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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前，中国的地方政府会在灾荒之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现在，政府可以利用保
险这个杠杆获取更多资金，扶贫济困。瑞再研究院很荣幸与北京大学合作，研究保险业
如何在扶贫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全社会抵抗自然灾害的韧性，使人们不必因
为灾难性的医疗支出或自然灾害而重陷贫困。我们的合作超越双赢，因为我们做到了 
1 + 1 = 3。如此成功的合作得益于以下原因。

首先，成功源自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份研究报告充分体现了瑞再研究院力求在未
来打造的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性的再保险公司，我们深知，由于存在社会和监管差异，
保险解决方案必须适应区域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依赖当地的信息和
当地的机构，提供满足当地标准和需要的解决方案。瑞再研究院发现，对于致力于提
高社会韧性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来说，汲取智库和像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的专家意
见，有助于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其次，成功得益于宝贵的知识共享。我们正将这份富有真知灼见的报告翻译成其他语
言，以便与其他国家分享。作为增长迅猛的新兴保险市场，中国通常向其他市场借鉴保
险经验。这份研究报告提供的中国案例，使中国有机会与其他市场分享自己的成功经
验。 

最后，成功得益于创新的保险解决方案。在报告中，北京大学的学者探讨了通过农业保
险和健康保险扶贫的多条途径。研究成果不仅可供其他国家借鉴，还能帮助中国缩小
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保障缺口（总经济损失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差异）。由于长江流域爆
发破坏性洪灾，2016年的保障缺口达到216亿美元，2017年为60亿美元。 

这并不是第一次瑞士再保险在中国提出创新构想。2016年，黑龙江省签订了中国第一
个巨灾扶贫指数保险合约，保障农户免受洪水、雨量过多、干旱和低温造成的财务风
险。瑞士再保险设计的这个创新保险项目，响应了中国政府建立自然灾害保险体系的号
召。 

我很荣幸，瑞再研究院能够与北京大学通力合作，增强我们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及第三大保险市场的联系。我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通过知识共享，
提供创新的保险解决方案，缩小保障缺口，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造福这一代人及子
孙后代。 

包泽富(Jeffrey R. Bohn): 瑞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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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全世界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有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7年的
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乡村依然比较突出。在
很多地区，脱贫致富还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保险行业如何在扶贫减贫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这些保险从业者认真思
考。

瑞士再保险非常高兴能够和北京大学合作，借助他们强大的科研力量，对保险扶贫这
个问题进行深入、科学的刨析。瑞再研究院支持北京大学“保险与扶贫”项目组开展的
这项研究表明，健康保险、农业保险、巨灾保险都可以在扶贫减贫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瑞士再保险的中国同事曾经指出的那样：保险扶贫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责任。我
希望看到更多的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一起担起这份重要的责任。通过产品创新，我
们的目标是把完成这份社会责任与促进保险公司的业务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后，我希望看到，中国保险公司的创新与尝试，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借
鉴，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贡献。

陈东辉： 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

 



瑞再研究院：风险对话系列 5

简介

“保险扶贫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着重研究保险在脱贫攻坚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论
证保险机制对降低陷贫与返贫概率的有效性，并利用中国保险扶贫实践中的数据和案
例进行具体分析。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保险在脱贫攻坚中可以发挥保障、增信和融资三个方面的作
用，但社会对保险扶贫作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保险能否降低贫困脆弱性
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保险扶贫的效果取决
于被保险人的经济与风险状况、保险产品设计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和精准度。第三，健康
保险和农业保险直接有效地应对了“疾病”与“灾害”两个最主要的贫困诱因，但现有
保险扶贫案例的推广复制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第四，保险扶贫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内化保险扶贫项目的外部性有助于改善其商业可持续性。第五，针对“边缘贫困户”
和“后脱贫时代”的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主要针对中国保险扶贫实践，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面临
贫困和扶贫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们的研究和发现也能为全球扶贫减贫进程贡献
中国智慧。

郑伟：北京大学教授、项目主持人

贾若：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项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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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深层次
的根本原因包括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教育文化水平低
等；贫困的直接诱因包括疾病、灾害、意外丧失劳动能力等。以中国为例，疾病和灾害
是最主要的两个贫困诱因，占比分别为42%和20%（国务院扶贫办，2017），因此增强
贫困人口抵御疾病和灾害风险的能力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保险机制（包括再保险、
新型风险转移），在脱贫攻坚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社会各界远未形成共识；保险
扶贫试点案例及其推广也面临诸多挑战。

“保险扶贫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着重研究保险在脱贫攻坚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论
证保险机制对降低陷贫与返贫概率的有效性，并利用中国保险扶贫实践中的数据和案
例进行具体分析。本研究报告由五部分构成，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部分，保险扶贫的政策与体系。本部分回顾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发布的支持保险
参与扶贫开发和助推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在总结中国农业保险、大病和补充医疗保
险、保险创新支农融资方式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归纳出保险扶贫体系的三个支柱，即
保障、增信和融资。

第二部分，保险扶贫理论。本部分从一般意义上阐明保险扶贫的机理；通过与财政补
助、社会保险、民政救助的对比，揭示保险扶贫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本部分构建
理论框架，分析保险保障对贫困家庭和不同资产量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保险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与“保费的
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对于“贫困家庭”，保费通常由
政府全额补贴，因此保险能够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助推脱贫；对于资产相对较少
的“边缘脱贫家庭”，支付全额保费会提高其贫困脆弱性；对于资产相对较多
的“稳定脱贫家庭”，即使支付全额保费，保险依然可以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由
此，脱贫攻坚除了聚焦“贫困家庭”，还须莫忘“边缘脱贫家庭”，政府应当根据其经
济状况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等政策支持；保险机构应当设计层次化和菜单化的保险机
制，如提供多个保障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比例或免赔保险，供不同家庭选择，助力促进
保险更好守住脱贫成果。

第三部分，保险扶贫的实证分析。本部分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1, 2013, 2015），以医疗保险（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例，从贫困
脆弱性视角实证分析了保险的减贫效果。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
减贫效果需要较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显现，较短期间的减贫效果不显著。同时，提高医疗
保险保障水平对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健康状况差的
群体，提高保障水平能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提高保障
水平的减贫效果不显著。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分析意味着现有的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
水平无法彻底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有必要借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为贫困人口提
高保障水平，以兜住社会医疗保险基本保障之上的风险。

第四部分，保险扶贫的中国案例。基于实地调研，本部分从主要做法、经验启示、存在
的问题或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分别分析河北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
险扶贫、云南大理健康保险扶贫三个案例。研究发现，保险扶贫项目取得成功具备一些
共性特征，一是地方政府要有风险意识和对保险的基本需求；二是保险机构能够有效
供给满足地方需求的个性化保险产品和服务，且具备相应的承保能力和承保技术；三
是地方政府与保险机构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合作模式。保险扶贫实践探索中还存
在着诸多问题，商业可持续性和保险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是各地保险扶贫普遍面临
的共同挑战。由于疾病和灾害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贫困诱因，所以健康保险和农业保
险被列为保险扶贫工具的优先选项，其他很多保险产品也被应用于脱贫攻坚的实践，
例如小额寿险、小额意外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等。

第五部分，结论与建议。在理论、实证与案例分析基础上，本部分系统总结保险扶贫的
五个结论，并针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保险监管、保险机构四个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以实现保险更好助推脱贫和守住脱贫成果。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主要针对中国保
险扶贫实践，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面临贫困和扶贫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们
的研究和发现也能为全球扶贫减贫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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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扶贫的政策与体系

保险的扶贫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保险能兜住贫困人口生产
生活风险，防止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致贫返贫；其二，保险能撬动并
整合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扶贫资源，破解金融进农村风险大、成本高
以及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进而助推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
实现稳定脱贫。本部分回顾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发布的支持保险参与扶
贫开发和助推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在总结中国农业保险、大病和补充
医疗保险、保险创新支农融资方式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归纳出保险扶
贫体系的三个支柱，亦即保险在扶贫开发和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三个主要
职能——保障、增信和融资。

1.1 保险扶贫的相关政策

本部分报告梳理自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发布的支持保险参与扶贫开发和助推脱贫攻
坚的政策文件，具体内容如表1-1所示。相关政策强调要完善涉农或扶贫保险产品与服
务，从而缓解因病因灾致贫返贫问题；相关政策将保险扶贫定位于金融扶贫的重要组
成部分，强调保险扶贫在防范和化解脱贫攻坚的风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间 文件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11年 

11月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国务院 完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特

色农业保险。

2013年 

12月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

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推广小额信用贷款保险，扩大

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2014年 

3月
《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

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财

政部等7部门

鼓励发展特色农业保险、扶贫

小额保险，扩大特色种养业险

种；积极探索发展涉农信贷保

证保险。

2015年 

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 积极发展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

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支

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险发

展。

2016年 

3月
《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

实施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保监会等7部门

创新精准扶贫保险产品和服

务，扩大贫困地区农业保险覆

盖范围。

2016年 

5月
《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

贫攻坚工作的意见》

中国保监会、国务

院扶贫办

精准对接脱贫攻坚多元化保险

需求，充分发挥保险机构主体

作用，完善保险支持保障措

施，完善保险服务工作机制。

2016年 

12月
《关于加快贫困地区保险市

场体系建设 提升保险业保

障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

中国保监会 优化保险机构资源配置，聚焦

民生领域精准对接脱贫攻坚的

保险需求。

2017年 

9月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加快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适当降

低贫困户保险费率。

2017年 

12月
《保险扶贫统计制度 

（试行）》

中国保监会 统计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保险、大

病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等业务数据。

为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和提高扶贫成效可持续性，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金融政策作为扶贫开发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
求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2016年
3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
攻坚的实施意见》，对金融服务精准扶贫提出了具体要求，力求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

表1-1 
中国保险扶贫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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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为此，2016年5月，中国保监会与国务院
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从精准对接脱贫攻坚
多元化保险需求、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助推脱贫攻坚主体作用、完善精准扶贫保险支持
保障措施、完善脱贫攻坚保险服务工作机制四个方面，对深入推进保险扶贫工作进行
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保险扶贫的主攻方向。

专栏1-1 中国扶贫开发概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成立专门扶贫工

作机构，明确重点扶持地区和群体，制定符合现实国情的贫困标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

始，为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将农村作为扶贫开发的重

点，先后颁布实施了多个中长期扶贫规划，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程。

时间 标志性文件 核心内容

1986–1993年 《农村专项反贫困计划》 建立从中央到县一级的扶贫开发专门机构，

确立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制定国家贫困

标准a。

1994–2000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b

调整扶贫对象，由主要扶持贫困地区向主要

扶持贫困村和贫困户转变；大幅增加扶贫资

金投入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2001–2010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贫困村成为扶贫基本瞄准对象；把稳定解决

扶贫对象温饱问题、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

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

2011–2020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转变为巩固温饱

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明确以贫困标准以下

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为扶贫主要对象。

2014–202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扶贫开发全方位转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模

式，要求在现行标准下到2020年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注：

a.  中国先后采用了3种贫困标准，分别是“1986年标准”、“2008年标准”和“2010年标准”。其中，“1986
年标准”是1986年提出的按1984年价格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是一条低水平的生存标准；“2008年标

准”从2000年开始使用，2008年正式作为贫困标准，按2000年价格每人每年865元，是一条基本温饱标

准；“2010年标准”是2011年提出的按2010年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是结合“两不愁、

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测定的基本稳定温饱标准。

b.  “八七”的含义是针对1993年底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

由于保险具有保障（经济补偿）、增信、融资功能，《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的意见》要求针对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不同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分类开发、量身定
制保险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兜住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风险和推动信贷资源流向贫困地
区。具体而言，农业保险方面，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因地制宜开展特色
优势农产品保险，开发推广目标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设施农业保险等；健康保险
方面，大病保险通过降低起付线、放宽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向贫困人口予以倾
斜，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面向贫困人口
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民生保险方面，开发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意外伤害、疾病和医
疗等扶贫小额人身保险产品，扩大农房保险覆盖面，支持贫困地区开展巨灾保险；产业
脱贫保险服务方面，发展扶贫小额信贷保证保险，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等方式拓宽
保险增信路径，探索推广“保险+银行+政府”多方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创新保险资
金运用方式。

此外，为顺利推进保险扶贫工作，在组织上，中国保监会成立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总体规划、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并定期
召开全国保险扶贫工作会议，将助推脱贫攻坚作为保险行业的重点工作。在行动上，
保险机构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健康保险、民生保险等，创新保险支农融资方式，成立了
中国保险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和中国保险业公益扶贫基金，创设了降低扶贫保险费
率、优化理赔条件、实施差异化监管等多项支持政策。

表1-2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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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扶贫的政策与体系

1.2 保险扶贫体系三支柱：保障、增信和融资

本部分构建并阐述由保障、增信和融资三支柱协同配合构成的中国保险扶贫体系。三
支柱保险扶贫体系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全方位兜住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风险，防止因
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致贫返贫；其二，低成本盘活农户资产，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同时引导保险资金流向贫困地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支柱一：以农业保险和大病保险为核心的保险扶贫保障支柱。从农业保险看，2016年
为2.04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2.16万亿元，向4,575万户次受灾农户支付赔款348
亿元，是国家农业灾害救助资金的10倍，成为农户恢复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陈文
辉，2017）。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保监会先后支持6家保险公司在13个省份
开展扶贫农业保险试点，开发出70个涉及43种农作物的特惠专属扶贫农险产品（邵绛
霞，2017），有效地保障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从大病保险看，截至2016年底，共有
16家保险公司在全国31个省（区、市）承办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城乡居民达9.7亿人，累
计为1,100多万人支付赔款300.90亿元；大病保险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的基
础上提升了13.85个百分点，整体报销比例达到70%（中国保监会，2017a）。有些地区
（比如江西赣州、云南大理）还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展了补充医疗保险，通过政府
全额支付保费的方式将个人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降至10%以内。此外，大力推进民生保
险，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小额人身保险参保人数超过9,000万人次，保障金额超过1.4万
亿元（陈文辉，2017），较好地解决了因意外事故致贫返贫问题。

支柱二：以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和农业保险保单质押为核心的保险扶贫增信支柱。2016
年，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已在河北、湖南、云南等26个省的近百个地市启动，支持农
户和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融资315.9亿元（邵绛霞，2017）。在农业保险扶贫最具代表性
的河北省阜平县，2016年共有7,127户农户利用农业保险保单质押向当地银行申请获
得贷款6.33亿元，贷款规模是2015年的4倍。保险扶贫增信支柱解决了贫困农户缺乏
合格抵押物的难题，使其可以低成本便捷地获得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自主创业逐渐实
现脱贫。

支柱三：以保险资金支农融资和直接投资为核心的保险扶贫融资支柱。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设立250亿元支农支小融资产品，在河北、陕西、河南等省开展“农业保险+扶贫小
额信贷保证保险+保险资金支农融资”试点，帮助贫困人口便利获得免担保、免抵押、
优惠利率的小额资金。截至2016年底，中国人保支农支小融资累计放款36.5亿元，服
务贫困户在内的三农和小微企业5.6万户，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平均单笔融资规
模6.5万元（中国保监会，2017b）。2016年，中保投资公司联合多家保险公司设立了规
模为100亿元的中国保险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一期募集资金10亿元，截至2017年10
月底，已分别向河北阜平和贵州惠水的产业扶贫项目投资5,000万元。

 

图1-1 
保险扶贫体系三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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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 中国扶贫开发进程
在多项扶贫政策推动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按1986
年贫困标准度量，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同期
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6%；按2008年贫困标准度量，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
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2.8%；按
2010年贫困标准度量，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7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046
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由17.2%下降到3.1%。

如果所有年份都按2010年贫困标准度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77,039万人
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人，累计减少73,993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
3.1%，累计降低94.4个百分点，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的巨大减贫成就。世界银行指出，“中
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
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行贫困标准仅略高于世界银行2011年购买力平价
每人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如果使用每人每天3.1美元的贫困标准来度量，中国
农村还有很多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脱贫之路任重而道远。

图1-2  
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

来源：陈锡文（2016）。

图1-3  
2010年贫困标准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情况

数据来源：李培林和魏后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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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险扶贫理论

