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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uper typhoon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and have become the constrai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by the 
typhoon catastrophe insurance fund because typhoon insurance market is not developed enough. S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deas of Typhoon Catastrophe Fund which is led by government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participate 
a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is fund is to enhance disaster relief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and insurance compensation 
function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of Typhoon Catastrophe Fund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on of Typhoon Catastrophe Fund and designs 
preliminarily its operation from four aspect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the core institutions, funding sources, and 
operating expenses; Finally, it analyses financing ratio and payment classification of Typhoon Catastrophe Fund by 
means of gray correl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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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引言 
1949 年至 1989 年，我国把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达到 8 级（17.2m/s）或以上的热带气旋称

为台风，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 12 级(32.7 
m/s)或以上的热带气旋称为强台风。1989 年起

我国采用国际热带气旋名称和等级标准，2006
年又将 “台风”以上强度的热带气旋进行了细

分。因此，目前中国对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和

南海的热带气旋，依据其中心最大风力将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小于 8 级的称为热带低压，8～9
级风力的称为热带风暴，10～11 级风力的称为

强热带风暴，12～13 级风力的称为台风，14～
15 级定义为强台风，16 级或以上的定义为超强

台风。而本文所指的台风，考虑到历史资料的

连续性及人民习惯，沿用 1989 年以前我国的规

定，将近中心最大风力≥8 级的热带气旋统称

台风，即将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

台风、超强台风统称为台风。 
中国海岸线漫长，是全世界遭受台风灾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沿海自南向北都有可能受

到台风袭击，平均每年有 7 个台风在沿海各省

登陆，每次登陆的台风都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

巨大经济损失，其中以广东、海南、浙江、福

建最严重。如 2005 年沿海地区从 7 月～10 月

月，接连遭遇了“海棠”、“麦莎”、“珊

瑚”、“泰利”、“卡努”、“达维”和“龙

王”等台风的袭击，给沿海各省造成的经济损

失达到 500 多亿元，死亡 150 多人①。又如

2006 年台风“桑美”是 1949 年以来登陆中国大

陆最强的一个台风，由于它具有中心气压特别

低、风速特别大、降雨特别集中、发展迅速、

移动快、影响时间短（集中）等特点，因而破

坏力极大；据统计，台风桑美使浙江、福建、

江西、湖北 4 省共有 665.65 万人受灾，因灾死

亡 483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9.0 万公顷，绝收

面积 3.6 万公顷，倒塌房屋 13.63 万间，直接

经济损失 196.58 亿元②。 
目前应对台风的措施分为两类：一是台风

袭击前的防御措施；二是台风袭击后的损失补

偿机制。我国沿海各省一贯重视台风灾害防御

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沿海防潮、渔船避风等工

程建设，并逐步完善防台风预案、水文气象监

测预报预警、防汛通信网等非工程措施。但就

台风过后的损失补偿机制而言，虽然有财政资

金进行灾后的救济，但政府救济的额度与台风

造成的损失相比较，无异于杯水车薪。相关部

门已意识到，应该充分发挥保险这种专业化的

损失补偿机制为台风灾害提供保障，但由于种

种原因目前保险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本文在

分析建立台风巨灾基金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救济和保险补偿相结

合的台风巨灾基金的设想，并对台风巨灾基金

的运行进行了初步设计。 

                                                           
①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灾害年鉴 2006。 

②资料来源：中国气象灾害年鉴 2007。 

本文受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一般项目资助（项目编号为

Y2010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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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文献回顾 

A. 台风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单纯对我国台风灾害损失进行评

估，而一些学者则在分析我国台风风险特征或

对台风灾害损失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台风

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的相关策略。牛海燕、刘

敏等(2011[1])根据 1990－2007 年的台风灾情资

料，对沿海省市的台风灾害损失及其与致灾因

子的关系进行分析评价，认为除个别区域外，

沿海地区台风灾害损失都呈下降趋势，但各区

域下降的幅度不等。陈和、蔡衡、吕智秀

（2011[2]）认为妥善的台风灾害危机管理方案

不仅包括预警与应急管理措施，还应包括灾后

的赈灾补偿措施，而巨灾保险是完善赈灾补偿

的有效途径。刁怀宏、谢婷婷（2011[3]）则分

析了台风风险的可保性，并对有政府支持的台

风保险供求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表明农户购买

台风保险的保险费用占其总产出的百分比在农

户和保险公司的决策中至关重要。方伟华、钟

兴春等(2011[4])利用浙江省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

项目中的农村住房保险及理赔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以此建立了浙江省农村住房台风易损性方

