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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心县农业发展的气象灾害及农业保险气象服务探讨
杨彦忠 叶风琴
同心县气象局
DOI:10.32629/as.v2i1.1519
[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增长,气象因素导致的经济损失也在上升,保险业如何与气象服务“联姻”,求取互补共进,相得

益彰,共谋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长期以来,同心县气象局为本县农业保险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气象服务,切实发挥了气象
监测预警在农业保险防灾减损方面的作用,提高了农业保险系统应对重大、突发气象灾害的应对能力。本文分析了同心县的
气象灾害和农业保险特点,气象部门利用技术资源优势,在农业保险合理模式的架构下,为农业保险提供优质服务,可促进农业
保险的良性发展,为同心县的农业安全建立一张“安全网”
。
[关键词] 气象灾害；农业保险；气象服务
农业生产与气象条件息息相关,在农业保险合理模式的
架构下,气象部门可以利用气象技术资源为农业保险的险种

现。高温出现最长持续时间有 11 天,出现在 2017 年 7 月,极
端最高气温为 39℃,出现在 1998 年 7 月。

设计、保费和赔偿方案制定等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故气象

2.4 冰雹

服务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心县冰雹天气主要出现在 6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与地形

1 资料及定义

对气流抬升及下垫面的条件有关。平均每年发生 4.9 次,最多

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对遭

年可发生 15 次(1990 年),降雹时间多出现在下午及夜间。

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

2.5 暴雨

险。它被视作推动现代农业,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同心县降雨大部分集中在 7-9 月,并多以局地暴雨,强

素。文中所用保险数据来源于同心县人保公司,气象资料为同

对流灾害性天气出现,由于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都

心县下辖 53 个区域站和 2 个大监站 2001-2017 年观测资料。

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山洪灾害。

2 影响同心县农业的主要气象灾害及时空分布特征

2.6 大风

同心县的气象灾害主要有霜冻,干旱、连阴雨、高温、冰

同心县大风沙尘天气春季最多,夏季次之,且受地形地

雹、暴雨、大风,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与中部干旱带所受的环

貌影响较大。大风除了造成风灾以外,还是沙尘天气不可缺

流形同有关,如干旱与季节性季风环流影响水汽输送有关,低

少的动力源,对生态环境、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危害,同时也对

温霜冻与春季冷空气南下强度和路径有关,高温主要与夏季

林业、畜牧业有着极大的危害。

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有关,冰雹暴雨与季节性对流旺盛有关。

3 同心县农业保险特征分析

同心县的各种气象灾害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均有不同,
各种灾害的空间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受地形的影响较为显著。

与其他保险类别相比,同心县农业保险有明显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1)季节差异和地域差异大。农业生

