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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肃政办发〔2022〕42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肃南县 2022年农业保险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省市驻肃）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肃南县 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肃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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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 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农业保险工作的部署要求，根据《张掖市

2021-2023年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方案》，加快我县

农业保险体系建设，提高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自治

县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和保

障农户稳产增收为目标，紧紧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维护农牧村和谐稳定为目

标，逐步建立规范有序、全面覆盖的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服务长

效机制，提高农牧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灾害损失，

确保农牧民不因灾致贫、灾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生活，促进农牧

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农牧村和谐稳定。依据我县地方性特色产

业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基本

原则，深入开展农业保险“增品、扩面、提标”工作，努力提高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为促进全县农业

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风险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采取政府财政部分补贴的方式，引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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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支持细毛羊、藏系羊、牦牛养殖户和合作社参加保险（各承

保机构要优先保证细毛羊的农业保险，其次为藏系羊），积极推动

特色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增强特色农牧业抗风险能力。

（二）市场运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经办机构商业化运营为依托，重视业务

经营风险，建立风险预警管控机制，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和

化解风险。

（三）协同推进。财政、农业农村、扶贫部门和保险机构、

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各方协同配合，共同努力，动

员符合条件的牧户积极投保；保费补贴政策同其它支农惠农政策

和信贷政策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发挥财政政策的综合效应，切

实取得成效。

三、工作职责

肃南县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县农

业农村局、财政局、各乡（镇）政府共同组织实施，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肃南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肃南支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2022-2024年年内不再招标。

各部门具体职责如下：

财政部门：负责中央、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的申请和落实

工作；负责筹集安排地方承担的保险费配套资金，做好保费财政

补贴资金拨付、清算和监督检查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向承保机构提供各乡（镇）6月末养殖

业防疫台账各项数据，促进承保机构强化承保和理赔道德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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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负责指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加强细毛羊（藏系羊）、

牦牛的防疫体系建设，进行疫情监测、免疫和疫情处置；负责与

承保机构密切配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精神，把牧户是否对病死畜进行无害化

处理作为农业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负责组织协调承保机构的承

保和理赔服务工作;负责协助承保机构做好查勘定损工作，协助

确定损失程度及损失原因等工作。

承保机构：负责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发挥网络、管理、科技

等专业服务优势，做到“五公开三到户”。“五公开”即保险政策

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

公开，“三到户”即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负责建立

健全农业保险理赔制度，接到参保牧户出险报案后，应遵循“主

动、迅速、准确、合理”原则，在农业农村部门的协作下尽快完

成查勘定损等工作，向牧户支付赔款；负责向县政府、财政、农

业农村部门及时报告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接受同级和上级财政、农牧部门对办理农业保险

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生重大灾害事件时，应及时报告。

乡（镇）政府：负责成立本乡（镇）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

与承保机构密切配合广泛宣传农业保险的目的和意义，讲解投保

理赔范围、业务流程等内容，提高牧户自愿投保的积极性，确保

应保尽保，强化道德风险管控，保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良好氛围；

负责组织乡（镇）、村干部根据摸底建立 6月末养殖业防疫台账，

为参保牧户详细填写《养殖业保险分户标的投保清单》，完成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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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自筹部分 10%的保费收取工作，按时提交承保机构出单，确保

牧户养殖风险及时得到保障；负责监督考核，把各村农业保险参

保率做为目标考核责任书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考核，并与各村签

订《年度考核目标责任书》，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产业扶贫、脱

贫攻坚、产业振兴中的保障作用；负责对承保机构农业保险承保

结束后的数据审核确认工作；负责监督承保机构协赔员的工作情

况，若因服务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乡（镇）政府可向承保机

构重新推荐协赔人员，支持承保机构做好服务工作。

四、保险内容

（一）保险范围及投保条件

1.保险适用条款

（1）细毛羊（藏系羊）保险适用《中央财政补贴型藏系羊

养殖保险条款》（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示范性条款）；

（2）牦牛保险适用《中央财政补贴型牦牛养殖保险条款》

（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示范性条款）。

2.细毛羊（藏系羊）的投保条件

（1）体重10公斤以上（含10公斤）；

（2）投保时畜龄在3个月以上（含）；

（3）投保细毛羊（藏系羊）经畜牧兽医部门验明无伤残、

投保时无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饲养管理正常。按所在县、

乡镇畜牧防疫部门审定的免疫程序接种并有记录。

投保人应将符合上述条件的细毛羊（藏系羊）全部投保，不

得选择性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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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牦牛的投保条件

