“农户受教育年限组”、“家
庭主要收入来源组”进行对应分析，得对应分布图
(图2)。

实际参保率与农户参保意愿之间存在较大反差；第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潜在购买农户具有特定的群体
特征，因此在农险推广、费率厘定等方面应有的放
矢；第三，目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无法满足农
户多样化的需求，而且通过对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
险种适用于不同的农户类型，因此，政策性农业保
险险种设计亟待规划。
调查结论对于进一步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具
有以下启示：第一，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责任，
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试
点阶段，可适当提高政府补贴力度，加大保险公司、
农业技术部门、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等的有效
衔接，简化保险手续、缩短索赔程序、降低保费与
提高保额等，建立更为完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
度；第二，应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
小额贷款发展相结合。通过推广农业专业合作组
织，扩大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与农业产量，强
化农户风险意识，使其具备购买农业保险的需求；
大力发展三农产业，提高农户各项收入水平，同时
扩大农户购买农险的小额贷款支持力度，使其具备
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第三，应建立政策性农业保

图 2 农户特征与农险险种选择对应分析图

险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不同类型政策性农业保险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6

险种适用于不同的农户类型，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有效调整机制，对于不同地区、收入、生产规模
的农户划定相应的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以反映风
险状况的动态变化。同时，在目前农险险种的基础
上，设计开发满足农户其他保障需求的险种，进一
步满足农户多方面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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