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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Applicants’
Risk attitude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tatus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Beijing
CHAI Xinhui, JI Cai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48
Abstract: Kahneman and Tversky amended the theory of expect utility to get the prospect theory. The prospect theory emphasize
that people are not completely rational when they are making decisions. Their risk attitudes are different when faced the same risk
bu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o the desire of people plays a leading role when people make decisions. The insuring process of an
applicant is much alike to the process the prospect theory has represented. So the prospect theory is used to count the risk attitude of
applicants in this thesis. Based on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status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Beijing, transfer the
incalculable risk attitude to calculable expect value of different applicants’ in the same financial and other situation when facing loss.
And then analyze and compare how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ffect the applicants’ risk attitude of the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order to get a conclusion. The search result reflects that: among those who have social insurance male tend to be risk averse but
female tend to be risk lover; among those who have no social insurance male tend to be risk lover and female tend to be risk averse.
At last the conclusion will be used to give some further developing advices to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Key words: prospect theory; risk attitude; gender difference.

析的研究还比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心理学研究等方

Ⅰ.引言

面，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人进行风险
决策时风险态度的差异分析。本文将结合这些研究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

果，通过运用前景理论，对性别导致的健康风险态度

险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支出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差异进行研究。

特别是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医疗成本的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前景理

日渐提高，商业健康保险渐渐成为社会大众应对健康

论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是将前景理论运用到研究过程

风险的重要武器。人们的投保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中的运用方式，包括模型的假设，修正和实际计算几

响，投保人除了要考虑自己的预期收益与预期保险效

个方面；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计算结果进行量化

应外；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其风险态度对于投保决

的比较后进行分析比对，并对其结果显示的健康风险

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态度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阐述；第四部分是根据第三
部分的分析结果对专业健康险公司和兼营健康险的其

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对

他保险公司的一些建议。

比研究不同性别人群的在相同经济状况下对于商业健
康保险投保情况，即在相同风险情景下的不同风险决

Ⅱ.健康风险性别差异研究的基本理

策比较，对其风险态度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即发现不
同性别的投保者在投保商业健康保险时其风险态度的

论分析

差异。其中在对投保人的预期效用进行评估的时候主
要依据是前景理论中的决策权重理论，数据基础为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Kenneth J. Arrow 把人们对

京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的研究结果。

风险的态度分为三种，分别是“冒险型”
（好冒险的）
，

目前针对投保人性别导致的风险态度差异进行分

“避险型”
（回避风险），和“中性型”
（漠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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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影响投保人风险决策的重要因素。不同的风险态

性损失中偏好后者。

度决定了人们对于购买保险的不同态度，这都直接影

3）对于收益和损失都是敏感性递减的，且人们对

响着保险的需求。

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即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

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Kahneman 和

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要大于后者。

Tversky 通过对预期效用理论的修正，提出了著名的前

前期的决策的实际结果会影响后期的风险态度和决

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其风险选项可被表达为：

策。前期盈利可以使人的风险偏好增强，还可以降低
后期的损失；前期的损失会加剧以后亏损的痛苦，风
险厌恶程度也相应提高。在图中表现为损失部分的斜

其中 Pi 表示人们主观认为事件发生的概率，vi(x)表示

率变化要小于收益部分。

事件对于决策者来说的价值，它的参照点为决策者目

B.决策权重函数理论

前的状况，对于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们
不止关心最终收益的绝对水平，还关心其对于参考点

前景理论中的决策权重函数取代了期望效用理论

的变化情况。而 M 表示的是主观概率函数，也就是影

中的概率。决策权重是决策者根据事件结果出现的概

响决策人进行风险决策的判断标准。

率做出的某种主观判断， 可以认为是决策者的心理概

前景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 3 个部分：

率。决策权重函数有两个特征：

A.价值函数理论
价值函数的指数形式为：

其中 和 分别表示收益和损失区域价值幂函数
的凹凸程度。 系数表示损失区域比收益区域更陡的

图 1.决策权重价值函数图

1） 决策权重不是一种客观概率， 它并不符合贝
特征， 大于 1）表示损失厌恶。

叶斯法则。它是一种主观概率， 主观概率仅存于人的
头脑中， 它是人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希望对事件的客观
概率的判断。主观概率为 1， 意味着人相信某个事件