程并给出相关参数。薛建军、李佳英等

（2012[5]）对登陆我国台风气候特征及灾害发

生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台风灾害导致的直接

经济损失总量呈现缓慢增加趋势，人员死亡数

明显下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轻台风灾

害损失和社会影响，可依靠基于风险区划的防

灾能力建设降低风险，依据准确的风险预评估

避让风险，依赖保险特别是政策性巨灾保险的

开展转移风险。曹伟华，黄崇福等（2012[6]）

利用气象数据和企业财产保险理赔数据，对台

风强度与企业财产脆弱性关系进行了识别，认

为过程降雨量是刻画台风致灾强度的最优指

标，该研究结果为区域台风风险管理提供了科

学依据。 
产生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巨灾风险证券化

推动了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整合，鉴于在国

外巨灾债券应对飓风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方面发

挥的作用令人瞩目，国内一些学者因此受到启

发，研究了我国发行台风巨灾债券的相关问

题。施建祥、邬云玲（2006[7]）利用非寿险精

算技术分析我国台风损失分布和次数分布，并

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债券定价原理计算台风

灾害债券的收益率和价格。李永、刘鹃(2010[8])

对我国 1990 年来损失在 1 亿元以上的台风损失

以及次数分布进行拟合，并结合无套利 BDT 利

率期限结构模型以及转移概率参数，建立了我

国台风灾害债券短期利率离散形式的动态变化

模型。侯峰、金大有（2010[9]）在考虑我国短

期利率期限结构的基础上通过 Loubergè巨灾债

券理论定价方法尝试对我国假想台风损失巨灾

债券进行了具体定价。李永、范蓓、刘鹃

（2012[10]）基于中国台风巨灾财产损失、受灾

面积两事件，设计了多事件触发巨灾债券产品

定价模型。 

B. 巨灾风险基金相关研究 

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风险基金制

度，在巨灾风险基金的运行方面也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一些学者的研究围绕这方面而展开。

王安（2008[11]）将巨灾保险基金的运作分为四

种主要模式：政府作为巨灾保险提供者的美国

国家洪水保险基金模式；商业化运作和商业化

管理的挪威模式；多方合作的土耳其巨灾保险

基金模式；政府提供巨灾风险再保险的佛罗里

达飓风巨灾基金。冯占军（2008[12]）则在分析

台湾地震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认为构建起多层

次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地震保险基金是

关键。朱浩然（2011[13]）分析了土耳其巨灾保

险基金的管理模式，认为其优点主要有:避免了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政府的权利集中，减少了

腐败行为；使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得到考

虑，保持了良好的“公私合作”关系；充分吸

收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经验及技术。谢世清

（2011[14]）考察了佛罗里达飓风巨灾基金的产

生背景、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运行状况等，

认为和佛罗里达情况类似,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

省、浙江省、福建省容易遭受台风的袭击,可以

考虑设立台风巨灾保险基金,而地震频发的西部

各省可以设立地震巨灾保险基金。谢世清

（2011[15]）还分析了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

(CCRIF)的产生背景和运作机制，认为 CCRIF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参数指数为理赔机制、多

国参与的区域性共保体,成功地吸引到了众多的

会员和大量资金,并把巨灾风险转移到国际再保

险和资本市场,它向加勒比各国政府提供了保费

低廉的保险项目。 
一些学者对于我国巨灾风险基金的建立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张雪芳（2006[16]）从彩票的

公益性质、彩票市场的风险偏好、彩票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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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相似之处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以发