本部分基于保险的保障、增信、融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阐明保险扶贫
的机理；通过与财政补助、社会保险、民政救助的对比，揭示保险扶贫的
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保障是保险扶贫的首要功能，本部分构
建理论框架，分析保险保障对贫困家庭和不同资产量脱贫家庭的贫困
脆弱性的影响，揭示保险在助推脱贫攻坚和守住脱贫成果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保险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
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对于“贫困家
庭”，保费通常由政府全额补贴，因此，保险能够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助
推脱贫；对于资产相对较多的“稳定脱贫家庭”，即使支付全额保费，保
险依然可以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但对于资产相对较少的“边缘脱贫家
庭”，支付全额保费则会提高其贫困脆弱性。从政策支持看，增加保费补
贴比例和降低保险附加费率，可以扩大保险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
惠及范围，有助于促进保险更好守住脱贫成果。从保险机制看，在单纯
的比例保险机制下，高保障意味着高费率，高赔付比例保险在降低稳定
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同时，提高了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多
样化的保险机制下，免赔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稳定脱贫家庭的贫困
脆弱性，比例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由
此，脱贫攻坚除了聚焦“贫困家庭”，还须莫忘“边缘脱贫家庭”，政府
应当根据其经济状况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等政策支持；保险机构应当
设计层次化和菜单化的保险机制，如提供多个保障层次和不同类型的
比例或免赔保险，供不同家庭选择，将有助于促进保险守住脱贫成果。

2.1 保险扶贫的机理和比较优势

2.1.1 保险扶贫的机理
保险的本质是互帮互助、扶危济困，与扶贫开发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保险具有保障 
（经济补偿）、增信、融资功能，在扶贫开发中引入保险可以提供风险保障和统筹利用
社会扶贫资源，达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具体
而言，保险扶贫的机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保险保障功能可以提高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贫困人口普
遍存在物质资本匮乏和抗风险能力极弱的不足，一旦遭受重大疾病、农业自然灾害、地
震等风险事故就很容易使贫困程度加深。国务院扶贫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3年底
中国7,0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占42%1，因灾致贫的占20%，因学致
贫的占10%，因劳动能力弱致贫的占8%，其他原因致贫的占20%。由于疾病和灾害是
导致贫困的主要风险因素，因此增强贫困人口抵御疾病和灾害风险的能力就成为脱贫
攻坚的重要抓手。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其保障功能可以使贫困人口遭受疾
病、灾害等风险后获得损失补偿，损失补偿的“点对点”滴灌确保了受灾人口能及时进
行生活自救和再生产，相当于为扶贫开发设置了安全阀和稳定器。

其二，保险增信功能可以帮助贫困人口便捷获得贷款，有助于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
展动力。贫困人口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依靠扩大农业生产
规模来增加收入。然而，受资产结构单一、信贷风险高、缺乏合格抵押物等影响，贫困
人口普遍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面临资金瓶颈。保险具有重
要的增信功能，通过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等方式可以为贫困人口提
供信用增级服务，有效分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引导更多信贷资源向贫困地
区投放，从而帮助贫困人口低成本便捷获得贷款，支持其自主创业脱贫，推动扶贫开发
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1 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底，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比例达 

到44.1%，涉及近2,000万人，其中患有大病和慢性病人数为73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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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险扶贫理论

其三，保险融资功能可以缓解贫困地区资金短缺，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发展。随着脱
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扶贫资金的需求随之增大，有限的政府
财政投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扶贫资金缺口，迫切需要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扶贫开发中
来。保险可以发挥直接融资功能，且保险资金具有投资期限长的优势，通过债权、股
权、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积极参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和民生工程建设，
在社会资金和扶贫资金需求之间架起精准的资金投放通道，从而有效缓解贫困地区资
金短缺问题，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保险扶贫的机理从一般意义上阐明了保险支持减贫，但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和脱贫需
求，保险的保障、增信、融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事例参见报告4.1部分）。在
当下中国，疾病和灾害是导致贫困的主要风险，与其他功能相比，保险保障功能对防止
因病因灾致贫返贫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各地保险扶贫实践探索中，健康保险和农业
保险被列为保险扶贫工具的优先选项，所以本报告将保险保障功能和这两类保险作为
研究重点。

2.1.2 保险扶贫的比较优势
与财政补助、社会保险、民政救助等传统扶贫方式相比较，保险扶贫有其比较优势2，
具体内容如表2-1所示。

比较对象 保险的比较优势

财政补助 提高扶贫对象精准性，放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填补财政扶贫资金缺口

社会保险 提高扶贫对象精准性，扩大风险保障范围，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增强贫困人

口“造血”能力

民政救助 机制更具稳定性，放大民政救助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

财政补助是政府重要的扶贫手段，但对象失真、资源浪费、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且财
政补助资金毕竟有限，难以满足脱贫攻坚的需要。而与财政补助相比，保险能提高扶贫
对象精准性、放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和填补财政扶贫资金缺口，较好地解决财政
扶贫不足的问题。

首先，贫困人口大多因病因灾致贫返贫，保险的本质是风险保障，其经济补偿功能可以
实现保险赔款“点对点”滴灌，对受灾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补偿，避免出现“撒胡椒面”
和“大水漫灌”现象，因此扶贫对象更精准。其次，通过大数法则和保险风险分散机
制，用一部分财政扶贫资金补贴保费可以起到杠杆放大的作用，贫困人口一旦遭受损
失就能获得远大于财政保费补贴的赔付，从而放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例如， 
2016年河北省阜平县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1,400万元，使全县农户获得13.7亿元保
险保障，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杠杆达到近百倍。最后，保险资金可以在基础设施、重点产
业、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为贫困地区提供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扶贫资金有限与脱贫攻
坚资金需求大之间的缺口，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与社会保险相比，保险能提高扶贫对象精准性、扩大风险保障范围、提高风险保障水
平和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社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兜底保障作
用，但其“保基本、广覆盖”的特征更多体现的是普惠性。政府如果在社会保险之上更
好利用商业保险，将更有利于达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首先，保险没有广覆盖目
标，可以只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定向服务，比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同时还可以根据扶贫
对象的变化动态调整，因此更具精准性。其次，保险可以提供涵盖生产生活的全方位
风险保障方案，防止贫困人口因病和因灾致贫返贫，弥补了社会保险只保障生活风险而
无法保障生产风险和意外风险的不足。再次，保险能在社会保险基本保障之上进一步
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比如，政府为贫困人口购买商业补
充医疗保险，经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后再次对医疗费用进行报销，使贫困人口自
付比例降至可承受范围内，云南大理的健康保险扶贫实践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后，保险
具有增信功能，通过将保险引入扶贫金融链条可以帮助贫困人口便捷获得贷款，打破
农业生产资金制约，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从而较好地解决社会保险只能治标
而不能治本的弊端。

2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提及的保险均指商业保险。

表2-1 
保险扶贫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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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政救助相比，保险能平衡年度内民政救助预算资金因损失波动带来的缺口，因而
在机制上更具稳定性。民政救助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如果年内救助次数陡增或资金
消耗过大，年底就可能会出现救助资金不足、保障水平下降的情况，导致一些受灾对象
无法得到及时救助。保险以契约形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可以确保所有保障对象自
始至终得到稳定一致的保障，避免出现遭受损失而无法获得补偿的现象，因此机制更
加稳健。用一部分民政救助资金为救助对象购买保险，既能精准确定风险保障内容和
保障水平，又能分担救助资金年度之内损失波动的风险，从而提升民政救助的可持续
性。云南昭通利用部分民政医疗救助基金为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重点优抚对象等
民政救助人群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做法就是很好的案例。此外，保险也同样能放大民
政救助资金使用效益和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

与“单纯政府”相比，“政府+市场”的扶贫机制在专业能力、机构人员、分担部分政府
职能等方面具有优势。首先，保险专门从事风险管理，在灾害预防、灾后救助、社会治
理等方面经验丰富，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的各县乡村地方政府在风险前、中、后各个环
节的管理能力。其次，保险机构网点分布较广，有一大批扎根基层、熟悉民情的保险从
业人员，在农村地区也有大量兼职人员，查勘定损和保险理赔效率高，且能够为贫困人
口提供及时便利服务。最后，保险引入扶贫开发可以有效提升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优化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既体现了政府在扶贫
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了保险机构的积极性，从而减轻政府管理压力和提升
政府治理水平，使政府将工作重心专注于政策制定、业务监督和社会托底，做好那些只
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此外，从金融扶贫市场主体角度，保险与银行具有互补性。银行小额贷款一直被视为金
融精准扶贫的有力抓手，但银行因经营成本高和风险大而不敢贷、不愿贷，贫困人口因
收入低和缺乏合格抵押物而贷款难、贷款贵，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导致小额贷款在脱贫
攻坚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险具有增信功能，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信用增级服务，
有效分担银行信贷风险，形成保险与银行风险共担的扶贫信贷体系，帮助贫困人口低
成本便捷获得贷款，进而实现银行、保险、贫困人口等的多方共赢。

2.2 保险能否助推脱贫并守住脱贫成果：理论框架

上部分从保险扶贫的机理和比较优势角度说明了保险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保障是保险扶贫的首要功能，本部分从理论角度着重分析保险保障与贫困的关
系。在Kovacevic and Pflug（2011）提出的家庭资产随机损失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 
本部分分别建立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的资产积累模型3，在无保险和有保险两种情形
下比较这两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分析有无保险对各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而
揭示保险保障在助推脱贫和守住脱贫成果中发挥的作用。

贫困脆弱性是测度贫困的前瞻性指标，考虑了与未来福利相关的风险因素，将现在是
否贫困与未来是否贫困相联系，用于度量负向冲击导致个人或家庭未来福利下降的可
能性（World Bank, 2000）。描述贫困脆弱性的主流方法是Chaudhuri et al.（2002）
提出的“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即个人
或家庭在 t 期的贫困脆弱性为 t+1 期福利水平低于某个临界值的概率4。根据资产贫
困理论，家庭资产积累路径上存在一个临界值，资产低于临界值的家庭陷入贫困，资产
高于临界值的家庭摆脱贫困。由此，我们用重大疾病、农业自然灾害、地震等负向冲击
导致家庭资产低于资产临界值的概率来度量一个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此外，结合贫困
家庭脱贫过程，我们将初始时刻资产低于临界值的家庭称为贫困家庭，将初始时刻资
产高于临界值的家庭称为脱贫家庭。

3 采用资产积累模型刻画贫困脆弱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家庭遭受负向冲击后表现为消费增加或

收入减少，消费增加直接降低资产，收入减少降低未来资产积累规模，最终都反映为家庭资产的减少。第

二，与消费或收入相比，用资产刻画贫困更加准确，因为家庭收入及财富中的相当部分以各种资产形式存在

（万广华等，2014），并且资产贫困能够揭示贫困的结构性和暂时性特征（Carter and Barrett, 2006）。第
三，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内外两个层次，外因是疾病、灾害等负向冲击，内因是家庭资产积累不足，外因通过内

因起作用导致家庭贫困。

4 既有研究对贫困脆弱性主要有三种测度方法：一是从概率视角评估家庭下一时期福利水平下降而陷入贫困

的可能性；二是从效用视角考察家庭消费支出产生的期望效用与某一特定消费产生的效用之差；三是从风

险暴露视角估计家庭消费对负向冲击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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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险扶贫理论

(1) 无保险情形
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拥有的资产和享受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两类家庭的资产积
累路径有所不同。假设贫困家庭投入所有资产进行农业或其他生产以获得收入，同时
在扶贫政策支持下还获得公共和私人转移支付，并将全部收入和部分转移支付用于消
费，剩余转移支付进行积累以逐渐实现脱贫。再假设资产越少的贫困家庭获得的转移
支付越多且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如此可以确保贫困家庭的生存。脱贫家庭不再获得
转移支付，需要将一定比例资产投入生产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消费，其余资产用
于积累增值。假设家庭资产以指数形式增长5，贫困家庭可增值资产是扣除消费的转移
支付，脱贫家庭可增值资产是高于临界值的资产。

现实中风险因素所产生的负向冲击会使家庭资产受损，提高了贫困家庭的脱贫难度或
增加了脱贫家庭返贫的可能性。不发生负向冲击时，两类家庭资产保持确定性增长； 
发生负向冲击时，发生时刻家庭累积资产遭受随机性损失，资产剩余比例是取值在 
0-1 之间的随机变量。遵循随机事件发生设定的一般做法，假设负向冲击的发生是一
个泊松过程。因为发生负向冲击必然会导致家庭资产损失，所以负向冲击的发生速率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家庭资产损失频率。负向冲击发生与否状态下的家庭资产变化服从
分段确定性马尔科夫过程，可以用马尔科夫链的性质分析资产变化的特征。若家庭资
产低于资产临界值，则意味着该家庭陷入贫困。由此，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是指因负
向冲击难以脱贫（继续贫困）的概率6，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是指因负向冲击陷入贫
困的概率。根据马尔科夫过程求解步骤，通过求出贫困和脱贫两类家庭资产转移概率
密度函数，结合贫困脆弱性定义，即可得到无保险情形下，两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表
达式。

(2) 有保险情形
假设家庭购买的保险是比例保险（后文将拓展其他类型的保险进行讨论），保险费率
取决于负向冲击发生速率（资产损失频率）、资产损失程度、保险赔付比例和附加费率
比例四个因子。从中国保险扶贫实践看，贫困家庭的保费一般由政府全额补贴，不对其
消费和资产积累产生影响，资产临界值不变；脱贫家庭的保费需要自己负担全部或一
部分，在保持基本生活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减少可增值资产来支付保费，从而
使资产临界值相应提高。这是因为模型假设了脱贫家庭可增值资产是高于临界值的资
产，为了体现购买保险会使脱贫家庭可增值资产减少，我们将有保险情形下的资产临界
值设定为无保险情形下的资产临界值加上家庭需要负担的保费。如果脱贫家庭拥有的
可增长资产低于需要支付的保费，就不具备购买保险的经济能力，也就不会购买保
险。

脱贫家庭购买保险会降低资产积累规模，遭受负向冲击后剩余资产低于资产临界值的
可能性增大，从而提高贫困脆弱性，我们将此称为“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购买保险
后，当家庭遭受负向冲击，保险会对受损资产给予一定比例赔偿，使得家庭剩余资产低
于资产临界值的可能性减小，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我们将此称为“保险的损失补偿
效应”7。因此，保险能否降低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取决于“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
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的强弱。

假设家庭在研究起始时刻购买保险且直至发生损失后保险合同才失效。贫困家庭和脱
贫家庭遭受负向冲击前后家庭资产变化同样服从分段确定性马尔科夫过程。根据马尔
科夫过程求解步骤，通过求出贫困和脱贫两类家庭资产转移概率密度函数，并结合贫
困脆弱性定义，即可得到有保险情形下，两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表达式。

5 有的文献假设家庭资产以线性形式增长，这类模型相对便于求解（例如，孙武军和祁晶，2016）。但从理论

和现实看，家庭资产增长均呈现非线性特征，线性增长虽刻画了资产递增趋势，但不能很好地揭示其边际特

征。我们参考多数文献做法，假设家庭资产以指数形式增长（例如，Kovacevic and Pflug, 2011）。此外，我

们也对资产以线性或对数形式增长进行了分析，结论仍然成立，表明结论不依赖于资产增长形式。

6 继续贫困概率和陷入贫困概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困家庭已经处于贫困之中，其陷入贫困概率一定是

100%，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资产积累可以逐渐脱贫，继续贫困概率低于100%。

7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引致资产损失的风险因素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家庭就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这种情况

下，对于贫困家庭，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和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都为零，保险不发挥作用；对于脱贫家庭，

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为零而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为正，保险发挥的是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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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比较有无保险情形下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大小，可以得到保险在“助推脱贫”
中的作用；比较有无保险情形下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大小，可以得到保险在“守住脱
贫成果”中的作用。与无保险情形相比，对于贫困家庭，保费由政府全额补贴使保费的
资产侵蚀效应为零，而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为正，所以二者净效应为正，此时保险能
降低贫困脆弱性，即保险能助推脱贫。如果政府不补贴或只补贴部分保费，那么保费的
资产侵蚀效应为负，保险能否助推脱贫就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强弱。保险扶贫实践中，
贫困家庭的保费通常是政府给予全额补贴，极少存在部分补贴的情况，因此，专门讨论
贫困家庭部分保费补贴的现实意义有限。对于脱贫家庭，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仍然为
正，但是如果政府不给予保费补贴，则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为负，此时保险可能提高也
可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由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大小取决于家庭资产量，资产越多
的脱贫家庭，购买保险对其可增值资产的影响越小，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也就越弱，
那么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就越有可能大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即保险越有助于守住
脱贫成果。

2.3 保险能否助推脱贫并守住脱贫成果：数值模拟

为具体说明保险在助推脱贫和守住脱贫成果中发挥的作用，本部分通过数值模拟分析
保险对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1) 数值模拟
在进行数值模拟之前，我们需要对贫困脆弱性表达式中的相关参数赋值。首先，利用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估计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的资产增长率；
其次，利用CHARLS数据库提供的家庭医疗支出数据，拟合负向冲击导致的家庭资产
剩余比例分布；再次，以具有普惠性质的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和有保费补贴的农业保
险为参照，对保险参数赋值；最后，参考既有文献对资产临界值、负向冲击发生速率和
家庭保费负担比例进行取值。各个参数的含义和取值如表2-2所示。

