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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灾后重建，农业
保险缓解受灾农户燃眉之急

时间进入 8 月下旬，鄱阳县部分被
淹农村地区的洪水仍未退去，排涝工作
还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无法准确查勘
受灾面积，也意味着农业保险赔付进度
受到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部分乡镇散户的
受灾面积无法核实，赔付金额不好统
计。”人保财险鄱阳支公司经理张青年
介绍，相比于散户，受灾种粮大户的赔
付工作结束得比较早。对照种粮大户
投保的水稻面积，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查
勘，进不去的地方，就用无人机拍照留
证，力保做到据实赔付。

正因为对种粮大户的赔偿金额较
大、赔偿进度快，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鄱阳县不少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保险
真金白银赔付的力度。

“我们公司被县里列入灾后重建成
员单位。县领导在近期大大小小的会
议上也强调，要发挥好农业保险作用，
帮助受灾农户缓解经济压力。”张青年
告诉记者，公司已经调用 412 个村组的
上千名村级农业保险协保员，共同开展
查勘定损工作。

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程序，实
施快速理赔。在大灾面前，各保险机构
特事特办，加快大灾理赔工作进展，做
到“水退到哪里，理赔就跟进到哪里。”
鄱阳县受灾后，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
根据预估受灾情况预付农业保险水灾
赔款3000万元。永修县受灾后，国寿财
险江西省分公司对三角乡、九合乡核定
受灾面积的农户第一时间赔付上千万
元。

“各保险机构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开
通了24小时应急联络热线，在受灾地区
设置临时理赔服务点，全力支持灾后重
建。”省政府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处长谭策
方介绍，截至8月底，全省保险公司已成
立抗洪救灾专项工作小组 719 个，投入
工作人员 6115 人、救灾专用车辆 2364
台。全省财产保险业应对暴雨灾害立案
数量49257件，已报告赔款10.7亿元。

高效的赔付，为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

鄱阳县昌洲乡永林村种粮大户彭
青年举例，按照早稻每亩收入 1000 元
左右、中稻每亩收入 1700 元左右计算，
农业保险早稻每亩 700 元、中稻每亩
280 元的赔付金额，让他感受到农业保
险作为农业生产“安全带”的功效，也
坚定了他通过购买农业保险规避自然
灾害等风险的想法。

借助财政补贴支持，农业
保险在我省农村地区持续推广

开设农业保险的目的，是防范农业
生产风险、化解农业灾害损失。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建
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
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
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
保费补贴。2007年，国家财政拨出专项
补贴资金，通过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

在部分地区开展农业保险试点。
我省农业保险开展于2007年，起步

较早，覆盖较广。省政府金融办提供的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由中央财政补贴
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包括水稻、油
菜、花生、棉花、能繁母猪、奶牛养殖等
11 个险种。经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补
贴后，农户自缴保费的比例在 20%至
40%之间。

对市场意识较强的种粮大户而言，
政策性农业保险正是他们稳定农业生
产的重要工具。也正是有了财政补贴，
各地种粮大户参保积极性有了保障。
据了解，截至今年7月，全省农业保险保
费收入同比增长 27.3%。其中，水稻保
险保费收入占比约 72%，覆盖率达到
84.1%，比去年末提升 3.1%，为 633.3 万
农户提供风险保障金额255.4亿元。

相比于种粮大户对农业保险的理
解，散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意识，则有一
定差距。

“拿水稻种植大灾保险来讲，保额
为每亩 700 元，保费为每亩 35 元。每
亩水稻的 35 元保费中，各级财政补贴
28 元，农户仅需自缴 7 元。”张青年介
绍，尽管自缴数额不大，但许多留家农
户年龄偏大、文化水平有限，对农业保
险缺乏认识，导致协保员上门宣传效
率较低。

逐户上门承保成本高，耗费大量时
间和人力不说，由于土地流转加快，保险
机构核对散户种植面积也不够精准。面
对诸多不利因素，委托村委会对散户进
行统计，成为我省保险机构的共识。

鄱阳县今年的做法是，种粮大户需
要缴纳财政补贴之外的保费，种粮散户
的保费则由政府统一缴纳。赔偿的程序
是，先由各村委会统计散户受灾情况并
进行公示，再由保险机构进行抽验赔付。