行彩票方式筹资的巨灾风险基金模式。王晓炜

（2007[17]）从巨灾基金的资金来源、支出、管

理及信息披露等做出了会计监管方面的探索。

卓志、王琪（2008[18]）提出通过政府、资本市

场多渠道筹资和分担风险的巨灾风险基金构

想。赵昕、冯锐（2009[19]）提出通过构建商业

手段融资，但采取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巨灾风

险基金，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为巨灾风险提

供分层保障。谢世清(2009[20])在论述中国建立

巨灾保险基金必要性的基础上，认为建立我国

巨灾保险基金的总体思路应当是，通过再保险

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巨灾保险基金，对巨灾

保费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由专业再保险

公司代为管理，统一安排国际再保险、运用风

险证券化等方式分散风险，实现成本收益的最

优化。潘席龙、陈东（2009[21]）在分析目前财

政救助性巨灾补偿体系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在

建立我国巨灾补偿基金的时候，至少应遵循补

偿主体多和补偿资金来源多样化、补偿方式货

币化、按受灾情况确定补偿额、成本与补偿对

等、有利于风险预防和控制等几个方面的原

则。 
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针对台风灾害损失

补偿的研究并不深入，很多学者往往是在对台

风灾害损失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泛泛提出建立

台风保险制度的设想。一些学者关注于台风债

券定价的研究，台风债券虽然是一种比较好的

损失补偿方式，但其运行需要很多外部环境的

配合，以目前我国现实来看，发行台风债券的

时机并不成熟。台风巨灾基金制度是分散台风

巨灾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是台风灾害损失补偿

机制的关键环节，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未真

正展开。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我国沿海地区台

风巨灾基金的构建进行一个初步探讨。 

Ⅲ.我国沿海地区构建台风巨灾基

金的必要性 

A. 有助于解决台风巨灾风险弱可保性
的问题 

台湾学者袁宗蔚（ 2000 ）认为，可保风

险的界限可以从技术上和经济上两个方面来

看。可保风险在技术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其

一，有足够数量同类风险单位；其二，损失出

于偶然而非故意之风险；其三，损失明确且能

测定之风险；其四，损失非巨大灾害之性质的

风险。可保风险在经济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

其一，发生较大损失金额之风险；其二，损失

几率并不过高之风险；其三，保费负担合理可

行之风险。台风风险并不能满足可保风险在技

术上和经济上的所有限制。台风巨灾风险和其

它巨灾风险一样，具有发生概率低，统计上不

易做出有效的判断，因此存在参数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台风巨灾风险发生的概率很难进行正

确的估算。当风险存在参数不确定性的时候，

保险公司必须持有大量资金以保持出现无偿付

能力的低可能性，相关保险的附加保费就会很

高。对于投保人而言，意味着要支付极高的保

险费，这可能使他难以承受。还有，台风巨灾

风险的损失事件不是独立的，会影响比较广大

的地区，使得几个省市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可见，台风巨灾风险具有弱可保性，而建

立沿海地区台风巨灾基金，不仅可以使台风巨

灾风险在一个较广的区域内分散，更重要的

是，可以实现台风巨灾风险的跨时分摊，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台风巨灾风弱可保性的问

题。 

B. 有助于增强商业保险在台风灾害损
失补偿方面的作用 

目前，商业保险在台风损失补偿方面发挥

的作用比较小。以浙江省为例，2004 年，“云
娜”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81.28 亿元，但全

省保险业共支付赔款仅 7.54 亿元；2005 年，

“海棠”等 5 次台风连续袭击浙江之后，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421.9 亿元，浙江保险业仅赔付

10.7 亿元； 2006 年，“桑美”等三个台风给浙

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4.3 亿元，但保险业赔

付仅约 2.5 亿元；2007 年，在抗击“圣帕”等 3
次强台风中，浙江直接经济损失 157.2 元，但

保险业支付赔款仅约 2 亿元①。可见，保险理

赔数额在台风灾害损失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甚

至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由于台风历史灾害数据

的缺乏，保险公司无法对台风保险做出准确的

定价，而强台风和极强台风发生概率小但损失

巨大的特点，可能会对保险公司造成短期内的

沉重的赔付压力甚至导致破产，再加上传统再

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原因，导致

保险公司在承保企业财产保险逐渐对台风高发

                                                           
①
 有关 2004-2007 年台风给浙江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数

据来自于 2004-2007 年《浙江省气候公报》，有关 2004-

2007 年浙江省台风损失保险赔付的数据来自于《浙江保险

业缩影》，证券日报，201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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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采取谨慎承保态度。而台风巨灾基金的建