2.1 霜冻

产的范围广、数量大,种植业保险往往是大面积成片投保,

霜冻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使植物体温降低到 0℃以下

养殖业保险通常是大规模成批投保。(2)低收入、高保费影

而受到损害甚至死亡的农业气象灾害。一般分为霜冻和轻霜

响农民的积极性,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这是

冻,其影响与作物及其发育期有关。从 2008 年 8 月至 2016

由于农业生产是自然生产和经济生产有机结合的过程的特

年 10 月最低气温≤3℃的霜冻统计资料看,同心县近 9 年来

点决定的。(3)风险大、赔付率高。由于农业风险大,农业生

出现霜冻次数超过 30 次,霜冻平均日数达 10 日次。

产中的损失率高,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通常都较高,因而农业

2.2 干旱

保险业务的投入大,利润率低,甚至经常出现亏损。(4)普遍

同心县地势南高北低,地貌上呈现沙地、山地、丘陵、

受到政府支持。鉴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高赔付率,许多

平原分布特征,土壤类型以灰钙土和风沙地为主,土壤蓄水

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由政府给予支持。

量小,蒸发量大,一年四季均有干旱出现。2016 年 10 月 27

4 气象服务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意义

日至 2017 年 2 月 15 日连续 111 天未出现有效降水,较常年

2016 年 7 月 4 日同心县东部的下马关、预旺、马高庄

同期偏少 100%,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少。干旱缺水已成为

和张家塬等 4 各乡镇遭受大风、强降雨、冰雹等灾害性天

阻碍该地区生产,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

气,20 多万亩农作物、各类经济作物和经果林遭受重创,直

30

2.3 高温

接经济损失 4.11 亿元,灾情发生后,相关险企核查定损,赔

同心县的高温(≥35℃)在 7 月上旬至 8 月中旬之间出

款总计 1741.13 万元,收益农户达 1354 户。宁夏易捷庄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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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枸杞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 5.18 万亩,种植规模占宁夏枸

案》、《春播气象服务》和《三夏气象服务方案》,加强对种

杞种植总面积的十分之一。2016 年,公司投保农业保险 67

粮大户和企业等重点服务对象的点对点服务,提升气象为农

万元,获赔 1195.73 万元,成为宁夏农业保险开办以来单笔

服务内涵及质量。三是以气象灾害预警发布中心为依托,加

获赔最多的保户。农业保险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强对重点灾损区域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做好精细化

对企业和农户来说,一旦遭遇高温、暴雨、大风等天气,一年

预测预报,扩大农业气象服务信息覆盖面,为农民合理安排

可能就白忙活了,企业甚至会中断生产。在服务中,对于一些

农事提供科学依据。

保险责任的认定,常常引起保险公司、企业、农户和有关部

5 以气象农业保险促进气象服务发展

门的意见分歧。同心县气象局服务人员通过现场勘察灾情和

5.1 建立保险专业气象服务体系,深化保险业与气象服

气象监测数据分析等,提出科学公正的气象灾害认定建议书,

务的合作,逐步建立包括风险评估、事故调查、灾损分析等

使受灾农户得以顺利理赔,有效化解矛盾 10 余次,近三年来,

各个方面在内的专业气象服务体系,利用“气象大数据”分

开出气象灾害证明 200 余份,有效促进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作

析,提出减免风险的相应对策,编制气象保险方案。

用发挥。

5.2 是以气象保险为合作重点,深化多部门合作围绕气

4.1 推动气象与保险的深度融合,助力农业防灾减灾

象灾害风险精细化区划、气象灾害早期预警、保险气象服务

气象部门和保险行业都是社会重要的防灾减灾力量,气

技术方法等课题,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形成新型的气象保险

象部门在历史气象数据、气象灾害研究以及气象监测等方面

产品,从长远看,其涉及领域可以从重大工程建设到普通商

具有明显优势,对保险业开展风险预警、协助客户做好防灾

家的经营,随着条件的成熟,通过建立专门的“气象保险产品

减损、灾后查勘定损以及农业保险产品研发等工作至关重

研发中心”,在进一步深化气象服务与保险业结合的情况下,

要。同心县气象局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成员单位,自 2016 年

达到防减气候风险的目的,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提供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积极寻求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

有益经验。

支撑作用和信息优势,上下通力协作,努力提升气象为农服

5.3 是强化气象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重点农业保险

务水平,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一是以发展

区域、气象灾害高风险区建设自动气象监测站网,着力提高气

现代农业为契机,深化与农业部门和保险行业的合作,全面

象灾害监测能力。建立保险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开展保险客户

推进气象为农服务能力建设。与中国人保财险同心支公司签

的信息服务。联合开展保险、气象服务网络建设。统筹保险

署了《同心县气象灾害应急联动协议书》,根据协议建立了

和气象部门现有的服务机构,组建县、乡、村三级保险气象服

双方持续高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2017 年 5 月 25

务网络,探索乡、村级保险服务站、气象信息服务站和气象信

日,与县农科局、中国人保财险同心支公司联合成立了同心

息员“一站多能、一员多职”的集约化管理新模式。

县农业灾害鉴定委员会,负责农业风险评估、损失鉴定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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