（1）体重50公斤以上（含50公斤）；

（2）投保时畜龄在1周岁（含）以上，7周岁（不含）以下；

（3）投保牦牛经畜牧兽医部门验明无伤残、投保时无本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饲养管理正常。按所在县、乡镇畜牧防疫

部门审定的免疫程序接种并有记录。

投保人应将符合上述条件的牦牛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

4.细毛羊（藏系羊）、牦牛的理赔条件

（1）细毛羊（藏系羊）体重10公斤以上（含），且畜龄在3

个月以上（含）；

（2）牦牛体重50公斤（含）以上，畜龄在1周岁以上（含），

且佩戴有保险公司专用耳标。

（二）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费承担比例

1.细毛羊（藏系羊）保险

每只细毛羊（藏系羊）的保险金额为500元，费率为5%，保

费为25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保费为10元；省财政补贴

30%，保费为7.5元;县财政补贴20%，保费为5元；农牧户承担10%，

保费为2.5元。

2.牦牛保险

每头牦牛的保险金额为3000元，费率为5%，保费为150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保费为60元；省财政补贴30%，保费为

45元;县财政补贴20%，保费为30元；农牧户承担10%，保费为15元。

（三）保险责任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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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毛羊（藏系羊）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已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

直接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责任：

（1）雪灾（雪灾发生后造成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在保险

期内冻饿死亡）；

（2）口蹄疫、炭疽、羊痘、布氏杆菌病、羊快疫、血液原

虫病、肝片吸虫病等；

（3）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

冻灾；

（4）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

运行物体坠落；

（5）野生保护动物袭击（必须出具乡镇、村两级有效证明）；

（6）当保单上列明的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时，

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

头（只）出险时实际价值；当保单上列明的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

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付：赔偿金额=死亡数

量×每头（只）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第（2）项中列明的高传染性疾病，

政府实施强制捕杀导致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死亡，保险人也

负责赔偿，赔偿金额等同保险金额。

发生第（5）项所列情形，财政性补偿和保险赔付按各自渠

道落实。

2.牦牛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的牦牛直接死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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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责任：

（1）雪灾（雪灾发生后造成保险的牦牛、肉牛在保险期内

冻饿死亡）；

（2）口蹄疫、炭疽、牛出血性败血症、布氏杆菌病、牛结

核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焦虫病、牛恶性卡他热；

（3）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

冻灾；

（4）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

运行物体坠落；

（5）野生保护动物袭击（必须出具乡镇、村两级有效证明）；

（6）当保单上列明的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时，

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

头（只）出险时实际价值；当保单上列明的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

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付：赔偿金额=死亡数

量×每头（只）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第（2）项中列明的高传染性疾病，

政府实施强制捕杀导致保险的牦牛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赔

偿金额等同保险金额。

发生第（5）项所列情形，财政性补偿和保险赔付按各自渠

道落实。

（四）责任免除及范围

1.细毛羊（藏系羊）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已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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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不负责赔偿责任：

（1）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雇佣人员的故意行为、管理不善；

（2）盗窃、走失、丢失；

（3）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战争及恐怖活动等非常规行为；

（4）违反防疫规定或发病后不及时治疗；

（5）由于药物反应、服用假药导致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

死亡；

（6）胎产导致死亡，因年老、有繁殖障碍、患慢性病久治

不愈、生产性能下降而淘汰宰杀；

（7）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8）保险的细毛羊（藏系羊）在运输途中或在保险合同约

定的养殖地点以外死亡；

（9）当年新出生的、体重未达到10公斤的羔羊死亡；

（10）自雪灾发生时起60日后（不含60日）发生的细毛羊（藏

系羊）死亡。

2.牦牛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已保险的牦牛直接死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不负责赔偿责任：

（1）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雇佣人员的故意行为、管理不善；

（2）盗窃、走失、丢失；

（3）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战争及恐怖活动等非常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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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反防疫规定或发病后不及时治疗；

（5）由于药物反应、服用假药导致保险牦牛死亡；

（6）胎产导致死亡，因年老、有繁殖障碍、患慢性病久治

不愈、生产性能下降而淘汰宰杀；

（7）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8）保险牦牛在运输途中或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养殖地点以