参数 含义 基准值 敏感性分析和政策讨论

r 资产增长率 

（对应的指数形式增长系数为ert）
8.71% 5.70%、13.19%

s 资产剩余比例 

（1-负向冲击损失比例）

Beta(2.21,1.17) Beta(2,5)、Gamma(3,2)

α 家庭保费负担比例 

（1-保费补贴比例）

贫困家庭0 脱贫家庭1 脱贫家庭0、0.5 a

δ 附加费率 

（纯费率上的附加费用比例）

0.25 0.1、0.4

η 保险赔付比例 

（保障水平）

0.8 0.6、1

λ 负向冲击发生速率 

（单位时间内家庭资产损失频率）

1 无政策含义b

k 贫困资产临界值c 1 无政策含义b

注：

a.  中国保险扶贫实践中，贫困家庭的保费通常由政府全额补贴，因此专门讨论贫困家庭部分补贴的现实意义有

限。贫困家庭部分保费补贴的情况与脱贫家庭相类似，所以我们着重讨论脱贫家庭部分保费补贴的影响。

b.  改变负向冲击发生速率只影响保险纯费率，该参数可以理解为单位风险损失频率，改变单位的大小不具有

与扶贫相关的政策含义；同理，改变单位资产临界值也不具有政策含义。

c.  是无保险情形下的贫困资产临界值，有保险情形下的资产临界值 是上述参数的线性表达，不需要单独设

置参数。

表2-2 
参数含义及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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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研究对象是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对于资产较多的富裕家庭，研究其贫困脆弱
性的意义不大，因此我们取区间为(0,3]、间隔为0.01的家庭资产量。其中，贫困家庭资
产区间为(0,1)，脱贫家庭资产区间为[1,3]。根据表2-2中的参数取值，运用等分布序列
蒙特卡洛方法对家庭贫困脆弱性表达式进行数值运算，得到有无保险两种情形下贫困
家庭和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数值解集合，如图2-1所示。

对于贫困家庭，有保险情形下的贫困脆弱性总小于无保险情形，表明保险可以降低脱
贫过程中负向冲击对贫困家庭造成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中，政
府全额补贴贫困家庭的保费，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为零，而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为
正，二者的净效应为正，使得保险能增强贫困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具体而言，对于资产
量在(0,0.96)区间的贫困家庭，保险将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对于资产量在[0.96,1)区
间的贫困家庭，保险可使贫困脆弱性降至0，此时保险能帮助资产较多的贫困家庭彻底
摆脱负向冲击带来的潜在损失，使其依靠自身资产积累实现脱贫。

从图2-1可以看出，保险对不同资产量的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具体影响不同，为此，
根据保险能否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我们首先将脱贫家庭分为“边缘脱贫家庭”
和“稳定脱贫家庭”。然后，根据脱贫家庭是否具备购买保险的经济能力，又将“边缘
脱贫家庭”分成两类（第I类和第II类边缘脱贫家庭）；根据保险能否完全消除脱贫家
庭贫困脆弱性，也将“稳定脱贫家庭”分成两类（第I类和第II类稳定脱贫家庭）。脱贫
家庭的分类及界定标准如表2-3所示。

家庭类别 界定标准

贫困家庭 资产低于临界值

边缘脱贫家庭 第I类边缘脱贫家庭 买不起保险，因可增值资产低于所需保费

脱贫家庭 第II类边缘脱贫家庭 买得起保险，但保险反而提高贫困脆弱性

稳定脱贫家庭 第I类稳定脱贫家庭 买得起保险，且保险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

第II类稳定脱贫家庭 买得起保险，且保险使贫困脆弱性降至0

对于脱贫家庭，完全自费购买保险使资产临界值从1增加到1.35，说明资产量在[1,1.35)
区间的脱贫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在无保险情形下拥有的可增值资产（资
产量减去用于满足基本生活消费的资产1）低于需要支付的保费0.35，我们将这类家庭
称为“第I类边缘脱贫家庭”。对于资产量在[1.35,1.44)区间的脱贫家庭，保费支出对
可增值资产的负面影响很大，购买保险后的可增值资产仅为不购买保险时的0%—
20.45%，导致未来资产累积规模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下，虽然受损资产能获得一定的
保险赔偿，但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大于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保险提高了贫困脆弱
性，我们将这类家庭称为“第II类边缘脱贫家庭”，他们的最优决策是不购买保险。 
对于资产量在[1.44,1.69)区间的脱贫家庭，随着家庭资产量的增加，保费支出对可增
值资产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越来越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大
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保险能降低贫困脆弱性，我们将这类家庭称为“第I类稳定脱
贫家庭”。对于资产量大于等于1.69的脱贫家庭，保险使其贫困脆弱性降至0，表明这
些家庭购买保险后不会因负向冲击而陷入贫困，即实现了稳定脱贫，我们将这类家庭
称为“第II类稳定脱贫家庭”。

图2-1 
有无保险情形下的家庭贫困脆弱性

表2-3 
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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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保费由脱贫家庭全额负担的情况下，对边缘脱贫家庭而言，保险不能发挥
守住脱贫成果的作用，其最优决策是不购买保险；对稳定脱贫家庭而言，保险能够有效
降低贫困脆弱性，特别是对于资产超过临界值169%的“第II类稳定脱贫家庭”，保险
使贫困脆弱性降为0，可以完全守住脱贫成果。因此，为促进保险更好地守住脱贫成
果，应尽量缩小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通过提供政府保费补贴和降低保险附加费率等
方式，降低保费对脱贫家庭可增值资产的负面影响，将会使更多脱贫家庭能借助保险
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降低返贫概率。

(2) 敏感性分析
为验证数值模拟所得结论不受参数取值影响，我们对贫困脆弱性表达式的主要参数进
行敏感性分析。考虑到资产增长率和资产剩余比例的取值可能存在偏误，这里着重对
这两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考察其取值变化是否会影响结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贫
困家庭购买保险不需要支付保费，改变家庭保费负担比例、保险赔付比例和附加费率比
例的取值只影响保险对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并且这三个参数具有较强的
政策涵义，将在2.4部分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资产增长率，敏感性分析取值分别为5.70%和13.19%；关于资产剩余比率分布，一
方面，直接引用Kovacevic and Pflug（2011）在巨灾情景下的设定，即服从Beta(2,5)分
布；另一方面，为验证结论不受特定Beta分布影响，假设资产剩余比例服从(0,1)区间内
的伽马分布，即服从Gamma(3,2)分布。保持其他参数取值不变，分别对这两个参数进
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如图2-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资产增长率和资产剩余比例不同
取值下，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表明结论是稳健的。

图2-2 
有无保险情形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敏感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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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策讨论

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决定了保险机制在守住脱贫成果中发挥的
作用，而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家庭保费负担比例、保险附加费率和赔付比例，
它们分别对应保费补贴、降成本、保险保障水平三个政策含义，本部分分别进行具体讨
论。此外，本部分还分析保险机制设计因素对保险扶贫效果的影响，探寻脱贫家庭应
对负向冲击的占优保险策略。

2.4.1 保费补贴
前文分析表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对边缘脱贫家庭的影响很大，致使这类家庭买不
起保险，或者因购买保险后贫困脆弱性提高而决定不买保险，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得不
到改善，面临返贫风险。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政府通常聚焦“贫困家庭”（即“建档立卡
贫困户”）进行重点帮扶，这种聚焦工作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好守住脱贫成果，政
府也应当特别关注“边缘脱贫家庭”。换言之，政府在给予贫困家庭全额保费补贴的同
时，也应当考虑根据边缘脱贫家庭的经济状况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帮助他们降低贫
困脆弱性，从而消除“边脱贫边返贫”的现象。

保持其他参数取值不变，针对脱贫家庭，分别取家庭保费负担比例为1（基准值）、0.5
和0，即政府不给予、给予一半和给予全额保费补贴，比较政府保费补贴比例不同时，
有无保险情形下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大小。如图2-3所示，增加政府保费补贴比例有
助于扩大保险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惠及范围。这是因为政府保费补贴使保费支
出对边缘脱贫家庭可增值资产的负面影响变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逐渐大于保费的
资产侵蚀效应，从而越来越多的脱贫家庭可以借助保险抵御负向冲击。具体来说，当家
庭保费负担比例为1时，保险能降低购买保险时刻资产量大于1.44脱贫家庭的贫困脆
弱性，资产量在1到1.44之间的为边缘贫困家庭；当家庭保费负担比例为0.5时，保险能
降低购买保险时刻资产量大于1.22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边缘贫困家庭范围缩小为
资产量1到1.22之间，非边缘脱贫家庭范围扩大；当家庭保费负担比例为0时，保险能
降低所有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贫困资产临界值以上的脱贫家庭全部实现稳定脱
贫。

现实中，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效地降低了脱贫家庭因灾返贫的发 
生率。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共计给予60%–80%的保费补贴。但需要注
意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具有普惠性，即并不限于贫困家庭和“边缘脱贫家
庭”，从扶贫的角度看不够精准。我们建议应设置针对贫困家庭、边缘脱贫家庭、稳定
脱贫家庭的不同梯度的保费补贴政策，相关保费补贴区间可根据不同风险及产品类型
进行测算和调整。类似的梯度补贴机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低收入者健康保险计划中可
以找到现实版本（Finkelstein et al., 2017）。需要注意的是，在设定梯度保费补贴区间
时，应避免不同资产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出现倒置现象，即不能改变不同资产家庭原本
的贫困脆弱性大小排序，否则会引起新的不公平。

图2-3 
保费补贴的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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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降成本
附加费率包括保险机制运作必不可少的人力、设施、组织运营管理等要素成本。对于商
业保险来说，附加费率还包括税费、资金成本、商业利润等要素。提高保险机制运作效
率，降低运作成本，既是保险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保险扶贫效果的必然
要求。降成本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险机构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从手续费及佣金
支出、业务及管理费等方面压缩综合费用率，同时平衡好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
关系；二是政府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比如少征企业所得税、免收监管费等。保持
其他参数取值不变，针对脱贫家庭的保险费率，分别取附加费率为0.1、0.25（基准值）
和0.4，即附加费率是纯费率的10%、25%和40%（亦即附加费率是毛费率的9.1%、20%
和28.6%），比较不同保险附加费率时，有无保险情形下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大小。

如图2-4所示，随着附加费率减小，保险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惠及范围逐渐扩
大。这是因为降低保险附加费率会缩小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而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
不变，于是越来越多的脱贫家庭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保险附加费
率调整时，不同资产脱贫家庭在有无保险情形下的贫困脆弱性大小关系变化与调整家
庭保费负担比例时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2.4.3 保险保障水平
比例保险补偿方式下，保险赔付比例刻画了保险保障水平，决定了受损资产补偿程度和
保险费率高低。高赔付比例保单补偿程度较高，保险费率也高；低赔付比例保单补偿
程度较低，保险费率也低。保险赔付比例同时影响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和保费的资产
侵蚀效应，其净效应有待进一步分析。保持其他参数取值不变，我们分别取赔付比例
为0.6、0.8（基准值）和1，即保险补偿脱贫家庭受损资产的60%、80%和100%，考察保险
赔付比例变化对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观察图2-5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赔付比例增大，稳定脱贫家庭的贫困
脆弱性下降得更快，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则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提高保险
赔付比例可使受损资产获得更多补偿，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增大；另一方面，提高保险
赔付比例会提高保险费率，导致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相应增大。边缘脱贫家庭对保险

图2-4 
降成本的政策影响

图2-5 
保险保障水平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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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的敏感性很强，保费增加对其可增值资产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使得保费的资产
侵蚀效应大于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即提高保险赔付比例会提高其贫困脆弱性。稳定
脱贫家庭则与之相反，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大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提高保险赔付
比例能进一步扩大第II类稳定脱贫家庭在所有稳定脱贫家庭中的比例。

事实上，边缘脱贫家庭并非不需要高保障的保险产品，但在比例保险机制下高保障必
然意味着高费率，对其可增值资产的负面影响很大，造成了这些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
随赔付比例提高而提高的现象。这提示我们，针对边缘脱贫家庭的保险产品不宜盲目
提高保险保障水平。因此，我们建议扶贫保险的保障水平应当层次化、菜单化，向贫困
家庭、边缘脱贫家庭、稳定脱贫家庭提供不同保障水平、不同保费水平的“精准对接需
求”的保险产品以供选择。资产相对较多的稳定脱贫家庭可以选择赔付比例较高（费率
较高）的保险，资产相对较少的边缘脱贫家庭可以选择赔付比例适度（费率较低）的保
险，这样拥有不同资产（即不同购买力）的家庭，自然而然地会选择不同保障层次的保
险产品，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稳定脱贫的目标。

2.4.4 保险机制设计
前文在分析保险扶贫的作用时，均假设为单一的保险产品——比例保险，即保险补偿
损失的一定比例，被保险人自付其余损失。现实中的保险产品，除比例保险外，还存在
设置绝对免赔额的产品，称之为免赔保险。同时，自付比例和免赔额可以组合使用，称
之为“免赔+比例”保险。假设可供家庭选择的保险有比例保险、免赔保险、“免赔+比
例”保险三种，通过比较不同保险机制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探寻脱贫家
庭应对负向冲击的占优保险策略。

为了使模拟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在相同的费率水平下进行比较，即保费的资产侵蚀 
效应相同，那么通过比较三种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就可以判别出，哪种保险机制降低
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确定免赔保险和“免赔+比例”保险费率参数取值的
过程为：首先根据表2-2计算比例保险费率，然后将该费率代入其他两类保险费率公式
求出相应的参数值。据此，重大疾病冲击下的比例保险费率为0.35，赔付比例为基准 
值0.8；免赔保险的免赔比率为6.92%，“免赔+比例”保险的免赔比率为3.85%、赔付比
例为0.9。根据这些参数设定，数值模拟不同保险机制对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如图2-6所示，三种保险机制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因家庭资产量不同而存
在较大差别。对于稳定脱贫家庭而言，免赔保险效果最好，其次是“免赔+比例”保险，
比例保险效果最差；对于边缘脱贫家庭而言，比例保险效果最好，其次是“免赔+比例”
保险，免赔保险效果最差。这意味着稳定脱贫家庭购买免赔保险、边缘脱贫家庭购买
比例保险，是其应对负向冲击的占优策略，如此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保险守住脱贫成
果。究其原因，是由三种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不同所致。

图2-6 
不同保险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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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理论研究小结

保险是应对未来负向冲击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降低疾病、灾害等致贫外因对家庭资
产积累不足这个内因的冲击，有助于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威胁。本部分通过比较有无保
险两种情形下，贫困家庭和不同资产量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分析了保险在助推脱
贫和守住脱贫成果中的作用。模型分析表明，保险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由“保险的
损失补偿效应”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对于“贫困
家庭”，保费通常由政府全额补贴，因此保险能够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助推脱贫；对于
资产相对较少的“边缘脱贫家庭”，支付全额保费会提高其贫困脆弱性；对于资产相对
较多的“稳定脱贫家庭”，即使支付全额保费，保险依然可以降低其贫困脆弱性。

政策讨论结果显示，保费补贴和降成本（增加保费补贴比例和降低保险附加费率），可
以扩大保险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惠及范围，有助于促进保险更好守住脱贫成
果。保费补贴比例增加和保险附加费率降低，使得边缘脱贫家庭与稳定脱贫家庭的分
界线逐渐向贫困临界资产水平移动，越来越多的脱贫家庭能够通过保险降低贫困脆弱
性。此外，从保险机制看，在单纯的比例保险机制下，高保障意味着高费率，高赔付比
例保险在降低稳定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同时，提高了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在多样化的保险机制下，免赔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稳定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比
例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两个层面的建议。第一，在政府制度设计层面，一方面精准识
别不同资产家庭并建立梯度式保费补贴机制，政府不仅应当对贫困家庭给予全额保费
补贴，还应当对脱贫家庭，特别是边缘脱贫家庭，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给予相应的保
费补贴；另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扶贫保险产品给予适当的税费减免，并引导保险机构
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压缩综合费用率，以降低保险附加费率，惠及更多的脱贫家庭。 
第二，在保险机制设计层面，扶贫保险应当实现层次化和菜单化，供不同类型家庭选
择。比如，提供多个保障层次的扶贫保险产品，以及提供比例保险、免赔保险和“免 
赔+比例”保险等，让拥有不同资产（即不同购买力）的家庭能够自主选择适合自身情 
况的保险产品，而不需要保险机构去识别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状况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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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扶贫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1, 2013, 
2015），基于资产度量个体的贫困脆弱性，以医疗保险（包括社会医疗
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例，实证分析了保险的减贫效果。本部分首先
分析了不同健康状况下的贫困转移情况，发现健康越差的群体脱贫比例
越低，陷贫比例越高。此外，我们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需要
较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显现（2011–2015年），较短时期的减贫效果不显
著（2011–2013年或2013-2015年）。最后，本部分考察了医疗保险保障
水平（自付比例）和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健康状况差的群体，
提高保障水平能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提
高保障水平的减贫效果不显著。对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分析意味着现有
的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能完全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借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提高贫困人口的保障水平，兜住社会医疗
保险基本保障之上的风险。