真金白银的理赔，胜过千言万语去
介绍。“我们预付3000余万元赔款后，更
多农户了解到农业保险的作用，一些人
主动找上门来详细咨询。”张青年预计，
今年农业保险赔偿群体的大幅增加，将
有效提升种粮散户的保险意识。

更好保障农业生产，农业
保险在创新特色产品的同时
不惜赔不乱赔

只有遭遇自然灾害侵袭，才能理解
农业保险的好。对一些之前没有购买

农业保险的养殖大户而言，今年水灾的
教训有些沉痛。

“一些养鸡、养鸭、养鱼的大户，因
为鸡、鸭、鱼等没有纳入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范围，需要自己缴纳全部保费，所
以没有及时投保，这次承受了较大损
失。”鄱阳县昌洲乡农经站站长董耀明
说，经过今年的教训，不少养殖大户开
始了解购买农业保险的政策。

而在各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已经具
备相当广的覆盖面。如人保财险江西
省分公司累计开发了130余个农业保险
产品，保障范围基本涵盖全省主要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领域。

近年来，我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的
脚步从未停歇：之前在25个贫困县开展

“一县一品”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以奖代
补试点，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最高为
80%，省财政按县财政补贴金额的 60%
给予奖励，今年，又在14个县（市、区）针
对具有特色优势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综
合种植业，开展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
格（收入）保险试点，省、县两级财政保
费补贴比例达 75%以上，增强了小农户
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省正按照“扩面、增品、提
标”的原则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这
个过程中，各级财政的支持力度，显得
至关重要。

既要因需而设的开发，更要严格规
范的运行。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生
命线，在于公平、公正。

“如针对不同生长期的水稻，我们
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人保财险江
西省分公司农业保险部负责人介绍，为
核准农户早稻与中稻的受淹面积，公司
采用了无人机、远程勘察、卫星遥感等
技术。“准确核对的目的，是要让受损的
早稻按早稻标准赔、受损的中稻按中稻
标准赔，避免让没种的农户得到赔偿、
种了的农户反而得不到赔偿，也避免让
农业保险的声誉受损，进而失去农户的
信任。”

此外，在村内张榜公示各家各户
受灾面积，直接将赔款付至农户“一卡
通”上，也都有助于农业保险做到公
平、公正。为实现数据共享，确保数据
真实，有关人士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
牵头，建立统一完善的农业保险信息
平台，广泛收集并及时更新各类基础
数据，为农业保险规范运行提供参考
依据，防范虚假承保和理赔。

一根“安全带”消解农户愁
——由灾后重建中的农保理赔带来的思考

本报首席记者 张武明

对远在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的次仁来说，江西南
昌是一个温暖的存在。不仅因为这里曾是他的求学
地，还因为这里有一群“爱心妈妈”。

“刘妈”，是次仁反复提及的“爱心妈妈”。她叫刘
和平，今年 66岁，是青山湖区塘山镇上坊路社区党总
支书记，同时也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自2010年组建以来，累计服
务藏族学生 4000余人，通过扶贫济困、支持就业创业
等方式资助藏族学生20余万元。

“爱心妈妈”为何结缘藏族学生？是什么让她们
坚持了十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部分

“爱心妈妈”及受助的藏族孩子。
故事要从 2010年说起，这一年，江西省电子信息

工程学校开设了西藏班。热心的刘和平得知这个消
息后，心想着能为这些远道而来的藏族孩子做些什
么。于是，她决定招募社区居民组建“爱心妈妈”志愿
服务团队，与藏族学生结对认亲。这一坚守就是十
年，志愿服务团队也由最初的 20 余人发展到如今的
100余人，年纪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52岁。

接站、送站，是颇具仪式感的两项志愿服务。次仁
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和小伙伴们一下火车，迎来的
就是“爱心妈妈”们的热情拥抱。“孩子，以后遇到什么
困难尽管找我们。”“在南昌，我们就是你们的亲
人。”……“爱心妈妈”们的话语，让次仁内心倍感温暖。

“爱心妈妈”的爱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有实际行
动：上网了解西藏的风俗、生活习惯；为藏族孩子们洗
衣服、晒被子、整理宿舍、购买生活用品；每年藏历新
年、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假日，邀请藏族孩子到家中做
客；带着藏族孩子们做志愿服务、游览风景……