价值函数的形状如图 1 所示，价值函数综合反映

会出现； 主观概率为 0， 意味着人相信某个事件不

了前景理论的 3 个基本观点：

会出现； 而各个中间值则反映决策者不同的信心水

1）人们的是收益还是损失是相对于参考点而言

平。

的。参考点在价值函数中起着关键作用， 它指的是决

2） 决策权重与客观概率 p 相联系。决策权重

策者在评价事物时， 总会与某种参考物相比较， 当
对比的参考物不同时， 即使相同的事物也可能会得到

是客观概率 p 的一个非线性函数。当出现的概

不同的结果。因此， 参考点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标准。
参考点不同， 会影响个人对是获益情境还是损失情境

率 p 很小的时候

>p，这表示投资者对于概率很

的判断， 进而影响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对于参考点
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当前财富水平或者极力期

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是当出现的概率一般或者很

望达到的财富水平。

大时，

2） 面对收益， 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由图可知，

<p，这表明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决策者在

价值函数在收益区域是凹的， 体现为风险规避， 即

决策时，容易对小概率事件高估而对大概率事件低估。

在确定性收益与非确定性收益中偏好前者；而面对损

对小概率事件的高估放大了对偶然性获利的希望， 增

失， 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表现在图中在损失区域是

大了对严重损失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厌恶程度。结果，

凸的， 体现为风险偏好， 即在确定性损失与非确定

决策者通常在对待不可能的盈利时表现出风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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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不可能的损失时表现出风险厌恶。
在损失情景下：

=

C.形式效应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人并不是完全理

其中 p 为客观概率，r=0.61；s=0.69.

性, 只是有限理性。在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会因为情境

根据上述公式和数据， 通过计算不同人对于购买

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种方案表现出不同的风险

商业健康保险的期望价值，可以间接反映出人们的风

态度， 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形式效应理论。

险态度。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实验表明： 当一种方案被正

B.数据基础

面表述时， 决策者会将其结果看成是获利情境， 从
而表现出风险规避性；当这种方案被负面表述时， 决

1）商业健康保险

策者会将其结果看成损失情境， 从而产生风险偏好

健康保险在我国是近些年新提出的概念。过去习

性。

惯的被称为医疗保险, 只是近些年随着国家医药卫生
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

Ⅲ.基于前景理论风险态度数量化计

平的提高和普遍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健康保险的概念
才逐步形成。

算：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
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

每个投保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消费准则，会对各

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

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环境所处判断和估计，并且要

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看护保险。疾病保险指以

对未来的情形进行判断和估计，然后做出决策，以实

疾病的发生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医疗保险指以约定医

现所追求目标的最优化。基于前景理论在相同参考点

疗的发生为给付条件的保险；收入保障保险指以因意

下，对不同性别的投保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的时间价

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

值做出测算，可以反映出不同性别投保人的的风险态

的保险；长期看护保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失去自

度差异。

理能力导致需要看护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A.基本计算模型

2）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调查研究结果
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调查（后文中简称

在前景理论中，
“前景”的价值是由“价值函数”

“调查”
）是通过随机问卷做出的，针对 18 岁以上不

和“决策权重”共同决定的，即：

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的商业健
康保险购买状况的调查，经过汇总，结果如下：
共收回有效问卷 500 份，其中男性被调查者 233

我们已经知道价值函数为：

人，女性被调查者 267 人。男性中，有 21.1%即有社
保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有 36.0%有社保没有购买
商业健康保险，6.9%没有社保但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36.0%即无社保也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女性中，有

根据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测定 =

30.0%即有社保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有 39.3%有社

=0.88，

保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2.7%没有社保但购买了商
业健康保险，28.0%即无社保也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

时最符合决策者的损失规避心理。

险。
而决策权重函数则为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同年龄，相同

，根据 Kahneman 的

医疗支出水平和收入水平下，男性和女性对于商业健

测算，决策权重计算如下：
在收益情景下：

康保险的投保情况有着很大的分别。可见其面对风险
的风险态度有着性别差异。下面将运用基本计算模型

=

进行模拟，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中不同性别的投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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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情况将作为决策权重中的客观概率 p，来测算

小，人们越有可能去购买保险。而又假设情况下可以

出不同性别的人群对于损失的敏感程度和价值函数，

知道对于同一时间的客观价值是相同的，因此决定人

从而对性别差异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者的风险态

们对于购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的就是决策权重

度差异进行测算和验证。而在下面的计算中，为了计

的大小；即在假设条件下，期望损失是以决策权重为

算方便结果明了，将男性设为 M，女性设为 W。其中，

自变量的递增线性函数。因此决策权重越大，对于购

具体投保情况的不同人群可设为以下数据：

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越大，我们只需要比较其
决策权重便可得到其风险态度的比较结果。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损失时往往呈现风险