3.1 健康状况、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与贫困的关系

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抵御各种生活风险、改善经济和相关福利水平的“能力”， 
良好的健康状况作为“可行性能力”，能够影响收入和资产水平，和个体的贫困息息 
相关（Sen, 1982）。研究表明，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健康状况提高 
人力资本，进一步提高劳动供给时间和强度，从而增加收入（Fogel, 1994）；此外， 
健康状况好的个体会减少应对未来不确定医疗费用支出的预防性储蓄，将有限资源更
多地用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缓解贫困；最后，健康状况越好，医疗费用支出越
少，贫困发生率越低。因此，我们猜测健康状况越差，脱贫比例越低，陷贫比例越高。 
而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起到改善健康的作用，同时我
们也猜测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

现有的实证研究尚未对医疗保险存在显著减贫效果得出一致结论。解垩（2008）分析
了中国各类医疗保险在1989–2006年对于收入度量的贫困的影响，发现医疗保险的
补偿较低且瞄准机制较差，即不够精准，对贫困的变动没有显著影响。黄薇（2017）分
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2007–2011年对于收入度量的贫困的影响，发现医
疗保险对贫困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且这种减贫作用随着时间延续而累积增强。Hamid 
et al. (2011) 对孟加拉国小额医疗保险的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对于贫困无明显的改善
作用，他们把不显著的减贫效果归因于截面数据无法捕捉到医疗保险长期中的减贫效
果。第二部分的理论研究提到保险的减贫效果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和“保费的资
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当补偿效应大于侵蚀效应时，保险能够降低个体的贫困脆弱
性，反之则不能。我们认为，实证结果不一致由多重因素导致，医疗保险的种类、覆盖
人群、保障水平、时期和国家不同，都可能造成减贫效果的差异。本部分针对短期和长
期、不同保障人群以及高低保障水平的全面分析，为上述不一致的实证结果提供了一些
解释思路。

截至2014年底，中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95%，相比于扩大医疗保险覆盖
面，确定合理的“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在精准脱贫政策中更具现实意义。提高医疗保险
的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缓解贫困；但提高保障水平（降低自付比
例）通常需要增加保险缴费 ，即同时提高“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和“保险的损失补
偿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保障水平（降低自付比例），对于健康状况差
的人群，因其医疗费用支出和补偿较高，损失补偿效应更有可能大于资产侵蚀效应， 
即提高保障水平对健康状况差的人群的减贫效果应当更为显著。对于健康状况好的人
群，由于其医疗费用支出和补偿较低，资产侵蚀效应和损失补偿效应的关系不确定， 
因而高保障水平（低自付比例）不一定有显著的减贫效果。既有的实证研究间接佐证了
上述推测，白重恩等（2012）和潘杰等（2013）分别发现，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和健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弱势群体的正向影响更大。由于医疗保险对于健康状况好的
个体的边际贡献小于健康状况差的个体，我们猜测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健康状况
较差的群体的福利改善效果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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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扶贫的实证分析

3.2 数据

本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在2011、2013和2015年 
的全国入户调查，2011年基线调查在全国28个省份的150个县（区）的450个村（社
区）展开，在县（区）、村（社区）、家户、个人四个层次分层抽样，共计10257户、18245
人。2013和2015年回访基线调查的受访者。我们选取2011、2013和2015年连续被访
问的个体为样本，剔除变量缺失数据的观测值，得到每年7498个观测值、为期三年的
短面板数据，记为样本A。为了检验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我们选取样
本A中发生了住院医疗费用的个体，记为样本B，大约占样本A的十分之一 ，是样本A的
子样本。

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和省份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出生年
份、男性（是=1）、教育水平、城镇户口（是=1）和个人的金融资产；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房屋资产、土地资产、其它固定资产、婚姻状况和（存活的）子女数量；省份层面的
控制变量是当年人均GDP，控制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中，土地资产仅包括
集体分配的耕地，用土地面积（亩）衡量。

3.3 实证分析方法 

(1) 贫困脆弱性、贫困和贫困转移矩阵
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是测度贫困的前瞻性指标，刻画了个体或家庭在一段时期内
陷入贫困的风险（World Bank, 2001）。贫困脆弱性理论基于资产来度量未来陷入贫
困的概率（Chiwaula et al., 2011），用当期可观测到的变量（比如各类资产）预测持久
稳定的收入。相比于直接用当期收入度量贫困的方法，该方法隐含了个人可以使用资产
平滑家庭消费的能力，能够得到持久稳定的收入，并且可以通过预测收入的波动来得
到收入低于某临界值的概率，即贫困脆弱性。主流的贫困脆弱性理论正是基于资产来
度量贫困，本部分基于Chiwaula et al.（2011）和万广华等（2014）提出的三阶段广义
可行最小二乘法（three-step feasible generalised least squares, FGLS），用可观测到
的资产量（金融资产、房屋资产、土地面积、其它固定资产）和冲击因素对对数收入进
行回归以得到未来稳定的预期收入表达式资产预期收入，假设该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
布，贫困脆弱性即为收入小于贫困线的概率。

贫困：现行贫困标准以2010年人均收入2300元不变价为基数，2011、2013和2015年
分别为2536元、2736元和2855元（鲜祖德等，2016）。度量贫困脆弱性无绝对的标
准，通常将脆弱性高于一定门槛值的个体定义为脆弱个体，以往文献多是选取50%的贫
困脆弱性作为门槛值（Chiwaula et al., 2011；万广华等，2014）。因此，本部分定义贫
困脆弱性高于50%的个体为陷入贫困，低于50%为非贫困个体。

贫困转移矩阵：以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贫困”为基础，我们构建了样本A在2011–2013
和2013–2015年的贫困转移矩阵。贫困转移矩阵呈现年度之间原贫困群体脱贫和继续
处于贫困状态的比例，以及原非贫困群体陷入贫困和维持非贫困状态的比例。进一步，
我们比较了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贫困转移矩阵，通过分析不同健康状况下上述两个比
例的差异，来考察健康状况对脱贫和陷贫的影响。

(2) 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贫困的影响：倾向值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PSMDD）
在随机实验中，参加医疗保险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具有随机性，可以通过直接比较参
加医疗保险的群体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群体的贫困状况，来得到医疗保险对贫困的
影响。但实际中的微观数据都是非随机实验，个体选择参加医疗保险时，受到多重因素
影响。当一个人参加医疗保险时，我们只能观察到该个体在参加医疗保险时是否为贫
困，无法得知该个体如果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贫困状态。因此需要构建“反事实推断模
型”，估计参加医疗保险的个体在假设其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时的贫困状况，进而估计参
加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干预效果。倾向值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ion, PSMDD）是进行上述分析的最佳
方法，可以去除参保行为的非随机性所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和混杂偏误，同时消除不随
时间改变且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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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DD方法的被解释变量为基于脆弱性的“贫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第一步，估计
参加医疗保险的Logistic模型，借助该模型预测样本A每个个体的参保概率，定义其为
倾向分值；第二步，对每个干预组（有医疗保险）的个体，以倾向分值为依据，在控制组
（无医疗保险）中寻找最接近其倾向分值的对象，完成配对；第三步，检验匹配的平衡
性；第四步，估计每个个体跨年的贫困变化，再对干预组中每个个体和控制组中与其匹
配的个体的跨年贫困变化进行差分，并对所有差分结果取均值，从而得到医疗保险对
贫困的平均干预效果。我们在第二步对样本进行匹配时，采用常见的核匹配
Epanechniko方法，即构建一个虚拟对象来匹配干预组的每个个体，虚拟对象是对控
制组所有个体采用核函数构建的权重进行加权得到，该方法的优势在于最大程度地利
用全样本的信息。

(3) 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OLS方法
为了检验对于不同健康状况人群，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我们
用医疗费用的实际自付比例刻画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以自评健康（好、一般、差）刻画 
个体的健康状况。因此，需要使用过去一年中实际发生住院医疗费用的样本，即样本
B。多元回归模型如（1）式所示，被解释变量为贫困脆弱性，解释变量为自付比例、自
付比例和健康状况的交互项、以及健康状况，加入交互项可以验证医疗保险保障水平
对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减贫效果。X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由于实际自付比例和政策、
疾病种类以及医疗费用大小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受访者通常难以自主决定政策、疾
病种类，难以完全控制医疗费用，因此自付比例变量与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不同，以自付
比例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的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OLS方法估计（1）式是
可行的。此外，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考虑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虚拟变量——基于
脆弱性的“贫困”，并利用Logistic模型回归（1）式，同时我们依据个体健康状况，区分
好、一般、差三个子样本，分别检验自付比例和贫困脆弱性的关系。

贫困脆弱性it= β0+β1自付比例it+β2自付比例it×健康自评为一般it+β3自付比例it 

×健康自评为好it+β4健康自评为一般it+β5健康自评为好it+βXXit+εit （1）   

3.4 实证结果

3.4.1 健康状况对脱贫和陷贫的影响
贫困转移矩阵（表3-1）呈现了样本A在2011–2013和2013–2015年间的贫困转移情
况。结果显示，2011年贫困人口占比25.1%，其中有32.8%在2013年脱贫；2011年的非
贫困人口占比为74.9%，其中有2.6%在2013年陷贫。这反映了扶贫开发中存在“边脱
贫边返贫”的现象，但由于脱贫人口多于陷贫人口，所以总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 
2013年贫困人口占比下降到18.8%，其中有45.1%在2015年脱贫；2013年的非贫困人
口占比81.2%，其中有1.4%在2015年陷贫。二项式检验显示，2013–2015年的脱贫比
例较2011–2013年有显著提高，而陷贫比例较2011–2013年有显著降低（二项式检验
的p值均小于0.001，后续关于陷贫比例和脱贫比例的比较都通过了二项式显著性检
验）。这一方面反映了扶贫攻坚加快了脱贫进程，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仍有相当
比例的贫困群体滞留在贫困状态，表明在未来三年精准脱贫攻坚时期的反贫困任务仍
然十分艰巨。

表3-1还呈现了样本A中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脱贫和陷贫情况。结果显示，2011–2013
年期间，健康状况差的贫困群体中仅有14.5%在2013年脱贫，显著低于2011年样本A
中贫困群体32.8%的脱贫比例；而该期间内，健康状况为一般和好的贫困群体脱贫比
例分别为45.1%和52.4%，显著高于样本A中贫困群体32.8%的脱贫比例。2013-2015
年期间，各健康状况群体中贫困人口脱贫的比例都有所上升，但是健康状况差的贫困
群体的脱贫比例（24.5%）仍然显著低于健康状况为一般和好的贫困群体的脱贫比例 
（分别为63.3%和68.6%）。表3-1还显示，2011–2013年间，健康状况差的非贫困群
体中有高达11.1%的比例在2013年陷入贫困，显著高于样本A中非贫困群体2.6%的陷
贫比例。而健康状况为一般和好的非贫困群体在2011–2013年间的陷贫比例分别只有
0.4%和0.1%。在2013–2015年间，我们同样发现健康状况越差的非贫困群体陷贫的
比例越高。上述结果直接说明了健康状况越差（好）的群体中，贫困人口脱贫的比例越
低（高），非贫困人口陷贫的比例越高（低）。由此可见，健康和疾病风险确实是当前中
国陷贫和返贫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对陷贫概率有重大影响，是脱贫攻坚阶段应当有
针对性地着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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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A

2013年（N=7498）
2011年（N=7498） 贫困（18.8%） 非贫困（81.2%）
贫困（25.1%） 67.2% 32.8%
非贫困（74.9%） 2.6% 97.4%

2015年（N=7498）
2013年（N=7498） 贫困（11.4%） 非贫困（88.6%）
贫困（18.8%） 54.9% 45.1%
非贫困（81.2%） 1.4% 98.6%
样本A子样本

健康自评为差 2011–2013 (N=1988) 2013–2015 (N=2059)
贫困群体脱贫比例 14.5% 24.5%
非贫困群体陷贫比例 11.1% 5.9%
健康自评为一般 2011–2013 (N=3796) 2013–2015 (N=3840)
贫困群体脱贫比例 45.1% 63.3%
非贫困群体陷贫比例 0.4% 0.1%
健康自评为好 2011–2013 (N=1714) 2013–2015 (N=1599)
贫困群体脱贫比例 52.4% 68.6%
非贫困群体陷贫比例 0.1% 0.0%

3.4.2 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
表3-2呈现了2011–2013年、2013–2015年和2011–2015年期间，医疗保险对基于脆
弱性的“贫困”的干预效果。2011–2013年，控制组（无医疗保险人群）陷贫概率下降
了4.5个百分点，干预组（有医疗保险人群）下降了6.4个百分点，虽然干预组（有医疗保
险人群）比控制组（无医疗保险人群）陷贫概率多下降了1.9个百分点，但PSMDD结果
显示两组下降幅度的差异不显著。2013–2015年，控制组（无医疗保险人群）陷贫概
率下降了6.2个百分点，干预组（有医疗保险人群）下降了7.5个百分点，但两组下降幅度
的差异仍不显著。2011–2013年和2013–2015年的PSMDD结果都表明，在一个相对
较短的时期内（即两年周期中），医疗保险的减贫成效不显著。

2011–2015年期间，控制组（无医疗保险人群）陷贫概率下降了10.7个百分点，干预组
（有医疗保险人群）下降了13.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是2011–2013年和2013–2015年
两个时间段的累积，干预组（有医疗保险人群）比控制组（无医疗保险人群）陷贫概率
多下降了3.2个百分点。PSMDD结果显示，两组下降幅度差异在99%的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时相比，参加医疗保险使得2011–2015年的平均陷贫概率
多下降了3.2个百分点。医疗保险在较长时期来看（即四年周期中）具有显著的减贫效
果。上述结果说明了参加医疗保险能够在较长时期中显著减轻贫困。此结果同时弥补了
Hamid et al.（2011）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局限性，捕捉到了医疗保险在较长
时期的减贫效果，也进一步印证了Hamid et al.（2011）提出的医疗保险短期无作用、长
期有作用的假说。此发现也和黄薇（2017）的结论一致，即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随着
时间延续有所增强。

跨年的贫困变化 PSMDD结果 标准差 |t| 观测值

2011–2013 无医疗保险 –0.045 –0.019 0.013 1.48 14 996
有医疗保险 –0.064

2013–2015 无医疗保险 –0.062 –0.013 0.011 1.11 14 996
有医疗保险 –0.075

2011–2015 无医疗保险 –0.107 –0.032*** 0.012 2.65 14 996
有医疗保险 –0.139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不等于0。

表3-1 
贫困转移矩阵

表3-2 
PSMDD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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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
表3-3呈现了公式（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自付比例的系数在样本B全样本（第1列）
和健康状况差的子样本（第3列）的回归中显著为正，表明对于健康状况差的群体（即
样本B全样本中的基准群体），自付比例和贫困脆弱性显著正相关，或者说医疗保险保
障水平和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样本B全样本回归中的交互项“自付比例×健康状况
一般”、“自付比例×健康状况好”的系数均为负，与自付比例系数的正值相抵消。同
时，在健康状况一般和好的两个子样本回归中（第4、5列），自付比例的系数不显著，说
明对于健康状况一般和好的人群（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自付比
例）和贫困脆弱性（基于脆弱性的贫困）无显著相关性。上述结果与假说三的论断相一
致，即“医疗保险对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减贫效果不同：对于健康状况差的个体，提高
保障水平（降低自付比例）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提高保
障水平（降低自付比例）不能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