立有助于解决传统再保险市场承保能力不足的

问题，减轻台风保险对保险公司造成的赔付压

力，从而有助于扩大商业台风保险市场，增强

商业保险在台风灾害损失补偿方面的作用。 

C. 有助于政策性保险在台风灾害损失
补偿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突

破性进展，农业保费收入从 2006 年的 8.5 亿元

增加到 2011 年的 162 亿元，增长了近 19 倍。

而且，在对台风的灾后损失赔付中，农业保险

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 2007 年在罗

莎台风中，台风严重影响了浙江省乐清、鄞

州、余杭和温岭四个地区的水稻生产，这四个

地区的水稻简单赔付率分别为 657.12%、

777.41%、706.45%、610.42%①，对于遭受台

风损失的参保农户来讲，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

上分担了灾后损失。除政策性农业保险外，政

策性农房保险和渔船政策性互助保险在台风损

失补偿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国家高

度重视，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日趋完

善，但其发展面临仍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缺

少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目前我国的政策

性保险主要是由政府出钱给农民补贴保费，多

家保险公司经营，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体

系，而单个保险公司又难以在全国较大范围分

散风险。正是由于全国性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

机制尚未建立，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

到有效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保险公司

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承保能力，降低了保险公司

对政策性保险的接受度，也难以提升巨灾损失

补偿水平。在我国沿海地区，台风是政策性保

险面临的主要巨灾风险，台风巨灾基金的建立

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沿海地区政策性保

险缺少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问题。 

D. 有助于平滑财政在台风救助方面的
支出 

全球气候变化和和财富的不断集中使台风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大，给我国沿海地区

经济、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我国

沿海省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防灾救灾工作的开

展与实施，在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最大限度

地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持灾区的社会稳定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政府所能够提

                                                           
① 
数据来自于浙江保监局。 

供的只是基本的民生保障，除了保障水平较低

外，由于目前的政府拨发财政救济款都是在灾

害发生之后，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限制，使政

府财政补助带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缺点，不

能很好地满足灾后资金迅速到位的需求，甚至

于许多计划中的救助资金最终可能会因为个人

或机构的财务困难而无法完全兑现。政府救济

会给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带来比较大的压

力，尤其是台风灾害发生的不可测，在个别年

份灾害损失后果会特别严重，这无疑会影响到

财政预算的计划性和连续性。而通过建立台风

巨灾风险基金，政府每年拨付固定的数额到巨

灾风险基金的帐户里，在巨灾基金资金积累到

一定程度时，即便个别年份发生异常的台风灾

害损失，巨灾基金仍能保证政府救济的顺利完

成。这样，对政府财政来说，不至于因为台风

损失的波动性造成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因此，

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建立有助于平滑财政在台

风救助方面的支出。 

Ⅳ.我国沿海地区构建台风巨灾基

金的指导原则 
笔者认为在构建我国沿海地区台风巨灾基

金的时候，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

则： 

A. 政府救助和保险补偿相结合的原则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巨灾风险基金，

这些巨灾风险基金都与保险直接联系，在政府

和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不同程度的参与下，

层层分保，应对巨灾发生时大额的保险赔付，

实现巨灾风险的分散转移。比如佛罗里达州的

飓风巨灾基金(FHCF)是政府经营的巨灾再保险

项目，旨在鼓励保险人留在佛州市场，于安德

鲁飓风发生后在 1993 年 11 月成立，以应对有

关飓风再保险的取得性问题。也就是说，很多

国家和地区的巨灾风险基金就是巨灾保险基

金。然而，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沿海地区

台风巨灾风险基金并不适合采取巨灾保险基金

的方式，原因在于我国台风保险覆盖面较小，

在发挥台风灾害损失补偿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

有限。当然，也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强制性或半

强制性的方式来推广台风巨灾保险，但这要花

费相当高的成本，如果相关成本由政府支出的

话，将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从目前我

国现实来看，政府救助和台风相关的保险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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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作用不同，但都是必不可少的台风损失