外死亡；

（9）当年新出生的、体重未达到50公斤的牛犊死亡；

（10）自雪灾发生时起60日后（不含60日）发生的牦牛死亡。

五、工作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2年3月1日—3月20日）。在县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组织机构，明确职责，成立各乡（镇）政策

性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落实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加强宣传

动员，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具体负责抓好农业保险实施的组织领

导和推动工作。

（二）调查摸底阶段（2022年3月21日—4月30日）。各乡（镇）

政府组织农牧技术服务站、乡（镇）包村干部、村干部，深入畜

牧业生产一线，摸清各村细毛羊（藏系羊）、牦牛养殖防疫现状，

建立养殖防疫台帐。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张榜公布

牧户养殖防疫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三）承保实施阶段（2022年5月1日—6月30日）。各乡（镇）

政府组织包村干部、村干部工作人员深入牧户，根据调查摸底建

立的养殖防疫台账填写《养殖业保险分户标的投保清单》，收取

牧户自筹的10%的保费，向牧户出具发票，提交承保机构审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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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正式保单。

（四）总结验收阶段（2022年7月1日—7月30日）。各乡（镇）

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对农业保险工作进行总结，根据辖区内各

村的承保数量以及收取牧户自筹保费的总量，向县政府和县农业

农村局、财政局提交各乡（镇）农业保险承保情况报告。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

具有组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是健全农业风险防范机制，提

高农牧业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措施，具有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从农牧业生产条件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

必然选择。从决胜全面小康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是巩固提升脱

贫攻成果的现实需要。从农牧业发展进程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深刻认识

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组织保障。为积极引导牧户参加农业保险，确保保

险任务圆满完成，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财政局、农业

农村局、保险承办机构、各乡（镇）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负责协调推进全县农业保险工作。同时，各乡（镇）政府要

切实把农业保险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农业保险工作领导

小组，落实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相

互协作，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上级下达的农业保险任务圆满

完成。

（三）宣传引导。各乡（镇）、各部门单位要充分借助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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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广播、微信等宣传媒介，采取发放宣传单、刷印墙体广告

等方式，开展全方面、立体化的宣传，着力提高知晓度、理解度。

在广泛开展视觉宣传的同时，乡村两级要组织精干队伍，充分发

挥农金室的作用，现身说法，开展针对性的宣传讲解，手把手的

算经济账，消除政策盲点和认识误区，激发广大牧户的投保意愿，

提升广大牧民群众的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保险意识，为贫困户农

业保险全覆盖奠定坚实基础，并确保其余农户应保尽保。

（四）加强协作。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配合

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对承保业务、保费收取、查勘定损、实施理赔、

防灾防损、保险反欺诈等各项工作给予全力支持，推进农业保险

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要加强与各乡（镇）、各相

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作，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减少工

作程序，力求高效、便民。

（五）强化督导。各乡（镇）政府确定专人，每周一按时向

县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肃南县 2021年农业保险工作

进展情况调度表》。县政府将对各乡（镇）细毛羊（藏系羊）、牦

牛的参保率、农金室建设运营进行督导，对工作进展缓慢的乡

（镇）进行通报批评。

附件：1.肃南县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肃南县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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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肃南县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安 伟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屈志伟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志办主任

贺鹏飞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孙玉国 县财政局局长

徐 鹏 人保财险肃南支公司经理

刘宗和 中华联合保险肃南支公司经理

组 员：郭 晋 县公安局副局长

安建设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代建聪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县农业综合开发服

务中心主任

杨 鸿 县财政局副局长

贾风春 县气象局局长

安玉锋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

安建军 皇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毛 强 马蹄藏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吴祎蓉 康乐镇人民政府镇长

巴文涛 白银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钟向民 大河乡人民政府乡长

兰丛珊 明花乡人民政府乡长

常召斌 祁丰藏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安 峰 人保财险肃南支公司农险事业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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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在县农业农村局下设办公室，县农业

农村局和人保财险肃南支公司、中华联合保险肃南支公司抽调相

关工作人员开展具体工作,贺鹏飞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徐鹏、刘

宗和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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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肃南县 2022年农业保险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2年 月 日 单位：头/只、元、%

联系电话：

序号 投保村

羊 牛 合计

6月末台

账数量

参保

户数

参保数量 参保率 保费

6月末台

账数量

参保户数 参保数量 参保率 保费 保费 综合参保率

1

2

3

4

5

6

7

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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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