白重恩等（2012）和潘杰等（2013）发现医疗保险对参保居民的消费或健康有正向作
用，并且社会经济状态较差的“弱势群体”参保后获益更大。本部分从健康状况而非经
济状况的角度定义“健康弱势群体”，证实了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于健康状况差的
群体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群体的作用不明显。这一发现可以从既
有理论研究中得到解释（Kovacevic and Pflug, 2011）。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高
保障水平（低自付比例）的医疗保险提高了资产侵蚀效应，但由于其健康状况较好，医
疗费用低，医疗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低，损失补偿效应不一定大于资产侵蚀效应。因
此，提高保障水平不一定能降低这类人的贫困脆弱性。而对于健康状况差的人群，进一
步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其损失补偿效应更可能大于资产侵蚀效应，因此，更有助于
降低其贫困脆弱性。

表3-3中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合预期。出生年份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老年群体的贫困脆弱
性高于相对年轻的群体。男性的贫困脆弱性低于女性。受教育群体的贫困脆弱性低于
未受教育的群体。城镇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低于农村居民，说明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仍然
是农村，此外，我们发现贫困脆弱性（即陷贫概率）大于50%的城镇个体在样本B中并
不存在，即当我们使用基于脆弱性的贫困这一虚拟变量度量贫困时，全体城镇个体都
被识别为0，即非贫困，这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中国只选择农村居民作为精准脱贫对
象有其合理性。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研究也考虑只对农村样本进行分析，该检验不
改变结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城镇居民的贫困脆弱性（陷贫概率）在0-50%之
间，这表明在2020年后的“后脱贫时代”防止城镇居民陷贫和返贫的工作仍不容忽
视。省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贫困脆弱性越
低。2013年虚拟变量系数（–0.034）的绝对值和显著性均低于2015年（–0.079），且
2015年系数的绝对值超过了2013年系数绝对值的两倍，一方面表明2013–2015年的
减贫成效高于2011–2013年这个周期的减贫成效，另一方面也表明减贫效果随着时间
延续累积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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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回归结果

样本B
模型b

（1）
全样本

OLS

（2）
全样本

Logistica

（3）
健康状况差

OLS

（4）
健康状况一般

OLS

（5）
健康状况好

OLS

自付比例 0.129*** 0.051** 0.064* –0.004 –0.035
(0.036) (0.024) (0.038) (0.025) (0.065)

自付比例×健康状况一般 –0.198*** –0.034b
(0.044) (0.034)

自付比例×健康状况好 –0.176** –0.145***
(0.073) (0.043)

健康状况一般 –0.069** –0.147
(0.029) (0.026)

健康状况好 –0.085 –0.082**
(0.052) (0.033)

出生年份 –0.009*** –0.007*** –0.014*** –0.005*** –0.01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3)

男性（是=1） –0.229*** –0.204*** –0.321*** –0.123*** –0.215***
(0.017) (0.010) (0.025) (0.020) (0.038)

未读完小学或私塾教育 –0.214*** –0.147*** –0.233*** –0.191*** –0.154**
(0.027) (0.018) (0.034) (0.041) (0.074)

小学毕业 –0.321*** –0.236*** –0.366*** –0.253*** –0.202***
(0.026) (0.018) (0.034) (0.037) (0.059)

至少初中毕业 –0.295*** –0.314*** –0.409*** –0.207*** –0.183***
(0.026) (0.017) (0.032) (0.036) (0.062)

城镇户口（是=1） –0.168*** –0.266*** –0.086*** –0.047
(0.020) (0.034) (0.019) (0.042)

金融资产（百万元） –0.155 –0.586** –0.434 –0.136 0.008
(0.153) (0.294) (0.264) (0.141) (0.151)

房屋资产（百万元） 0.004 –0.109*** 0.028 0.003 –0.108*
(0.010) (0.034) (0.065) (0.007) (0.057)

土地资产（亩） –0.001 0.001 –0.002 –0.001 0.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2)

其它固定资产（百万元） 0.057 –0.222 –0.070 –0.105 0.104
(0.131) (0.165) (0.375) (0.100) (0.115)

已婚（是=1） 0.004 0.022 0.034 –0.042 –0.025
(0.028) (0.017) (0.044) (0.040) (0.068)

子女数量 0.037*** 0.037*** 0.026*** 0.040*** 0.031**
(0.006) (0.004) (0.009) (0.007) (0.015)

省人均GDP（百万元） –3.337*** –4.331*** –5.135*** –1.980*** –2.545**
(0.459) (0.344) (0.703) (0.476) (0.984)

2013年 –0.034** –0.029* –0.030 –0.031 –0.026
(0.016) (0.012) (0.025) (0.022) (0.047)

2015年 –0.079*** –0.075*** –0.078*** –0.076*** -0.023
(0.018) (0.012) (0.025) (0.022) (0.052)

常数 18.80*** 27.53*** 9.394*** 19.61***
(2.014) (3.236) (2.223) (5.444)

观测值 2103 2103 1001 890 212
R2 0.559 0.744 0.651 0.384 0.511

注：回归时使用了CHARLS提供的校正了无应答的个人权重；括号里的数字为社区层面调整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不

等于0。

a.  Logistic模型汇报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常数项无边际效应。由于城镇居民在样本B中都为非贫困，城镇户口（是=1）和贫困（是=1）完全相关， 

导致Logistic模型的不收敛，因此在Logistic模型中剔除了城镇户口（是=1）；

b. 回归（1）、（3）、（4）和（5）的被解释变量为贫困脆弱性，回归（2）的被解释变量为贫困（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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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实证研究小结

本部分利用CHARLS（2011, 2013, 2015）微观数据考察了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贫困
转移矩阵，检验了医疗保险对于贫困的干预效应，最后分析了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和贫
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本部分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2011年到2015年的中国贫困
状况有显著改善，贫困群体的比例从2011年的25.1%减至2013年的18.8%，2015年进
一步减至11.4%。同时，不同健康状况下的贫困转移情况显示健康状况越差的群体， 
脱贫比例越低、陷贫比例越高，显示健康状况对脱贫和陷贫的影响。第二，我们捕捉到
了医疗保险在短期和相对长期的减贫效果，医疗保险在较短时期内（2011–2013,  
2013–2015）的减贫效果不显著，在较长时期（2011–2015）来看才有累积的显著减
贫效果，和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相比，参加医疗保险能够使得2015年陷贫概率下降3.2
个百分点。第三，通过考察了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发现了在不同健康
状况下，提高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所差异：对于健康状况差的
个体，提高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会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而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个
体，提高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则不会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

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对减贫效果的的影响具有健康异质性。因此，可
以适当提高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险待遇，比如降低大病保险的免赔额、支付较低的自付
比例、政府提供补充医疗保险或者累进报销（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达到精准
扶贫的效果，解决其医疗费用负担相对突出的问题。具体而言，比如四川成都的大病医
疗保险规定医疗费用报销按保险有效期内累计医疗费用高低分段累进支付，医疗费 
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分段报销比例为：0–5000元为50%；5000元至20 000元为
60%；20 000元至50 000元为76%；50 000元以上为91%。），由于医疗费用越高隐 
含了健康状况越差，累进报销某种程度上为健康状况越差的群体提供了较低的自付比
例，达到了精准帮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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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险扶贫的中国案例

中国保险扶贫将政府支持和市场运作相结合，通过提供包括健康保险、
农业保险、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意外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在内的多种
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旨在兜住贫困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致贫返贫的
底线和增强其便捷获得贷款的能力。由于疾病和灾害是中国当前最主要
的贫困诱因（占比分别为42%和20%），所以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被列
为保险扶贫工具的优先选项，并作为本报告的主要案例。项目组先后前
往农业保险扶贫典型地区河北省阜平县和健康保险扶贫典型地区云南
省大理州进行实地调研，并从瑞士再保险获得了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
险扶贫的相关资料。研究发现，保险扶贫项目取得成功具备一些共性特
征，一是地方政府要有风险意识和对保险的基本需求；二是保险机构能
够有效供给满足地方需求的个性化保险产品和服务，且具备相应的承保
能力和承保技术；三是地方政府与保险机构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
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当然，保险扶贫实践探索中还存在着诸
多问题，商业可持续性和保险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是各地保险扶贫普
遍面临的共同挑战。

4.1 中国实践概览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各级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保险在扶贫开发和助推脱贫中
的重要作用，纷纷根据当地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与保险机构紧密合作探索保险扶贫
路径，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扶贫模式，为其他地区开展保险扶贫工作提供了有益借
鉴。根据中国保监会提供的《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经验汇编》资料，我们简要介绍各地
保险扶贫实践做法，如表4-1所示。

表4-1  
中国保险扶贫地方实践概览

地区 扶贫方式 主要做法

宁夏 一揽子保险扶贫 提供包括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家庭意外伤害保险

的“脱贫保”产品，防止因灾、因病、因意外致贫返贫。

云南昭通 健康保险扶贫 利用民政医疗救助基金为特困人群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实现民政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的同步报销和即时结算，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四川凉山 责任保险扶贫 提供包括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农村住房保险、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保险等的“惠农保”产品，防

止因灾因意外致贫返贫。

甘肃 一揽子保险扶贫 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保险和大病保险，防止因灾因病致贫返贫；开发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和引

导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解决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和贫困地区资金短缺问题。

江西赣州 健康保险扶贫 财政全额出资为贫困人口购买精准扶贫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

自付部分再次进行报销，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河北阜平 农业保险扶贫 创建“联办共保”机制，开发14个特色优势农业保险品种，防止因灾致贫返贫；建立扶贫贷款风

险共担机制，引导保险资金支农融资。

黑龙江 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 基于指数保险的原理，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和气象监测技术，为黑龙江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提供

基于流域洪水、降雨过多、干旱及积温不足等农业灾因的巨灾保险保障。

河南兰考 一揽子保险扶贫 提供包括农业保险、农民意外健康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农户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16个险

种在内的扶贫保险产品体系，防止因灾因意外致贫返贫和解决农户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浙江景宁 保证保险扶贫 发展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信用增级服务，帮助其低成本便捷获得贷款。

贵州 一揽子保险扶贫 提供农业保险、农房保险、大病保险和保证保险的保险组合产品，防止因灾、因病、因意外致贫

返贫和解决农户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湖南 一揽子保险扶贫 提供特色农业保险、大病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小额人身保险、扶贫贷款保证保险等

多个保险产品，防止因灾、因病、因意外致贫返贫和解决农户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云南大理 健康保险扶贫 财政全额出资为贫困人口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对在政策范围

内个人合规医疗费用进行100%赔付，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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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国保险扶贫将政府支持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突出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重
点保障和精准扶贫，通过提供多种类型的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比如健康保险、农业
保险、意外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兜住了贫困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致贫返贫的底
线，增强了贫困人口便捷获得贷款的能力。如前所述，疾病和灾害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
贫困诱因，所以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被列为保险扶贫工具的优先选项，这也是各地保
险扶贫实践探索中普遍采取的做法。当然，意外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在保险扶贫中也
有一定的应用，比如四川凉山的责任保险扶贫、浙江景宁的保证保险扶贫等。鉴于此，
我们将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扶贫作为本报告的主要例子。为切实了解这两类保险在助
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作用，项目组先后前往农业保险扶贫典型地区河北省阜平县和健
康保险扶贫典型地区云南省大理州进行实地调研，并从瑞士再保险获得了黑龙江农业
巨灾指数保险扶贫的相关资料。接下来，我们就农业保险扶贫和健康保险扶贫展开具
体分析。

4.2 河北阜平：农业保险扶贫

2014年7月，河北省金融办出台《关于支持阜平创建金融扶贫示范县的实施意见》，为
阜平县确立了金融扶贫思路。阜平县政府深刻认识到保险在金融扶贫中的联动作用，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紧密合作，探索出了以农业保险为
突破口的“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精准扶贫模式。下面，我们从主要做法、经验启示、存
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分析阜平农业保险扶贫情况。

4.2.1 主要做法
阜平“金融扶贫、保险先行”模式以农业保险为突破口，把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作为关
键举措，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的功能作用，建立起“政府+保险+银行+农户”的扶贫体系，
旨在为贫困农户生产经营提供风险保障和信贷支持。主要做法如下：

(1) 创建农业保险“联办共保”机制
风险管理模式上，阜平县政府与人保财险共同管理、共担风险。保费收入由政府保险
专户与人保财险5:5分配，保险理赔也由政府保险专户与人保财险5:5分担，实质上形成
了阜平县政府对人保财险扶贫农业保险业务50%的成数比例再保险，政府扮演着再保
险人的角色。为防止把政府负担部分的保费赔穿，政府出资3,000万元设立保险基金，
如果当年理赔金额小于保费收入，结余自动留存保险基金。此外，政府建立巨灾风险
准备金制度，由县财政部门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政府部分的25%以内提取，用于
政府承担的50%赔偿额内的巨灾赔付。发生巨灾时，保险公司在其承担的50%赔偿额
内足额赔付。

专栏4-1 阜平县情况简介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地处太行深山区，辖6镇7乡1个社管会，209个行政村，是
一个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发展基础弱、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级贫困县。根据
《2015年阜平县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全县有164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4万户10.81万人，贫困发生率为54.4%；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后位，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只有5,15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9%；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资金技
术等经济要素支撑弱；财政金融支持脱贫方面存在“血源不足、血脉不通、血流不
广”问题。其中，“血源不足”表现为全县财政收入和扶贫专项资金较少，投入脱贫
攻坚的能力有限；“血脉不通”表现为金融服务机制不健全，金融机构因经营成本
高和风险大而不敢贷、不愿贷，农户因收入低和缺乏合格抵押物而贷款难、贷款
贵；“血流不广”表现为金融产品单一且适应性不强，无法满足农民多层次的金融产
品需求。

注：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项目从2015年初开始正式启动，本专栏通过2014年数据资
料描述阜平县在保险扶贫项目启动之前的基本情况，以便下文对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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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上，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网络。该服务网络由县金融服务中心、乡金融工
作部、村金融工作室构成，覆盖全县13个乡镇209个行政村，解决了保险进农村面临信
息不对称、人力成本高、组织力量薄弱的难题。

险种设计上，实现农业保险对阜平县主要种养产品全覆盖。除了提供中央和省级财政
补贴的玉米、奶牛、能繁母猪等8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外，阜平县还根据当地农业 
种养特色，开发了大枣、核桃、肉牛、肉羊等14个县级财政补贴的特色优势农业保险品
种8。这些特色优势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均包括灾害险和成本损失险，既保障自然灾害
和疫病等造成的产量损失，又保障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的种养成本损失，锁定了农户农
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保险与扶贫”项目组在河北阜平调研。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保障水平上，实行政府补贴保费保基本、农户自愿参保保增量。为切实兜住农业生产经
营风险和真正做到保险普惠，阜平县实施了“基本+补充”的农业保险开办制度，县财
政对特色优势农业保险补贴保费60%并实行统保，农户根据自身意愿和缴费能力决定
是否缴纳剩余的40%部分。

 

8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8个品种包括玉米、花生、马铃薯、温室大棚、森林、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特色优势

农业保险的14个品种包括大枣、核桃、肉牛、肉羊、肉鸡、种羊、食用菌、肉驴、中药材、皮毛动物、蜂业、杂

粮、果品、粮食作物产值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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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损理赔上，由人保财险、县政府金融办等相关部门和乡村两级金融服务机构共同实
地勘察定损，按照实际损失程度赔付理赔金额的95%，确保农户受灾后尽快获得损失补
偿，及时进行生活自救和再生产。

(2) 建立扶贫贷款风险共担机制
阜平县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的方式，建立“保险+政府+银行”的扶贫贷款风险共担
机制，破解了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难题。阜平县政府成立注册资金为3亿元的惠农担
保公司，为参加农业保险且三户联保的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脱贫户、扶贫龙头企业
等）提供贷款担保。农户向银行贷款，只要将农业保险保单向惠农担保公司质押，便可
得到惠农担保公司全额担保，银行按照担保资金的一定比例放大贷款额度（一般为1: 
5）。在贷款审查上，建立了银行和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机构联合审查的贷款审批工作
流程，确保了信贷资金投向的透明性和安全性。由于农业保险为农户偿还贷款提供了
基本保障，并且惠农担保公司对贷款损失全额代偿，使得银行放贷积极性大幅提升。 
在贷款补贴上，县财政对5万元以下的贫困户贷款贴息80%，对基本脱贫户三年减半贴
息，对带动农户的扶贫龙头企业给予贷款额的3%贴息。

图4-1 
阜平县“联办共保”机制示意图

图4-2 
阜平县扶贫贷款风险共担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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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导保险资金直接支农融资
按照“政府政策支持+保险资金融资+保险风险保障”的运行模式，阜平县政府与人保
集团合作启动“政融保”扶贫项目，提供“保险+融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满足农户
对保险和融资的双重金融服务需求。人保集团在阜平县推出“人保支农融资”产品，为
县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和涉农企业提供额度为10万元~1,000
万元、期限为6个月~3年、利率为6%的保险资金融资，支持农户生产和农业产业发展。