补偿的方式，既然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台

风巨灾保险基金来加大这两种方式所发挥的作

用。也就是说，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都是

台风巨灾保险基金的参与者，政府通过每年挑

拨一定的资金来避免在不同年份台风救灾资金

方面的波动性，而对保险公司来说，通过每年

向巨灾基金缴纳一定的费用来规避台风巨灾风

险。唯有这样，台风巨灾基金才能形成规模，

当然，同时它也把政府救济和保险补偿相结合

了。 

B. 风险跨区分摊和跨时分摊并重的原
则 

建立台风巨灾风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充分

分散台风巨灾风险。对于巨灾风险基金来说，

分散风险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即风险跨区

分摊和风险跨时分摊。风险跨区分摊，是指巨

灾风险基金通过在足够大的地区开展业务，使

局部地区发生的风险尽可能在全部展业区域内

得以分散。风险跨时分摊，是指巨灾风险基金

通过在足够长的时期内开展业务，使得长期总

收入与总支出保持平衡，以保证巨灾风险基金

长期的财务稳定。巨灾风险基金在开展业务

时，往往是将风险跨区分摊和跨时分摊两种方

式结合运用，但其中跨时分摊风险方式更为重

要。原因在于，同一时间台风巨灾风险造成的

损失在区域上具有相关性，巨灾基金业务范围

的扩大并不一定都能带来风险的更大分散，有

时反而使风险更加集中，而不同年份台风风险

造成的损失不具有相关性，如果巨灾基金开展

业务时间足够长的话，就是较好地达到分散台

风巨灾风险的目的。 

C. 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并重的原则 

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作用就是要弥补台风

巨灾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补偿空白，其对于社

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言而

喻。但巨灾风险基金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不可

忽视其经济责任，也就是说，巨灾风险基金的

运行虽然不能像商业化企业那样，以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但在一定时间内，其运行的成本和

支出应基本平衡，才可以使其的发展具有可持

续性。可见，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社会责任和经

济责任并重并不矛盾，承担经济责任的目的就

是为了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D. 鼓励融资方式和补偿方式创新的原
则  

在巨灾风险基金建立的初期，其资金主要

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和保险公司缴纳的费用，

但在基金运行一段时候后，可积极探索补偿基

金来源的多样化。比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可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等，利用非传统风

险转移工具扩大基金规模。同时，也应鼓励损

失补偿方式的创新，比如借鉴加勒比巨灾风险

基金以参数指数为触发机制的启赔方式。使用

参数指数促发机制，巨灾基金赔偿机制的启动

是事先约定的自然灾害事件本身的参数如台风

风速和半径等，而不是基金参与人对灾害所造

成实际损失的评估。参数指数机制的启赔方式

可以减少道德风险，为基金在国际再保险市场

和资本市场上分散风险提供有利条件,也能避

免核定损失的繁琐程序,有效地减少一般损失

补偿所需的冗长时间,满足对救灾资金的即时

需求。 

 

Ⅴ.我国沿海地区台风巨灾基金运

行初步设计 

A. 运行机制 

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国外那些

以保险业为基础的巨灾保险基金模式，在我国

都无法直接套用。但是，在台风灾害损失日益

严重、对台风风险的转移和台风灾害损失补偿

的要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我们不能等到沿海

地区的台风保险市场充分发展后，才考虑建立

台风巨灾补偿制度，而必须着眼于当前实际作

出安排。这不表示我们否认了保险在分散台风

风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恰恰相反，我们仍然

认为保险是一种分散台风巨灾风险的重要手

段，这不过在当下，保险发挥的作用的确有

限。所以，本文所构建的整个台风巨灾风险基

金系统中，不是把保险作为台风巨灾损失补偿

的唯一手段而是把它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而

且，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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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随着巨灾风险基金的发展，其对台风保险

的支持作用就会日益显示出来，会有助于台风

保险市场的日益扩大。可见，本文所构建的台

风巨灾风险基金，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以各沿

海省份政府协调一致后共同出资建立的、带有

政府救助和保险补偿相结合性质的巨灾基金。

其运行机制如图 1 所示。 

B. 核心机构 

设立合适的核心机构是台风巨灾风险基金

能否顺利运行的关键，拟建立的核心机构是

“中国台风巨灾基金公司”，这是由沿海各省

份联合控制和管理的独立法人机构，其主要职

责是：制定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方案并从各省

政府、保险公司等筹集基金；制定台风巨灾风

险的损失分摊计划并组织实施；选择并委托基

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基金的资产进行投

资运作和托管，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检

查；在规定的范围内对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

运作；积极鼓励、促进和尝试台风巨灾融资方

式和赔偿方式的创新。台风巨灾基金公司应建

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

理制度，依法运营，独立核算。其董事会成员

由各省市政府、保监会、保险公司推荐。在董

事会下面还可设立一个咨询小组，其成员可由

相关专家学者组成，对基金的运行状况、台风

巨灾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定期提交评估

报告，为董事会提供决策依据。 

C. 资金来源 

台风巨灾基金的启动金额，由沿海省市政

府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在正式营运时，其资

金来源主要有以下一些渠道： 

1）政府财政拨款 
巨灾风险基金在成立后要根据不同省市台

风灾害的历年损失状况、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

制定缴费规则，每个省市根据该规则确定具体

金额并进行调拨。当然，缴费规则的制定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在巨灾基金运行一段时间后，