表 1.不同性别投保状况的数据假设
男性有社保

男性有社保

男性无社保有

男性无社保

偏好的态度，即在面临确定性损失和不确定性损失的

有商保

无商保

商保

无商保

时候，更倾向于后者。比如，在投资经营活动中， 表
现为当投资经营失败，尤其是濒临破产边缘时， 决策
者面临风险时往往倾向于冒险。所以，当其测算出的

女性有社保

女性有社保

女性无社保有

女性无社保

有商保

无商保

商保

无商保

决策权重较大时，被测算者表现为风险偏好更强，不
购买保险的可能性也也就越大。

D.测算过程
测算时选择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测定的最符合
决策者的损失规避心理的数据

C.相关假设
由于商业健康保险属于第三类保险，具有财产保

=

=0.88 ，

进行计算。

险的性质，属于补偿性保险，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责
1）既有社会医疗保险又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不

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只能通过商业健康保险获得

同性别决策权重测算。

经济补偿，而不可能通过保险获益，所以在以下关于
决策权重的计算中，只对将保险结果视为损失情景的

的决策权重：

情况进行计算。为了进一步简化计算，我们需要假设
人们所要遭受的损失是相同的，设为 m。此时，价值

已知

有投保比例为 21.1%，则 p=21.1%

函数可以表述为：
=
即价值函数无差异性。
并且我们需要假设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相同

=

的，即其前景期望损失达到一定限度时人们才选择购
买保险，其选择购买保险的这个限度是相同的。
另外，前景理论中，人们的损失是相对于参考点

=

而言的。当对比的参考物不同时， 即使相同的事物也
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假定不同的投保人

= 0.3418/1.2881=0.2653

极力期望达到的财富水平是相同的，也就是对于每一
个投保者来说价值的参考点是一定的。

的决策权重：

在这三种假设下，根据
已知女双有投保比例为 30.0%，则 p=30.0%
=

由于人们对于购买保险这个事件的期望损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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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581/1.1633=0.1359

的决策权重：

=
已知

= 0.4357/1.3300=0.3276

投保比例为 2.7%，则 p=2.7%

2）有社保但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决
=

策权重测算。

=

的决策权重：
=
已知

=0.0827/1.0941=0.0756

投保比例为 36.0%，则 p=36.0%

=

4）既无社保有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决策
权重测算。
的决策权重：

=
已知

=

投保比例为 36.0%，则 p=36.0%

= 0.4941/1.3644 = 0.3621
=

=

的决策权重：
=

已知女有无投保比例为 39.3%，则 p=39.3%

= 0.4941/1.3644 = 0.3621

=
的决策权重：
已知

=

投保比例为 28.0%，则 p=28.0%

=
=

=0.5250/1.3556=0.3873
=

3）无社保但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性别决策权重
测算。
的决策权重：
已知

=

投保比例为 6.9%，则 p=6.9%

=

=0.4155/1.3353=0.3111

对以上 1——4 数据进行汇总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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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决策权重计算结果
有社保有商保

有社保无商保

无社保有商保

无社保无商保

男

0.2653

0.3621

0.1359

0.3621

女

0.3276

0.3873

0.0756

0.3111

图 2.决策权重结果柱状图

知风险的规避倾向更强。

Ⅳ.性别差异对于风险态度的影响

用 Kenneth J. Arrow 的理论来说，在有社保作为基
本保障时，男性往往为“避险型”，而女性往往为“冒
险型”。

A.以有无社保作为先决条件对购买者的决策
权重进行性别差异比较

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可能有以下几点：
（1）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还是一个重男权的社

1）在有社保作为基本保障时，女性的决策权重大于

会。在大部分的社会家庭中，男性的收入往往为家庭

男性的决策权重。

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重要决策

从图二可以看出，在男女均有社保和商保以及男

特别是抚养后代的过程中，男性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

女有社保无商保的条件下，女性的决策权重均大于同

因此，在经济基础和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男性

条件下男性的决策权重。即在有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基

相比女性来说更注重自己健康状况；因而除了基本的

本保障的情况下，比起女性来有更多的男性选择购买

社会保障之外，更多的男性会投保商业健康保险来更

商业健康保险，而女性更愿意选择自我承担超出社保

大程度的转移自己因为可能的疾病或者医疗费用支出

保障范围内的那部分可能的损失。而在调查结果中也

产生的风险。

反映出，在有社会保险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那

（2）在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群体中，大部分为城镇

部分人群中，在将来预期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男性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公务员，其经济水平较