通过农业保险全覆盖，阜平县初步形成了政府政策支持、保险风险保障、银行和保险
融资贷款、龙头企业带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不仅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了风险保障和
信贷支持，而且放大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撬动了更多的金融资金，进而在促进贫困
户脱贫的同时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此外，为防止出现骗保、骗贷及恶意违约行为，阜
平县政府与人保财险共同推进农村诚信体系建设，通过承保理赔等环节“边采集、边
办理”的方式采集农户信息，逐步建立农户电子信用信息档案，并树立“信用也是财
产”的社会共识，为提升保险扶贫可持续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专栏4-2 阜平县农业保险扶贫成效
 ̤ 经济指标逐渐趋好，减贫效果十分明显 
《2017年阜平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阜平县实现财政收入3.61亿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42元，与2014年相比分别提高22.4%和27.0%；贫困人
口由2014年的10.81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2.88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由54.4%下
降到14.8%。

 ̤ 农业保障水平提升，农户生产风险降低 
2015年全县共办理农业保险455单（大部分农户以村为单位参保），覆盖4.24万
户，保费收入1,025.77万元，保险金额11.3亿元，为1.8万户次支付保险赔款
1,357.16万元。2016年共办理农业保险1039单，覆盖5.48万户，保费收入
2,794.46万元，保险金额13.7亿元，为2.8万户次支付保险赔款3,083.77万元。

 ̤ 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户增收效果显著 
在扶贫政策支持下，阜平县大枣、核桃、肉牛、肉羊等产业快速发展，食用菌产业
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2016年，食用菌产值达到2.5亿元，共辐射带动农户
8,650余户，其中贫困户3,200户，户均增收2万元左右；中药材产值1.03亿元，带
动贫困户2,230户，户均增收2.09万元。

 ̤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放大，金融资金撬动作用明显 
2016年县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1,400万元，使农户获得了13.7亿元保险保障，
相当于将1元扶贫资金效益放大98倍。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
构纷纷进入阜平市场，截至2016年底，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1.78亿元，“政融保”
项目为229户贫困农户、20家农业企业提供了8,644万元的资金支持。

数据来源：阜平县金融办（2017），王学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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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经验启示
阜平“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精准扶贫模式，既发挥保险机制内生的经济补偿功能，防
止贫困人口因灾致贫返贫，兜住了农户的生产经营风险；又发挥保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增
信融资功能，为产业扶贫注入资金“活水”，增强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
还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放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解决了金融保险扶贫面
临的实际障碍。通过对阜平农业保险扶贫实践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五点经验启示：

(1) 基本需求——地方政府的风险与保险意识十分重要，保险本质与扶贫需求天然契
合，可以成为地方政府脱贫攻坚的有效抓手。阜平县政府基于对县情的把握，深刻认识
到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户致贫返贫的主要风险因素，同时也认识到保
险的本质是风险保障，可以对受灾人口进行精准补偿。在这样的认识下，阜平县政府将
保险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需求，与人保财险合作探索农业保险扶贫路径，实现农业保
险对当地主要种养产品全覆盖并给予保费补贴，较好地解决了因灾致贫返贫问题。因
此，在理念上，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保险扶贫的独特优势并提高对保险的重视程
度，将保险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纳入扶贫开发政策支持体系；在制度上，地方政府应
当为保险扶贫提供政策支持，从财政补贴、税费优惠、工作协调等方面支持开展保险
扶贫工作。

(2) 有效供给——保险机构应当具备服务地方脱贫需求的能力，应针对地方扶贫痛点
提供解决方案。人保财险积极响应阜平县保险需求，根据当地种养特色，着力开发了大
枣、核桃、肉牛、肉羊等14个特色优势农业保险品种，承保范围包括灾害险和成本损失
险。人保财险对阜平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切实兜住了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不仅实
现了对贫困的精准祛除，而且促进了农业产业发展。因此，保险机构参与扶贫开发，应
根据各地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因地制宜创新保险扶贫模式，开发“精准对接需求”的
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比如，着眼于提升贫困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开发保价格、保
收入的农产品价格保险和特色优势农业保险；着眼于缓解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问
题，构建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探索创新保险支农融资方式。

(3) 创新合作——创新的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保险扶贫成功的制度保障。阜平农业
保险扶贫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阜平县政府与人保财险创新性地构建了“联
办共保”机制，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险种设计、保障水平、定损理赔五个方面共同
管理与风险共担。“联办共保”机制分别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优势和保险机构的技术
服务优势协同推进保险扶贫工作。一方面，保险机构借助政府部门特别是乡村两级熟
悉贫困人口实际情况的优势，共同进行查勘定损与理赔服务，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和经
营风险；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与政府共同推进农村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骗保行为，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从而提升保险扶贫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地方政府与保
险机构创新合作和紧密配合，才能调动保险机构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才能降低保
险扶贫工作的成本和难度，才能提升扶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4) 特色载体——保险扶贫通过“产业”这个载体得以落地实现，并放大效应，同时可
以有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增强发展可持续性。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是阜平
县摆脱贫困的最可行途径，但农业因弱质性突出而潜藏着巨大风险，贫困人口因资产
结构单一和缺乏合格抵押物等而普遍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农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为破解这一难题，阜平县以农业保险为纽带，通过发展特色
优势农业保险化解农业生产风险，通过农业保险保单质押为贫困人口提供担保融资，
从而提振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信心，促使其积极主动从事特色农业生产以提高扩产
增收能力。因此，围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扶贫保险，能够有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
生发展动力，促进扶贫开发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最终实现可持续产业发展脱贫
之路。

(5) 多方协同——保险增信功能可以直击农村“贷款难、贷款贵”的痛点，打通脱贫“
血脉”，发挥政府、保险、银行多方扶贫协同效应。为破解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资
金瓶颈，阜平县政府成立惠农担保公司并与银行合作，以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的方式为
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建立了“政府+保险+银行”的扶贫贷款风险共担机制，既能帮助
贫困人口低成本便捷获得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又能降低贫困地区的金融风险，具有显
著的正外部性。因此，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以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等
形式强化风险缓释手段，调动银行信贷积极性，形成政府、保险机构和商业银行风险共
担的扶贫信贷体系并有效发挥其协同效应，可以打通农村金融“血脉”，进而形成“活
水引流、产业致富”的多方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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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存在的问题
尽管阜平农业保险扶贫模式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效果，但目前未能在更多贫困地区得到
复制推广。究其原因，除了各地致贫原因与脱贫需求不同外，该模式自身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主要表现为：

(1) 保险扶贫商业可持续性受到挑战。虽然扶贫保险具有保障全、保额高、费率低的特
征，但由保险公司承办应当遵循基本商业原则，在平衡好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关系的
基础上实现保本微利经营，如此才能确保该项业务持续进行。从阜平实践看，2015年和
2016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均低于保险赔款，如果算上运营管理费用，人保财险农业保
险业务亏损额度会更大，无法实现保本微利经营，长此以往有损保险机构参与扶贫开
发的积极性。

(2) 保险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承保能力有待提高。目前，除“联办共保”安排外，人保
财险没有专门为阜平农业保险业务安排再保险，类似的农业扶贫保险能否进入一般农
险再保合约，仍存疑问。如果某个年度遭受重大农业自然灾害，人保财险将可能会因巨
灾风险保障缺失而导致巨额亏损。再保险能够对特定区域内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进行
有效分散，保险机构在复制推广阜平经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再保险支持，从而扩大承
保能力。

(3) 保险扶贫工作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虽然创新的公私合作模式是保险扶贫成功的制
度保障，但是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边界，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针对保
险进农村风险大、成本高以及贫困人口保险意识淡薄的问题，阜平县政府与人保财险
创建了农业保险“联办共保”机制和三级金融服务网络，政府在保险扶贫中扮演了多
个角色，包括保费补贴的投保人、共同保险人、保险销售和理赔运营的服务者。这一方
面促进了保险扶贫工作，另一方面使得扶贫保险从保费来源到承保能力，再到运营管理
都高度依存于地方政府，一旦地方政府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主要领导或者直
接负责人发生变化，农业扶贫保险的经营有可能难以为继。

(4) 保险扶贫对象监管有待完善。尽管脱贫攻坚的重点人群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但
如果直接给予其贷款，政策效果未必理想。如果给予扶贫龙头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
如保费补贴、信贷支持），将能调动其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积极性，通过增强贫困人口
农业种养技能来提高脱贫持续性和稳定性。在保险风险保障、银行和保险融资贷款的
支持下，阜平县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农户的扶贫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完
善龙头企业享受扶贫融资贷款的标准界定，例如雇佣贫困农户的数量和比例等，并加
强事后监管，以确保贫困群体从龙头企业的发展中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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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

2016年，根据黑龙江省的主要自然灾害风险（干旱、低温、洪涝等）情况，瑞士再保险
作为技术顾问协助黑龙江省财政厅研究并设计了中国首个“农业财政巨灾指数保险”，
此方案可以更好地保障黑龙江省的粮食安全，同时放大了黑龙江省28个贫困县的财政
救灾资金，确保灾害发生后，财政部门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尽快安置受灾农民、抢修
农业设施、恢复农业生产。这一做法为政府农业财政巨灾风险转移提供了新的解决思
路。

9

9 如果此10亿元的应急资金没有投入使用，则递延到次年继续使用，且额度并不增加。

专栏4-3 黑龙江省灾害情况简介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全省土地总面积47.3
万平方公里 （含加格达奇和松岭区），是全国第6大的省份。黑龙江省是我国最重要
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具有商品率高、增长潜力大、规模化经营等特点，在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
6058.5万吨，商品量和调出量均为全国第一。

然而，干旱、洪涝等农业灾害的频繁发生也给当地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影响。1985
年以来，全省因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的作物减产面积平均分别为4381和2241万
亩，绝收面积平均分别为273.5和303.8万亩，导致的减产面积可占全省作物播种总
面积的50%左右。 

面对自然灾害及其带来的后果，及时有效地提供救援、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受灾地区的稳定等，需要政府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来解决问题。严重自然
灾害引发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主要由政府依据公共利益责任实施公共财政支出
的方式承担，在灾难发生时会在很大影响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构
成严重的财政风险，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指标和实体经济健康。

仅以2013年8月黑龙江省特大洪水灾害为例，当时嫩江、黑龙江、松花江相继出现了
超警戒特大洪水，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共计造成约52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约34.3万人。灾害发生后，黑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指挥部紧急启动了省自然
灾害救助I级响应。据报道，此次洪涝灾害造成黑龙江省直接经济总损失约191亿
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损失134亿元，工业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12亿元，水利设
施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因洪灾倒塌损毁房屋1.8万间，损坏灌溉设施5089处，损
坏护岸602处，损坏水闸795座，损坏塘坝652座。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的预备费
为10亿元，用来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难
以预计的突发事件9。可以看到，当真正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10亿元的应急资
金是难以迅速满足灾后救助和重建的资金需求，而灾后融资方式则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因为在面对发生概率较小的巨大自然灾害时，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救灾所
需的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灾前融资方式可以有效应对发生频率
低（如50年一遇等）同时又损失巨大的巨灾事件，它有助于降低政府的金融风险敞
口，在面对巨灾时为政府预算减少潜在的负担。保险就是灾前融资的主要金融工
具，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降低预算的波动，减少巨灾后筹集资金的需求，并增加预
算的确定性，同时有利于政府灾害救助贫困群体的需求。

数据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2014），黑龙江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2013），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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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主要做法
黑龙江“农业财政巨灾指数保险”基于指数保险的原理，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和气象监
测技术，为黑龙江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提供基于流域洪水、降雨过多、干旱及积温不足
等农业灾因约23.24 亿元人民币（约合3.48 亿美元）的巨灾保险保障。自运行以来，
针对黑龙江省2016年和2017年遭遇的自然灾害，该方案在多个贫困县的赔付率超过
400%，显著地放大了救灾资金规模，促进了救灾资源优化配置，解决了财政涉灾预
算“无灾不能用、有灾不够用”的难题。该项目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农业保险和扶贫项目
的三个第一：第一个在中国由政府出资购买的财政农业巨灾风险保险保障，第一个中国
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项目，第一个运用雷达遥感方式承保针对农业相关标的的洪水
损失的保险保障。

(1) 洪水淹没指数
洪水淹没指数是主要针对流域性洪灾风险设计的保障。由于洪水发生地的地势、时
间、覆盖云层及防范措施等因素都是影响流域性洪水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且这些因
素都是流动变化的因子，为洪水方案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由于流域型洪水受灾影响面积大，经济损失大，包括农田、农房及农业基础设施等多
种类的标的均会受到洪水导致灾害的威胁。为了更全面及时地反映洪水的受灾范围及
损失程度，瑞士再保险与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黑龙江省防汛办公室、中科院遥感所
等机构合作开发了洪水淹没指数保险，将黑龙江省应急响应机制与雷达卫星观测相结
合，启动雷达卫星观测洪水淹没情况。为了保证抓取洪水淹没范围的时效性，中国科学
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将联合E-geos公司在接受指令后立即调用由4颗合成孔径雷
达（SAR）卫星组成COSMO-SkyMed系统，开始观测，并根据此观测结果，得到投保区
域被洪水淹没点的总数，并以此作为保险赔付的数据来源和依据。

(2) 降水过多指数、干旱指数和低温指数
与此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很多局地性的灾害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影
响。为了更好更全面地保障地块局地性的灾害，瑞士再保险通过利用指定的地面站观
测到的客观数据，结合当地实际损失情况联合阳光农业相互公司及黑龙江省气象服务
中心共同开发了降水过多、干旱及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以应对灾害引发的农业巨灾风
险，放大省财政部门的农业救灾资金规模，确保灾害发生后，财政部门有足够的流动资
金，以尽快安置受灾农民、抢修农业设施、恢复农业生产。

降水过多指数，选取作物生长的关键期，结合当地物候、气象条件及历史发生的经济损
失等要素设计保障包括春季、夏季、秋季的过度降水的局地灾害的保险产品。该产品
是针对流域性洪水灾害保障的有效补充，真正做到局地化。在得到气象数据后的10个
工作日内中科院遥感所计算指标赔付并确认给瑞士再保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计算出赔款并支付相应款项。真正做到事前产品设计透明，事后赔付及时透
明。

干旱指数，选取夏季及春季标准化降水蒸散量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SPEI）作为本保险赔付的唯一依据。该产品选取作物生长的
关键期，结合当地物候气象条件及历史发生的经济损失金额等要素作为保险结构设计
的核心。在承保期间结束后，数据报告单位（黑龙江省气象局）提供平均温度、降水量
等数据，以此计算干旱指数，并将结果和赔付表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到通知后，
将赔付金给付给投保单位。

低温指数，采用承保期间约定指数计算周期内气温稳定通过10˚C的积温值，采用五日
滑动平均算法得出。该指数主要取决于1个变量，即当地气象站测得的温度。因此，每
个投保地区将确认1个当地可以公布此温度数据的气象站，该气象站公布的数据将作
为保险赔付的数据来源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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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经验启示
根据黑龙江财政巨灾指数保险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巨灾项目结合了当地基础数据，并
通过运用卫星雷达遥感指数，标准化降水蒸发指数，低温指数和降水过多指数等科技
含量比较高的多个指数为黑龙江省28个贫困县提供包括流域型洪水、干旱、低温和降
水过多等自然灾害的保障。综上，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案设计涉及三个维度：农业指
数选取，保险额度分配和损失模型建立。

首先，该方案基于指数保险的原理而设计，选取了可以表征农业灾害强度的指标。与其
他标地物不同，农业指数产品设计需同时考虑当地农作物的物候特点和历史气象条
件。黑龙江依温度指标从北向南可分为寒温带和中温带，依干燥度指标从东向西可分为
湿润区、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因此各个县农作物的物候特点差异较大，为指数产品的
设计带来很大挑战。过去两年，黑龙江省政府与瑞士再保险针对各个贫困县不断细化
主要农作物的关键生长期，不断分析典型灾因的季节性特点，不断优化农业指数的产
品设计结构，以尽可能降低该产品的基差风险，提高保障方案的专业性和适用性。

其次，该方案的保险额度分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按县分配，按灾因分配和按灾害季
节分配。由于该方案涵盖28个贫困县，每个县的农业生产规模、主要灾因类型和灾害
时间段均有差异。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瑞士再保险深入调研每个县的农业生产和经
营情况，提出总保额分配方案：总保险额度首先基于每个县的耕地面积，成比例分配到
县里；再根据每种灾因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分配给不同的灾因；最后结合
每种灾因季节性的特点，等比例分配到不同的时期。未来的产品设计将结合各个县实
时的农业损失情况，不断优化总保额的分配方案。