一说起“爱心妈妈”，来自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的
格桑顿珠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和话题。2015年，格桑顿
珠从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毕业，同年考上了南昌
工学院。读大学时，格桑顿珠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开
了一家炸鸡排店。“当时租完店面，买完设备，启动资
金就没剩多少了。刘妈得知后，号召大家给我凑了
6000 多元钱。开业当天，刘妈她们还来店里表演助
兴，当时整个气氛非常好。她们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凡事都替我想得很周到！”2018 年，格桑顿珠大学毕
业。如今，他在家乡开了一家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和一家文化课补习班。经由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牵线搭桥，家乡不少人在内地获得工作机会。“我想成
为一座‘桥梁’，用自身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内地，
了解内地人的友善。”格桑顿珠说。

2015年秋，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不再设立西
藏班，但“爱心妈妈”们却未停下脚步。刘和平带领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走出去，与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藏族班的学生结对认亲，继续播撒爱心。“记得我初
一刚来南昌的时候，对这里十分陌生。是‘爱心妈妈’
的爱让我化解了心中的不安。刚下火车去宿舍时，

‘爱心妈妈’帮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艰难地走上一层
一层的楼梯。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南昌市
第十七中学西藏部2018级（1）班学生落桑措姆说。

做志愿服务的同时，“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也
在思考如何让每颗“石榴籽”都迸发向上的力量。根
据每名“爱心妈妈”的特长，“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
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分工协作开展服务。志愿服务
团队中的医生、护士组成了医疗服务队，给藏族学生
免费开展心理咨询和医疗保健服务；党员组建了宣传
队，给藏族学生宣讲爱国故事。为拓展志愿服务项
目，志愿服务团队还与相关部门结对共建，如与民宗
局对接，组织藏族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开展联谊活
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真心换真情，她们牵挂着他们，他们也惦记着她
们。他们会拍摄家乡的小视频，发送给从未去过西藏
的“爱心妈妈”们，让她们一睹雪域高原风采。遇到人
生重要时刻时，比如升学、就业、结婚，他们都会和“爱
心妈妈”们分享喜悦。

在上坊路社区会议室里，有一面墙，墙上贴着“两
棵树”。在“树”的枝丫上，贴着“爱心妈妈”和藏族孩子
的合影。25张照片，25个故事。用刘和平的话说，这

“树”是友谊树，是亲情树。在爱的浇灌下，“树”茁壮成
长，而“爱心妈妈”与藏族孩子的故事也还在继续……

情暖“格桑花”
本报记者 齐美煜

藏族孩子给“爱心妈妈”过母亲节。（资料图）

为全面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9 月11
日，鹰潭市消防救援支队龙虎山景区大队，走进鹰潭消防龙虎
山希望小学开展系列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图为消防安全教育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钟海华摄

▲9月14日，抚州市东乡区詹圩镇北楼村，工人在水
库架设光伏组件。当地结合实际，发展林光互补、屋顶光
伏、渔光互补等多种光伏项目，林木种植、鱼类养殖产业
与“光”产业并行，村民以劳力、技术等参与其中，实现脱
贫致富。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9月13日，大余县青龙镇元龙畲族村莲藕产业扶贫
基地，农民正给准备运往外地销售的莲藕装筐。近年来，
大余县通过特色农业基地示范，辐射带动贫困群众发展
特色产业。目前，该县打造各类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100余个。 通讯员 吴寿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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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被淹584亩，中稻被
淹160亩，申请农业保险理赔！”
7月12日，鄱阳县田畈街镇小港
村种粮大户吴家贵向当地农业
保险协保员报案。

随即，农业保险查勘员来到
村里，核实吴家贵所报的稻田受
损情况。几天后，吴家贵的“一
卡通”账户上先后收到早稻赔款
40余万元与中稻赔款近5万元。

以最快的赔付速度，支持农
户投入恢复生产。许多像吴家
贵这样的种粮大户得到及时理
赔，让农业保险在我省灾后重建
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得到充分展
示和广泛认可。

随着灾后理赔工作的逐步
推进，包括农户特别是种粮大户
在内的社会各方，对农业保险作
为农业生产“安全带”的功能有
了更深理解，对如何完善农业保
险制度机制、提升农业抗风险能
力有了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