人数多于女性人数。并且在对商业健康保险险种的选

为良好，拥有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能力。而据中国国

择上，女性大部分只选择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而除

情来看，在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管理层或者

了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外，有一定数量的男性也会投

领导层的男性比例要远远大于女性的比例，可见男性

保失能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可见在有社会保障

不仅仅是家庭主导，而且还是社会主导。而事实也表

的前提下，女性对未知风险偏好性更强，而男性对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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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同等条件下，男性获得升迁的机会要大于女性。

庭妇女。而女性购买者的比例又相对男性较高，其主

因而职业男性，特别是期望职业生涯有更大上升空间

要原因是其中家庭妇女的比例较高。在当今社会家庭

的男性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商业健康保

妇女或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被动失业或者或是因家庭条

险的个人需求也就相应的更大。

件优越而选择主动失业，而主动失业的那部分人由于

（3）一般说来，人们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

家庭条件优越具有足够的购买力，在本身没有工作没

女性比男性更谨慎，因而我们可以推断在面对风险的

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为了得到一定的医疗疾

时候，女性会选择更能降低风险的选择。然而心理学

病保障，自然会选择商业健康保险。

研究发现，男女对得益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具有有差

而在家庭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中，特别是普通个

异性的，暂时不考虑外界因素和环境的影响，单就自

体工商户或者农业工作者的家庭中，男性更倾向于去

我判断而言，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更愿意孤注一掷冒

承担未知的风险或者采取风险事前规避，来面对医疗

较多损失的风险去避免确定的损失。一般说来，男性

或者疾病的损失风险，而不是通过保险来降低风险。

对得益更敏感而女性对损失更敏感。

而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女性作未完全弱势群体更加

中国的保险也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很多人的保

需要保险来为其健康提供保障。因此，女性对于商业

险意识还不强甚至没有保险意识，很一部分人将购买

健康保险的需求反而会比较高。

保险却未能出险的保费支出视为损失的范畴。因此，

（2）再用冒险倾向的性别差异来解释，相对 1-

结合上述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女性更愿意孤注一掷

（3）中的损失情景下的男女差异，在收益情景下，男

地冒因生病或者医疗遭受损失的风险去避免付出不会

性比女性更愿意为较多的得益而冒不确定的风险。因

出险的保费，因此在已有强制医保的情况下，女性对

此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会为了潜在的保障得益而选择

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率较男性低。

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而男性却对此得益进行了低估，
而冒着更大的风险。因此，在没有社保保障的前提下，

2）在无社保作为基础保障时，女性的决策权重小于

男性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率较女性更低。

男性的决策权重。
从图二可以看出，在男女无社保也无商保和男女

B.性别差异导致的风险态度差异对于商业健
康保险发展的启示

无社保有商保条件下，女性的决策权重均小于同条件
下男性的决策权重。恰恰与 1 的结果相反，在没有社

1）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目前发展面临的问题

会医疗保障基础的时候，比起男性来有更多的女性选

首先从保费收入占比来看，2009 年商业健康保险

择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而男性更愿意选择自我承担超

保费总保费收入的 5. 15%，而在成熟市场上这一比例

可能的损失。而在调查结果中也反映出，在没有社保

一般在 30%左右，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深度还远远不

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那部分人群中，在将来预

够。其此我国健康保险市场的专业化程度还太低，健

期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

康保险的经营理念大多仍停留在寿险的层面上；管理

调查中显示，没有医疗保障基础的人群大部分为

制度严重不完善，包括精算技术、核保技术、核赔技

个体商户，自由职业者或者农业工作者，首先其收入

术和风险管控技术严重匮乏；经营管理人才不足，高

水平有限，在没有社会保障并且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

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尚未形成。再次，健康险的

险的人群中大部分人是由于此原因，不愿购买或没有

发展环境仍不成熟。我国对商业健康保险缺少税收优

能力购买，这是男女购买者的的通性；而其性别差异

惠，目前国内只对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行

主要表现在这部分人中更多的女性购买了商业健康保

了税收优惠，对购买健康险的消费者还没有优惠，这

险。

会影响消费者购买保险的倾向。另外法律法规严重缺

用 Kenneth J. Arrow 的理论来说，在有社保作为基

少，目前关于健康保险的法律法规还比较少，还有一

本保障时，女性往往为“避险型”，而男性往往为“冒

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社会基本保险和健康保险的业务

险型”。

范围不明确。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再回到中国是男性主导社会的这个原因，在

2）针对性别差异完善健康保险公司发展的建议

无社保的这部分人群中，调查结果显示出，购买了商

研究性别因素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者的影响

业健康保险的那部分人群较多的是个体工商户或者家

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了解不同性别的人群在购买保险

7

2012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July 18- 21, 2012 Qingdao, China