最后，该方案基于农业指数和保险额度建立损失模型，针对每个贫困县多种灾因和不
同灾害季节提供上百种定制化的保障方案。每个方案的损失模型均涉及较多的参数输
入，一类是与概率密度曲线相关的参数，包括离散性参数，趋势分析参数和曲线拟合参
数等，以更好地重现历史农业平均损失情况；另一类是赔付结构相关的参数，包括层数
设置、每层起赔点、每层退出点和每级赔付金额等，以更好地满足政府对保障频度和深
度的定制化需求。

4.3.3 存在的问题
尽管从目前来看，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体制障碍，为了今后更好的在全国各地推广农业巨灾指数
方案，使其充分发挥灾前融资、转移巨灾风险、降低财政负担等应有的成效，现总结几
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方面，现有的农业基础数据无法满足开发因地制宜的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案。农业
巨灾指数保障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因地制宜开发的巨灾保障
解决方案。随着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案在全国各地不断落地，承保的县市数量、灾因类
型和作物种类会大幅增加，各区域作物物候特征、气象条件、政府涉灾预算和保障需
求的差异化也将更加突出。针对不同的巨灾保障的定制化需求，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
案的设计工作也会将遇到新挑战，即如何获得高质量、连续性的农业基础数据，如何为
各地区政府提供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定制化的保障方案。如何满足保障方案对数据的
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除气象指数之外，卫星遥感影像等将会提供更
多植被生长周期内的关键参数，例如植被绿度指数、土壤墒情指数和洪水淹没指数
等，均可作为农业指数设计的依据。针对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数据，农业巨灾指数保障方
案需要考虑利用最新科技，结合现有的基础数据，优化分析海量的新型农业数据，从而
制定巨灾保障方案。简而言之，即需要依据先验知识设计方案，如某一区域历史损失情
况等，开展类似项目；或者依据后验知识设计方案，如明确的赔付频率或者赔付深度，
进行风险转移。

为解决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即结合现有经验和应用新技术，需要一个集成的自动化定
价平台，一方面需要农业基础数据支持，包括各地气象数据、遥感指数、种植信息，历
史损失和政府救灾财政支出等，以充分发挥现有经验技术的功效；另一方面，由于农业
生产活动受自然因素干扰较大，因而其损失模型的建立需要考虑更多的物理过程，需
要集成高性能计算技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而这对于开发和管理农业巨灾
指数保障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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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云南大理：健康保险扶贫

针对疾病是贫困人口最主要的致贫返贫风险因素，大理州政府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的重点工作之一。2016年12月，大理州政府出台了《大理州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
保险方案》，按照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方式，委托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以下简
称“人保健康”）承办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探索出了“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三道保障线的健康保险扶贫模式 。
下面，我们从主要做法、经验启示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分析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情
况。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保险与扶贫”项目组在云南大理走访贫困户。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专栏4-4 大理州情况简介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总面积29,459平方千米，山区面积占
比高达93.4%，是全国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滇西主战场。大理州辖1市11县，其中国务
院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个、云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个，建档立卡的贫困乡镇
33个、贫困村300个，脱贫攻坚任务任重而道远。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大理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12元，
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在财政收支方面，2016年大理州财
政总收入仅156.6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却高达294.82亿元，全州财政支出还需
要依靠上级补助。面对财政资金不足与扶贫需求较大的客观现实，大理州政府多领
域筹措扶贫资金和制定专属扶贫政策，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希望把有限的
资金投向最有需求的贫困户。

数据来源：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2016）；大理州统计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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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主要做法
缓解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环节是解决“看病贵”和 “报销难”问题，这也一直是人民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医疗问题。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模式充分发挥商业保险优势，精准
对接贫困人口的健康保险需求，建立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建档立卡
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三道保障线，旨在减轻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负担。主要做法如
下：

(1) 提升保障，让“看病不贵”
《大理州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方案》规定补充医疗保险自2017年1月1日零时
起保，承保机构为人保健康，12个县市作为统一的参保单位进行投保，参加补充医疗保
险的前提是参加了大理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健康保险扶贫实行“脱
贫不脱保”原则，即脱贫人口仍然可以参加为建档立卡补充医疗保险，保障对象既包括
已有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又包括在2017–2020年被重新核实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
体。

保费方面，2017年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费标准为58元/人，贫困人口不需要缴费，由
州、县市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州财政承担20%，县市财政承担80%。

保障方面，报销项目分为贫困户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和慢性病或特殊病的医疗费用。对
于参保人因病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经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补充医疗保险对政策范围内个人合规医疗费用
（不含自费部分）进行100%赔付；对于参保人因慢性病或特殊病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协议管理医疗机构内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报销限额内，补
充医疗保险对起付线部分进行全额补偿。针对贫困户的具体优惠政策可以概括为“三
免除、两提高、一降低、一兜底”：

“三免除”是指免除门诊的一般诊疗费，免除住院门槛费，免除县域内医院住院押
金。“两提高”是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报销金额由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报销比例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5%；大病保险最高报销金额由16.5万元提高到24.75万元，各段报销比例
在原有基础上提高5%。“一降低”是指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由6,000元先降至3,000
元后再次降至0元。“一兜底”是指财政出资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补充医疗保险，
对住院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的自付部分进行
100%赔付。

为揭示健康保险扶贫政策和补充医疗保险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的效果，我们给
出了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次医疗费用报销实例，如表4-2所示。在2017年6月份之前，
大病保险起付线为6,000元，第一次住院费用的实际自付比例为13.96%；自11月份起，
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为0元，第二次住院费用的实际自付比例降至4.52%，报销比例大幅
提高。

出院日期
总医疗费用 

（元）
新农合补偿金额

（元）
大病保险补

偿金额（元）

补充医疗保
险补偿金额 

（元）
自付费用 
（元）

自付比例 
（%）

2017/05/24 30,202.40 15,592.30 2,680.91 7,714.02 4,215.17 13.96
2017/11/13 7,360.95 4,919.71 1,475.91 632.53 332.8 4.52

数据来源：大理州人民医院（2017）

(2) 完善服务，让“报销不难”
由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多居住在偏远山区，且比普通人群多了一道补充医疗保险报销程
序，所以贫困户普遍反映医疗费用存在“报销难”的问题。为解决异地多重保障机制报
销的复杂性， 大理州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于2017年6月份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结算机制。在州内定点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时，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出院时只需支付医疗费用自付部分，剩余费用由医疗保险负责。此外，为解决
异地就医结算不便问题，大理州各县市医保局设立了绿色通道，由医保局负责接单并
进行“一站式”结算。可见，“一站式”即时结算通过优化流程和简化手续，极大地方便
了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报销，较好地解决了“报销难”的问题。

表4-2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险报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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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控风险，让健康保险扶贫可持续发展
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秉承商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人保健康实行独立
核算，承担经营风险，并建立了风险调节机制，当年经营若发生亏损，由人保健康全额
承担，但次年可根据经营预测适度调整保险费。

 

4.4.2 经验启示
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是在普惠性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引入精准性商业补充医疗保
险，同时不断完善医疗费用报销机制，有效提升了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极大缓解了
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健康保障。通过对大理健康保险扶贫实践的分
析，我们得到如下五点经验启示：

(1) 基本需求——健康保险扶贫衍生保障新需求。因病致贫返贫是脱贫攻坚面临的主
要障碍，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两道保障线的报销比例仅为70%，在面临高额医疗
费用时，剩余的30%医疗费用对贫困户而言仍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健康保险扶贫的
实质是减轻贫困户医疗费用的负担，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将平均分配到个人的有限财政
扶贫资金集中用于救助遭受大病冲击的困难群体，发挥保险聚焦的作用，从而提高了
健康保险扶贫的“精准度”。地方政府应认识到政府包办补充医疗保险的局限性，即政
府缺少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商业保险研发经验，更无人力和物力来提供专业的理赔服
务，从而需要结合市场机制与政府行政优势，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补充医疗保险。因
此，在健康保险扶贫中产生了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新需求。

(2) 有效供给——补充医疗保险为大病兜底。在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后，为了解
决贫困户大病医疗支出的后顾之忧，仍然需要补充医疗保险兜底剩余30%的医疗费用。
保险公司具有专业的保险产品服务经验，与政府相比，在产品设计方面有专业的产品开
发和精算部门，能够开展数据积累和分析，提供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保障方案。

(3) 创新合作——合署办公提高健康保险扶贫效率。为提高健康保险扶贫效率，保险
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实现“一站式服务”。一方面，人保健康社保部工作人员
派驻大理州县市医保局业务办理窗口，和当地医保局共同管理日常工作和开展业务，降
低了保险公司和医保局的沟通成本，提高了扶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大理州在2017年
6月研发了“一站式结算系统”，针对省内就医贫困户，医院设立绿色通道合署办公，有
效整合了扶贫办、医保局、人保健康、卫计委等部门资源，贫困户各项家庭信息和保障
信息一目了然，可以同步完成医疗费用的报销结算，提高了效率。

专栏4-5 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成效
 ̤ 贫困人口覆盖率高达100%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建档立卡贫困
户补充医疗保险”三道保障线的保障。

 ̤ 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持续下降 
截至2017年10月，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理赔的有2,781人次，报销
金额1,005万元，基本实现进入大病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含门诊特殊
病）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的100%报销。

 ̤ 受益人群广 
截至2017年10月，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内标识建档立卡贫困户35.2万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享受医疗保险待遇43,544人次，有效缓解大理州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
贫返贫问题。此外，大理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动态管理，既会补录贫困户，也
会剔除不精准识别和已脱贫的贫困户。大理州实行“脱贫不脱保”政策，补充医疗
保险保障的人群包括未脱贫、返贫及脱贫不脱保的贫困人口，因此享受补充医疗
保险的保障群体由2017年初的32.33万人增至2017年11月的35.2万人。

数据来源：大理日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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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载体——健康保险提高劳动生产水平。健康保险可以通过提高贫困群体的医
疗服务利用水平来发挥健康保障和健康管理的作用，从而提高劳动力供给水平和收入
水平。基于健康管理的需求，人保健康为大理患有慢性病、重大疾病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建立健康管理档案，提供日常生活建议，将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有效结合，倡导健
康保健和预防，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医保局积极推
行家庭医生签约到户，帮助贫困户进行健康管理和提高健康素养水平，为早日实现脱贫
打好基础。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保险与扶贫”项目组在云南大理与商业保险公司座谈。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5) 多方协同——各司其职助力健康保险扶贫。明确各部门职责定位和加强部门间协
作是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扶贫工作水平的重要前提。大理州扶贫办负责建立全州建档
立卡贫困户参保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州财政局负责做好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
疗保险费的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并做好资金跟踪问效相关工作；州人社局代表全州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人保健康签订补充医疗保险战略合作协议，做好扶贫政策宣传和咨
询工作，同时负责督促人保健康及时做好管理、经办和理赔等服务工作；州卫计委负责
督促医疗机构做好贫困户住院人员的服务工作。人保健康在健康保险扶贫过程中，与
政府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提示服务质量，做好相关管理和赔付等工作。

扶贫工作办公室 ̤  负责贫困户的建档立卡，提供多方共享的建档立
卡信息平台

财政局 ̤  负责补充医疗保险费配套补助资金和拨付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负责政策宣传、咨询等工作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  负责监督医疗机构合理施治、合理用药，有效控
制不合理费用的增长

人保健康 ̤  提供补充医疗保险，负责运营和理赔工作

图4-3 
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各部门职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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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存在的问题
尽管大理州健康保险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和体制障碍，导致健康保险扶贫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成效。具体而言，主要存在如
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健康保险扶贫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一方面，虽然目前医保基金能够维持收支平衡，
但随着贫困人口对医保报销优惠政策了解程度加深，医疗服务需求将大幅释放，“道
德风险”也会随之产生，很有可能会造成医疗费用急剧上升，所以医疗保险的高保障水
平和“脱贫不脱保”政策在长期来看会对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造成一定的压力。另一方
面，健康保险扶贫政策将大病起付线从6,000元降低到3,000元，再降低到0元，频繁
的政策变动给承办补充医疗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造成了压力。这种高保障水
平政策在脱贫攻坚期间内（2020年之前）尚可惠及所有贫困户，但一旦没有此类优惠
政策，可能还会频繁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现象，2020年之后的“后脱贫时代”健康保险
扶贫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2) 专属扶贫政策造成新的“不公平”。只有满足贫困户识别标准的农户才能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范围，“边缘贫困户”经济条件略优于贫困户识别标准，但仍有较高的
贫困脆弱性，在未来“陷贫”的概率极高。这些“边缘贫困户”无法参加建档立卡贫困
户专属的补充医疗保险，无法享受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专属保障政策，与建档立卡贫困户
相比，承担了相对较高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造成了“边缘贫困户”和“建档立卡贫困
户”之间的新的不公平。同时，“脱贫不脱保”政策导致已经脱贫的贫困户仍然能够参
加补充医疗保险，这样也导致了“边缘贫困户”和“脱贫贫困户”之间的不公平。健康
保险扶贫旨在降低大病风险给家庭带来的冲击，但如果专属扶贫政策导致了新的“不
公平”，将会导致资源分配的无效性和扶贫的不精准性。

(3) 健康保险扶贫相关部门之间信息和制度协调不畅。一方面，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
息是依靠人工拷贝的方式进行共享，各部门在救助对象、程序、标准和信息共享方面缺
乏有效的衔接政策，具有信息延迟和共享低效的特点。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反映民政救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自成系统，互相独立，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
的沟通协调机制，往往是各自为战，这对民政救助资源造成浪费，也不利于对贫困户进
行精准帮扶。

(4)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欠缺。大理州分布不均的基础医疗设施和服务仍然制约着
健康保险扶贫效果发挥，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贫困户所在的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不完善，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尚未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也未和贫困户建立起足够有效的沟通渠道，导致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了解有限，即使有
补充医疗保险也无法科学地管控自付费用；第二，家庭医生制度落实不到位，家庭医生
原本是给贫困户提供就医和咨询服务，倡导医养结合，提高健康素养，通过健康管理达
到健康扶贫的效果，但是由于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的短缺，尚无法达到家庭医生广覆盖
和真落地的目标，家庭医生的预期效果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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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案例小结

通过对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和大理健康保险扶贫三个典
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保险扶贫项目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需
求方面，地方政府要有风险和保险意识，认识到保险在化解致贫返贫风险上的独特优
势，将保险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工具；二是供给方面，保险机构应当积极响应地方脱贫
需求，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为地方扶贫痛点提供解决方案，并具备相应的承保能
力和承保技术；三是合作方面，地方政府与保险机构应当创新合作模式，比如联办共
保、合署办公等，为保险扶贫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此外，依托某个特色载体来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可以放大保险扶贫效果，政府各部门之间、保险机构和
其他金融机构的多方协同发力有助于实现保险扶贫可持续发展。

尽管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大理健康保险扶贫在实践中
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成效，但这三种模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共同面临的挑战是保险扶
贫商业可持续性以及保险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此外，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保险扶贫
中的角色和责任、完善保险扶贫对象监管、构建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制度协调
机制等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提高保险扶贫
减贫效果，而且有助于这些保险扶贫模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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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部分总结保险扶贫五个方面的基本结论，并针对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保险监管、保险机构四个方面提出若干建议。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和
建议主要针对中国保险扶贫实践，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面临贫困和
扶贫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们的研究和发现也能为全球扶贫减贫进
程贡献中国智慧。