应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有人会质疑台风

巨灾基金的成立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当实

际上并不会，因为对于易遭受台风灾害的一些

沿海省市来说，每年都会拨付一定资金用于台

风灾害预防和救灾方面，只不过在巨灾基金成

立后，政府把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划拨给了台风

巨灾基金。 

2）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分保费收入 
如果发生巨大的台风灾害，将使经营政策

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险人面临巨大的财务

压力。因此，对于这些保险人来说，台风巨灾

保险基金相当于一个再保险组织，保险人可以

通过向基金分保来转移台风巨灾风险，同时，

保险人缴纳的分保费自然成了基金的收入来源

之一。 

3）社会捐赠 
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界提供的用于救灾的捐

款。 

成立 

赔
款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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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费
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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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
款
支
付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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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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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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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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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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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巨灾债券等 AR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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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沿海地区台风巨灾风险基金运行机制初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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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巨灾债券等 ART（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诞生以来，巨灾债

券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巨灾债券

的每年发行规模和速度连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突破，成为发行规模最大，交易最为成功的巨

灾保险连接证券，对传统再保险形成了有力补

充[22]。目前，飓风和地震是巨灾债券涉及最多

的灾害种类，由此也可认为，用巨灾债券分散

台风巨灾风险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在今后时机

成熟时，台风巨灾风险基金可以作为发起人在

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进行融资，以实现

台风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的分散。 

5）发行巨灾彩票融资 
我国民政部门一直存在发行彩票来募集救

灾资金的作法。如在 1998 年，中国南方遭遇

特大洪水后，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通过发行 50
亿元抗洪赈灾专项彩票募集资金，该项目的顺

利实施，使得遭受灾难的人们得到更多更及时

的救助。又如从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两年半时间内，民政部通过发行 300
亿元-400 亿元福利彩票网点即开票和中福在线

即开票，募集汶川大地震灾区“福彩赈灾公益

金”，帮助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如果我国沿海

地区遭到特大台风灾害，导致巨灾基金相关支

出猛增，甚至占到其可用资产价值的 90%以上

时，可以出台相关规定允许它和民政部门一起

通过发行彩票来筹集一定的资金。当然，这种

方式一般不要轻易使用。 

6）投资收益 
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要坚持安全

第一的原则，确保获得一定的收益，主要投资

于银行存款、国债、央企债券等低风险的金融

债券。当然，当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做适当规

模的产业投资、股票投资和海外投 
资。投资收益的逐年累积，有利于巨灾基金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台风巨灾风险基金资金来源设计如图

2 所示。 
 

 
 
 
 
 
 
 
 
 
 
 

 
 
 
 
 
 
 

 

D.营运支出 

中国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运营开支主要有

以下部分： 

1）各类运作费用和成本 

员工的薪水和福利、营运日常开支，再保

险保费以及支付给再保险经纪人的佣金，各种

筹资成本比如巨灾债券的发行费用等。 

2）台风灾害发生后支付给相关省份的救灾

资金 

台

风

巨

灾

风

险

基

金 

政府和社会资金 

分保费收入 

创新融资方式取得的资金 

投资收益 

各省市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 

社会捐助资金 

政策性保险的分保费收入 

商业性保险的分保费收入 

具备条件时发行巨灾债券融资 

具备条件时发行巨灾彩票融资 

图 2. 中国台风巨灾风险基金资金来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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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金是基于台风巨灾而建立的，所以

并非所有的台风灾害，基金都要拨出救灾资

金。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基金要安

排救灾资金呢？这时候可以考虑设定一个触发

机制，该触发机制以台风相关的实际参数作为

救灾资金拨付以及拨付金额多少的依据。当

然，除了用灾害参数触发机制，也可以用模型

损失触发机制。 

3）台风灾害发生后支付给保险人的赔偿款 
对保险公司赔偿条件的设置可以考虑使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触发机制相结合的方法，比