的风险决策时会有怎样的差异以及其原因是什么，而

调研结果中也显示，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没有享受到

对于现实中的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来说，在保险公司

社会医疗保险。因此在我国人们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

的实际运营过程中，特别是产品设计和展业过程中，

求是很大的，特别是没有享受到社会医疗保险那群人

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因此，基于健康风险态度性

的潜在需求，如何发现并满足这些需求就是商业健康

别差异的结论，对于专业健康险公司或者其他经营健

保险展业需要做的事情。

康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发展，有以下建议。

全面了解性别风险态度差异，展业人员在展业过

第一，有效地将性别导致的健康风险态度差异运

程中能够更有效地发现并把握不同性别潜在投保者的

用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于有效地开拓产品，提高

需求，投其所好，因人制宜，为不同性别的投保人提

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供给有一定的意义。

供有效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在展业过程中，在了解

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供给不对称是我国当今商业

到展业目标人群的大体收入和医疗支出水平之后，可

健康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我国商业健康

以根据性别差异，首先选择那部分购买倾向更高的人

保险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专业化的商业健康保

群进行展业。譬如两个均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男女，

险公司还比较少，专门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基础还比

在大致相同的家庭收入和医疗支出水品之下，在上文

较薄弱，在实际中商业健康保险大多作为投资型保险

的阐述中医讲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有

的附加项目而被消费者所接受。而商业健康保险的有

购买健康保险的倾向，所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向女

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健康保险

性进行展业，从而提高展业成功率。这样可以大大地

的产品和购买者需要的产品在价格，保障程度等方面

提高展业的效率，降低展业成本，进而提高商业健康

有着一定的出入，在《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及

保险展业的水平和效果。

发展趋势》的调研结果中显示，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因

第三，有效地将性别导致的健康风险态度差异运

为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而放弃购买商

用到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中，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经

业健康保险，这种不对称将使保险公司损失一大批的

营也有一定的益处。

潜在客户。

在商业健康保险的承保，核保，精算，理赔等项

所以，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考

目中，考虑性别差异，进行差异化管理。能够一定程

虑到性别因素导致的风险态度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

度上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效果和效率。

上缓解需求供给不对称的困境。比如，在疾病保险产
品的研发过程中，可以将不同性别的一些发生率较高

致谢

的重大疾病分别研发出不同的险种，再根据具体疾病
的实际支出计算相应的保险费率，相对传统的疾病保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吉彩虹，

险来看，这样能更有针对性和倾向性的为不同性别的

王绪瑾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

投保人提供合适的健康保险产品。

中，他们无论是在论文的选题、构思和资料的收集方

因此，有效地将性别差异影响因素运用到保险产

面，还是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成文定稿方面，都对

品的研发过程中去，考虑到不同性别人群风险态度差

我倾注了悉心细致的教诲和无私的帮助，特别是他们

异，更有针对性地研发出不同性别人群的健康险产品，

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一

对于为投保人提供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有一定的意

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我终生受益，在此表示真诚地感

义，从而进一步地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供给，进

谢和深深的谢意。

而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以致整个保险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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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对于投保人风险态度差异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调研结果
柴鑫慧,吉彩虹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摘 要:前景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Kahneman 和 Tversky 通过对预期效用理论的修正而得出的。相对
于预期效用理论，它更强调决策人在面对风险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往往会由于情境或状况的不同而对同
一风险显示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决策者对于事件的主观判断性更强，并且人们判断收益或者损失是相对于参考
点的相对收益或者相对损失而言的。投保人投保的过程与前景理论描述的特点极为相似，投保人在不同的身体
或者财产状况下对于同一风险的风险态度是不同的，投保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选择性。因此，本文主要运用前
景理论，以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现状调查结果作为数据基础，将北京市商业健康保险的调查结果中，不同性别
的投保者在同等投保状态下的风险态度转化为，其面对损失时对损失事件的期望价值进行的测算，将风险态度
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性别差异造成的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者的风险态度的差异，以及其所显示出的
规律性结果，从而得出结论。结果显示，在以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险为先决条件时，男女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的风险态度的差异表现为：在有社保时男性是避险型女性为冒险型；而在无社保时男性为冒险型女性为避险型。
并运用得出的结论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未来发展做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前景理论；风险态度；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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