保险扶贫五个方面的基本结论为：第一，保险在脱贫攻坚中可以发挥保
障、增信和融资三个方面的作用，但社会对保险扶贫作用的认识有待进
一步提高；第二，保险能否降低贫困脆弱性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
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保险扶贫的效果取决于被保险人
经济状况与风险状况、保险产品设计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和精准度；第
三，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直接有效地应对了“疾病”与“灾害”两个最
主要的贫困诱因，但现有保险扶贫案例的推广复制还需要克服很多困
难；第四，保险扶贫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内化保险扶贫项目的外部性有
助于改善其商业可持续性；第五，针对“边缘贫困户”和“后脱贫时代”
的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1) 保险在脱贫攻坚中可以发挥保障、增信和融资三个方面的作用，但社会对保险扶贫
作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保险的功能与扶贫的需求天然契合，保险保障功能可以提高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保
险增信功能可以帮助贫困人口低成本便捷获得贷款，保险融资功能可以缓解贫困地区
资金短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当人们提起保险扶贫时，仍旧将希
望寄托于社会保障，片面地认为社会保障能够满足贫困人口所有的风险保障需求。诚
然，社会保障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兜底保障作用，但同时也有局限性，比如社
会保险精准性不高、风险保障范围有限、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社会救助补偿机制不稳
健、只能“输血”却不能“造血”等，而商业保险恰恰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深刻认
识商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凝聚社会各方共识是保险扶贫顺利开展的首要
前提。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加强关于保险扶贫制度的顶层设计，将保险作为一项制度性
安排纳入全国扶贫开发政策支持体系，允许利用部分扶贫资金为贫困人口购买保险，
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保险工具的运用力度。地方政府层面，一方面提升治理理念，借助
市场力量，创新政府与保险机构的公私合作模式（比如联办共保、合署办公）来为贫困
人口提供效率更高、服务更广的风险保障；另一方面提升治理能力，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更好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
保险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和数据共享，做好与保险扶贫相关的管理和支持工作。保险
监管层面，加强组织领导，把保险助推脱贫攻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保险业的一
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保监会与国家扶贫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保险政
策与国家扶贫政策的协调配合。保险机构层面，提高专业自信和专业能力，从专业角度
凝聚关于保险扶贫三支柱的共识，提升保险服务脱贫攻坚的能力，平衡好商业利益与
社会责任的关系，并认识到向贫困人口提供保险有助于扩展业务范围和增强发展后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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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险能否降低贫困脆弱性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
共同决定；保险扶贫的效果取决于被保险人经济状况与风险状况、保险产品设计以及
政策支持力度和精准度。
通过构建理论框架，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得到，保险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由“
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与 “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共同决定。保险对贫困家庭和不同
资产量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同：对于“贫困家庭”，保费通常由政府全额补
贴，因此保险能够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助推脱贫；对于资产相对较少的“边缘脱贫家
庭”，支付全额保费会提高其贫困脆弱性；对于资产相对较多的“稳定脱贫家庭”，即使
支付全额保费，保险依然可以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从政策支持看，增加保费补贴比例和
降低保险附加费率，可以扩大保险降低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惠及范围，有助于促进
保险守住脱贫成果。从保险机制看，在单纯的比例保险机制下，高保障意味着高费率，
高赔付比例保险在降低稳定脱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同时，提高了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
脆弱性；在多样化的保险机制下，免赔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稳定脱贫家庭的贫困脆
弱性，比例保险机制更有助于降低边缘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实证研究发现，
医疗保险扶贫效果与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紧密相关，对于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提高保
障水平能显著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提高保障水平的减贫效
果不显著。因此，提高政策支持精准度和完善保险产品设计有助于增强保险扶贫效
果。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精准识别不同资产家庭，拓展扶贫对象，脱贫攻
坚除了聚焦“贫困家庭”（即“建档立卡贫困户”），还须莫忘“边缘脱贫家庭”（也称
为“边缘贫困户”）。进一步提高政策支持精准度，建立梯度式保费补贴机制，对贫困
家庭、边缘脱贫家庭、稳定脱贫家庭给予不同梯度的保费补贴，相关保费补贴区间应
根据不同风险及产品类型进行测算和调整；对符合条件的扶贫保险产品给予适当的税
费减免，以降低保险附加费率，惠及更多的脱贫家庭。保险监管层面，一方面引导保险
机构针对不同家庭，开发不同类型的“精准对接需求”的扶贫保险产品；另一方面加强
对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专业质量监管，切实保护被保险人权益。保险机构层面，优化
产品设计，设计层次化和菜单化的保险选项，有针对性地提供多个保障层次、不同免赔
额或免赔率组合、多个价格水平的扶贫保险产品，供地方政府和被保险人选用。这样拥
有不同资产（即不同购买力）和不同风险状况的家庭，会自然分组选择不同类型适合自
身家庭情况的保险产品，而不需要保险机构来识别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状况的家庭。关
于健康保险产品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设计累进赔付的保险产品，医
疗费用报销按保险有效期内累计医疗费用高低分段累进支付，医疗费用越高则报销比
例越高，具体分段支付比例由保险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由于医疗费用越高隐含
了健康状况越差，累进报销某种程度上为健康状况越差的群体提供了较低的自付比
例，达到了精准帮扶的效果。第二，设计层次化的健康保险产品，以适合不同保障需求
的群体，可以为贫困群体选择较高保障水平的保险产品或者补充医疗保险。比如，云南
大理开展的健康扶贫计划免费给贫困群体提供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覆盖基本医疗保险
和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下的医疗费用。

(3) 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直接有效地应对了“疾病”与“灾害”两个最主要的贫困诱
因，但现有保险扶贫案例的推广复制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疾病和灾害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贫困诱因，而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可以直接有效应对
这两个风险因素，降低因病因灾致贫返贫的可能性。实践中，云南大理健康保险扶贫项
目、河北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项目、黑龙江农业巨灾指数保险扶贫项目就是典型的案例。
保险扶贫项目取得成功具备一些共性特征，一是地方政府要有风险意识和对保险的基
本需求；二是保险机构能够有效供给满足地方扶贫需求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并具备相
应的承保能力和承保技术；三是地方政府与保险机构能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合作模式，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然而，现有保险扶贫成功案例面临难以推广复制的困境，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这些模式自身还存在不足，另一方面是不同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和治
理理念差别很大。因此，完善保险扶贫模式和转变政府传统扶贫观念，有助于保险扶
贫成功案例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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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鼓励地方政府积极运用保险工具并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只
要符合脱贫攻坚的正确方向，允许地方更为灵活地调整政策，破除保险扶贫过程中的
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品种目录，将一些脱贫效果好的扶贫保险产品
纳入目录范围。地方政府层面，一方面转变传统观念，不能只考虑短期内保险扶贫造成
财政负担的小账，应从长远和全局角度算大账，看到保险扶贫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另
一方面增强可持续性，与保险机构一同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保险扶贫模式并谋求长期
合作，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责任。保险监管层面，开展统计评估和宣传交流，建立
科学合理的扶贫统计分析制度和评价体系，对保险扶贫试点开展第三方评估，总结经
验教训和先进做法，加强典型成功案例的宣传交流。保险机构层面，一是提高需求响应
能力，针对地方扶贫痛点，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提供解决方案，开发“精准对接需
求”的扶贫保险。比如，着眼于提升贫困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开发保价格、保收入
的农产品价格保险；着眼于缓解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构建直接面向贫困人口
的普惠金融保险服务模式。还可以设计层次化和菜单化的保险产品，供不同风险的群
体选择各自合适的产品，减轻道德风险。同时，政府可以提供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激
发保险行业参与健康扶贫的积极性，减轻商业保险公司在扶贫中的承保压力。二是提
高风险管理能力，根据“保本微利”的商业原则，科学进行产品开发、核保、定价、理赔
和再保险等，提高承保能力和承保技术，避免因巨灾风险保障缺失而导致巨额亏损。

(4) 保险扶贫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内化保险扶贫项目的外部性有助于改善其商业可
持续性。
保险扶贫有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金融风险，激发当地经济活力，促进当地社会发展，
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比如以降低金融风险为例，通过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保
单质押等方式，保险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信用增级服务，有效分担银行信贷风险，降低
金融风险。如果保险扶贫的正外部性没有被合理内化，将会挫伤保险机构参与扶贫开
发的积极性。在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项目中，地方政府扮演着促进正外部性内化的协调
者，协助保险机构定损理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通过共同保险分担风险。此外，扶贫
保险具有“保障较广、保额较高、费率较低”的特征，对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和风险管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灾害频发和道德风险严重的贫困地区，扶贫保险业务往往
难以实现保本微利经营。地方扶贫政策频繁变动（比如降低免赔额、提高保险金额、
扩大保障范围等）也给保险机构的管理和赔付带来很大压力，进而影响保险扶贫项目
的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内化保险扶贫的正外部性和提高商业可持续性是保险扶贫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提供政策支持，对开展扶贫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给予税费
优惠，对扶贫保险产品提供财政补贴；破除体制障碍，允许保险机构直接向贫困人口提
供“保障+融资”双重服务，使保险扶贫的正外部性得以内化。地方政府层面，维持扶
贫政策稳定性，避免扶贫政策频繁变动对保险机构经营管理造成的冲击；建立风险补
偿机制，当扶贫保险理赔金额超过保费收入一定比例时，即保险机构出现亏损时，地方
财政资金补偿部分亏损；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强农村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骗保、
骗贷和恶意违约行为，为保险扶贫营造良好的氛围。保险监管层面，实施差异化监管制
度，适当放宽贫困地区保险机构的监管标准，完善激励机制，制定保险机构参与扶贫开
发的优惠政策，在市场准入、机构审批、产品报备等方面予以支持。保险机构层面，一
是提高承保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科学进行产品开发、核保、
定价、理赔和再保险等，并以比贫困户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价格向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外
群体销售扶贫保险，不断扩大风险池和风险分摊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费率厘定过程
中，应当尽可能地根据被保险人风险状况确定精算公平、保本微利的费率，高风险贫困
群体购买保险的费用应当由政府补贴或者其他方式筹措，不应当损害精算公平保费，
以确保控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维护保险集合的商业可持续性。二是建立风险调节机
制，若当年扶贫保险业务亏损由保险机构承担，次年根据经营预测适度调整保险费。
三是创新支农支小融资服务，提供“保障+融资”一站式综合保险产品，满足农户对保
障和融资的双重需求，同时谋求与地方政府开展更多合作，促进适合当地需求的普通
商业保险在贫困地区推广。四是创新保险经营组织结构，采用互助保险或P2P模式使投
保人拥有保险集合所有权并有动机管理风险，解决保险机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
突。比如，将互联网金融和保险相结合，开展“网上众筹+保险”的扶贫模式。江苏的“
互联网+公益+保险”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与支付宝合作，接受社会各界捐赠为贫困人
口购买保险，对重大疾病、意外受伤、房屋受损都进行理赔。此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
发展相互保险，各贫困户交纳一定的保费形成保险基金，发生灾害时用这笔基金弥补
损失，达到互帮互助的目的。当然，在各种创新活动中，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确保保
险偿付能力并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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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对“边缘贫困户”和“后脱贫时代”的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所谓“边缘贫困户”，是指那些不满足建档立卡贫困识别标准，但实际经济状况处于贫
困线边缘的农户。由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许多专项倾斜政策，比如生产生活补贴、
畜禽发放、房屋改造、保费减免等，导致扶贫前后形成“境况倒置”现象，即原本境况
比建档立卡贫困户要好的边缘贫困户在扶贫后不如建档立卡贫困户。原则上脱贫攻坚
不应当改变原本贫富境况排序，一旦这种排序被大幅度改变，就很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所以，为边缘贫困户提供合理的保险保障特别重要，以确保他们在脱贫攻坚中不被甩
到后面。此外，现有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各项保障政策都很好，但脱贫摘帽之后这些
保障能否得以延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看，2020年之前政策是明确的，即“
脱贫不脱保”，既有的保险保障政策可以延续。但是，2020年之后进入“后脱贫时代”，
怎么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因此，针对“边缘贫困户”和“后脱贫时代”，亟需进行
前瞻性研究和顶层设计。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关注边缘贫困户，合理配置扶贫资源，制定实施更加平衡的
扶贫政策，避免单纯因专属扶贫政策而改变原本贫富状况排序；重视“后脱贫时代”返
贫问题，从顶层设计层面确保脱贫攻坚时期与后脱贫时代的政策衔接，守住来之不易
的脱贫成果。地方政府层面，实施动态精准保障，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和后脱贫时代的
开启，对不同相对贫困程度的人群提供不同保障，确保不因保险保障差异改变贫富排
序；保持相关扶贫政策的延续性，提升脱贫人口满意度和内生发展动力。保险监管层
面，一方面引导保险机构针对不同类型贫困和脱贫人口，开发不同类型的“精准对接需
求”的扶贫保险产品，加强对扶贫保险产品的专业监管，切实保护被保险人权益；另一
方面加强保险政策与国家相关扶贫政策的协调配合，整合优势资源推进保险扶贫工
作。保险机构层面，针对脱贫攻坚时期和后脱贫时代的分层次保障需求，开发具有不同
保障范围、不同保障水平、不同保险费率的梯度式扶贫保险系列产品，供地方政府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边缘贫困户、稳定脱贫户选用，更好地助推脱贫攻坚和守住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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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结论与建议

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保险监管 保险机构

(1) 保险在脱贫攻坚中可以

发挥保障、增信和融资三个

方面的作用，但社会对保险

扶贫作用的认识有待进一

步提高。

̤  加强顶层设计：将保险纳

入全国扶贫开发政策支

持体系，允许利用扶贫资

金为贫困人口购买保险

̤  提升治理理念和治理能

力：创新政府与保险机构

的公私合作模式；加强与

保险扶贫相关的多部门

协调和数据共享

̤  加强保险与扶贫政策的

协调配合：把保险助推脱

贫攻坚作为保险业的一

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保

险扶贫工作联动机制

̤  提高专业自信：凝聚关于

保险扶贫三支柱的共识，

提高保险服务脱贫攻坚

的能力，平衡好商业利益

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2) 保险能否降低贫困脆弱

性由“保险的损失补偿效

应”与“保费的资产侵蚀效

应”共同决定；保险扶贫的

效果取决于被保险人经济

状况与风险状况、保险产品

设计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和

精准度。

̤  拓展扶贫对象：除了聚

焦“贫困家庭”，还须莫

忘“边缘脱贫家庭”

̤  提供政策支持：为保险扶

贫提供保费补贴、税费减

免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

持

̤  拓展扶贫对象：除了聚

焦“贫困家庭”，还须莫

忘“边缘脱贫家庭”

̤  提供政策支持：为保险扶

贫提供保费补贴、税费减

免等地方层面的政策支

持

̤  引导扶贫保险产品：引导

保险机构对不同家庭开

发不同类型的“精准对接

需求”的扶贫保险产品

̤  加强专业质量监管：加强

对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监管，保护被保险

人权益

̤  优化产品设计：设计层次

化和菜单化的保险选项，

有针对性地提供多个保

障层次，不同免赔额、免

赔率组合，多个价格水平

的扶贫保险产品，供地方

政府和被保险人选用

(3) 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直

接有效地应对了“疾病”

与“灾害”两个最主要的贫

困诱因，但现有保险扶贫案

例的推广复制还需要克服

很多困难。

̤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只要

符合脱贫攻坚的正确方

向，允许地方更为灵活地

调整政策

̤  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目录：将一些脱贫效果好

的扶贫保险产品纳入目

录范围

̤  转变传统观念：从全局角

度，看到保险扶贫产生的

正向溢出效应

̤  增强可持续性：探索符合

本地实际的保险扶贫模

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

界和责任

̤  开展统计评估和宣传交

流：建立扶贫统计分析制

度和评价体系，对保险扶

贫试点开展评估，总结经

验教训，加强典型案例的

宣传交流

̤  提高需求响应能力：针对

地方扶贫痛点，通过产品

和服务创新提供解决方

案

̤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科学

进行产品开发、核保、定

价、理赔和再保险等，提

高承保能力和承保技术

(4) 保险扶贫具有显著的正

外部性，内化保险扶贫项目

的外部性有助于改善其商

业可持续性。

̤  提供政策支持：对开展

扶贫保险业务的保险机

构给予税费优惠；对扶贫

保险产品提供财政补贴

̤  破除体制障碍：允许保险

机构直接向贫困人口提

供“保障+融资”双重服

务

̤  维持扶贫政策稳定性：

避免扶贫政策频繁变动

对保险机构经营管理造

成的冲击

̤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保

险机构的亏损进行一定

补偿

̤  实施差异化监管：适当放

宽贫困地区保险机构的

监管标准，鼓励保险机构

参与扶贫工作

̤  扩大风险分摊能力：调整

价格后向非建档立卡群

体销售扶贫保险

̤  建立风险调节机制：当年

亏损后次年适度调整保

险费

̤  创新产品和组织架构：提

供“保障+融资”综合保

险产品，试点互助保险或

P2P模式

(5) 针对“边缘贫困户”和“

后脱贫时代”的制度顶层设

计亟待完善。

̤  关注边缘贫困户：制定和

实施更加平衡的扶贫政

策

̤  关注后脱贫时代：研究后

脱贫时代与脱贫攻坚时

期的政策衔接

̤  实施动态精准保障：对不

同相对贫困程度的人群

提供不同保障

̤  保持扶贫政策延续性：

提升脱贫人口满意度和

内生发展动力

̤  引导扶贫保险产品：引导

保险机构对不同家庭开

发不同类型的“精准对接

需求”的扶贫保险产品

̤  开发梯度式系列产品：针

对脱贫攻坚时期和后脱

贫时代的分层次保障需

求，开发不同保障范围、

保障水平、保险费率的梯

度式保险系列产品，供地

方政府和被保险人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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