如同时使用赔偿型触发机制和灾害参数触发机

制，或者是同时使用赔偿型触发机制和模型损

失触发机制，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防范保险

人的道德风险，同时又不至于使保险人面临的

基差风险太大。 

Ⅵ.我国沿海地区台风巨灾基金筹

资比例和缴费分级分析 
我国沿海各省市面临台风巨灾风险的程度

不同，在确定各省市台风巨灾基金筹资比例和

缴费等级时，应该要体现这种差异性。本文应

用灰关联分析理论对于该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A.研究方法 

灰色系统着重外延明确，内涵不明确的对

象，研究重点是系统行为数据间的内在关系，

是一种内涵外延化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可

以对事物的“小样本”、“少数据”、“不确

定性”、“多变量输入”、“离散的数据”、

及“数据的不完整”做有效的处理，根据因素

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

之间的关联程度。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

文应用灰关联分析理论对于沿海省市的筹资份

额比例和缴费等级进行分析。模型原理如下： 

1）灰生成   
即数据的映射、转化、加工、升华与处

理，其目的是为灰分析提供数据的可比领域。 

2）计算关联系数 
设 X 为某一特定主题所确定的灰关联因

子 集 ， 数 列

( (1), (2), (3),......., ( ))i i i i ix x x x x k X= ∈
，

且 ix
已经过数据处理具有可比性。 
其中： 

1, 2,......,i m N= ∈
，代表有 m组数列。 

0,1,2,......,k n N= ∈ ，代表各数列包含

n 个因子。 

令 0x
为参考数列， 1,..., mx x

为比较数

列，将参考数列 0x
与其他比较数列 ix

之间的

灰色关联度系数定义如下： 

min max
0

0 max

( )               (1)
( )i

i

r k
k

ξ
ξ

Δ + ×Δ
=
Δ + ×Δ

     

其中： 

0 0( ) ( ) ( )i ik x k x kΔ = −
，代表 0 ( )x k

与

( )ix k
差的绝对值；  

 
min 0min .min . ( )ii k

k
∀ ∀

Δ = Δ
，代表所有 ix

中最小的 0 ( )i kΔ
； 

max 0max.max. ( )ii k
k

∀ ∀
Δ = Δ

，代表所有 ix

中最大的 0 ( )i kΔ
； 

ξ 为分辨系数，在（0，1）内取值，ξ 越

小，关联系数间的差异越大，区分能力越

强．本文中的ξ 取 0.1。 

3）计算关联度 

0 0
1

1 ( )                      (2)
n

i i
k

r k
n =

Γ = ∑          

灰色关联度表示两数列之相关程度，其

中 00 1i< Γ <
， 0iΓ

的值越接近 1 则表示相关

程度愈高。如果将 m 个比较数列的对同一参考

数列的灰关联度逐一求出，并依其大小顺序排

序，得到所谓的灰关联序，这一灰关联序便可

以用来评估各省市面临的台风灾害风险大小，

以此作为沿海省市的筹资份额比例和缴费等级

的依据。 

B.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沿海面临台风灾害的八个省市

和自治区 2001~2010 年十年间发生的台风风暴

潮灾害为研究对象。按照重要性、全面性及可

比性的原则，及考虑实务上数据取得的限制，

选取了以下指标：受灾人口（万人）、死亡

（含失踪）人数、农作物受灾面积（千公

顷）、海水养殖受灾面积（千公顷）、损毁房

屋（万间）、损毁海岸工程（公里）、损坏沉

没各类船只（艘）、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本文选取的台风风暴潮灾害经济损失指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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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海洋局 2001-2010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

报》。 

C.计算结果及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 1、表 2 及表

3。从表 1、表 2 可看出，各年度灰色关联度排

名第一最多的为广东和福建，广东分别是

2003、2008、2009、2010 四个年度排名第一，

福建则是 2001、2004、2005、2006 四个年度

排名第一，而浙江则有二个年度灰色关联度排

名第一，分别是 2002 和 2007 年度，说明这三

个省份的台风灾害损失最严重。这从平均灰色

关联度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排前三位的依次

是广东、福建和浙江。海南和广西在平均灰色

关联度的排名中分列第四和第五位，说明这两

个省遭受台风灾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

严重性不及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而江苏、

上海、山东遭受严重台风灾害损失的可能性则

比较小。 

 
表 1 2001-2005 年各省市台风灾害损失灰色关联度及排名 

省市 

名称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山东 0.0909  3 0.0909 3 0.0909 4 0.0909 6 0.0951 6 

江苏 0.0909  3 0.0909 3 0.0909 4 0.1332 3 0.0914 8 

上海 0.0909  3 0.0909 3 0.0909 4 0.0910 4 0.1049 5 

浙江 0.0909  3 0.7189 1 0.0909 4 0.5604 2 0.3236 3 

福建 1.0000  1 0.4740 2 0.0909 4 0.5708 1 0.4920 1 

广东 0.1953  2 0.0909 3 1.0000 1 0.0910 4 0.2130 4 

广西 0.0909  3 0.0909 3 0.1158 2 0.0909 6 0.0932 7 

海南 0.0909  3 0.0909 3 0.0979 3 0.0909 6 0.3996 2 

 

表 2 2006-2010 年各省市台风灾害损失灰色关联度及排名 

省市 

名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灰色关

联度 

排

名 

山东 0.0909  5 0.0909  7 0.0909 7 0.0909 7 0.0929 4

江苏 0.0909  5 0.1185  5 0.0911 6 0.1071 5 0.0909 6

上海 0.0909  5 0.0909  7 0.0909 7 0.0909 7 0.0909 6

浙江 0.3421  3 0.4480  1 0.0933 5 0.2407 2 0.0910 5

福建 0.5414  1 0.0950  6 0.1050 3 0.2355 3 0.3386 2

广东 0.4943  2 0.4438  2 0.8864 1 0.7786 1 0.7192 1

广西 0.0948  4 0.2099  4 0.2156 2 0.0974 6 0.2120 3

海南 0.0909  5 0.2195  3 0.0952 4 0.1814 4 0.0909 6

 

表 3 2001-2010 年各省市台风灾害损失平均灰色关联度及综合排名 

省市名称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平均灰联度 0.0524 0.0571 0.0529 0.1719 0.2259 0.2815 0.0751 0.0831 

综合排名 8 6 7 3 2 1 5 4 

 
从计算结果来看，台风巨灾基金的构建对

于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有重大的意义，对于

海南和广西也是有必要的，但对于江苏、上

海、山东三个省市而言，意义不是很大。因

此，笔者认为，在建立台风巨灾基金公司时，

广东、福建和浙江可作为主要发起人，海南和

广西则作为参与者，而江苏、上海、山东可以

不参与基金的建立。启动资金可由广东、福建

和浙江三省承担大部分，海南和广西承担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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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如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各承担 30%，

海南和广西各承担 5%。 
在筹建台风巨灾基金公司时，有些省市可

以不参与，但在巨灾基金成立后，这些省市的

政府和保险公司如果觉得有必要把台风风险向

巨灾基金转移的话，巨灾基金还是应该接受，

因为这样有助于扩大台风巨灾基金的规模，更

好地实现风险跨区分摊和跨时分摊。而在确定

各省市向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缴费等级时根据

平均灰色关联度及综合排名作如下大致划分：

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三个省份可以划入为 A 类

等级，也就是缴费的最高等级；海南和广西可

以划入为 B 类等级，缴费费率低于 A 类等级；

江苏、上海、山东则划入为 C 类等级，也就是

缴费的最低等级。 

Ⅶ.结语 
我国是世界上受台风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平均每年有七个台风在我国沿海登

陆，有年际变化大、登陆月份集中，影响范围

广、极端风雨强等特征。面对严重的台风灾害

损失，构建相对完善的台风巨灾损失补偿机制

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提

出了构建台风巨灾风险基金的设想。考虑到我

国当前的台风损失补偿机制的实际，本文构建

的巨灾基金并非国外普遍采用的巨灾保险基金

的形式，而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救助和保险补

偿相结合的混合形式。 
本文只是对台风巨灾风险基金构建作初步

探讨,相关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比如，在研究

台风巨灾基金的运行时，仅从运行机制、核心

机构、资金来源和营运支出这四个方面作了框

架性的分析而没有深入探讨；又比如，由于数

据可得性的限制，只采用了十年的台风风暴潮

损失的数据对巨灾基金筹资比例和缴费等级进

行简单分析，分析结果的参考意义相对有限；

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入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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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台风巨灾基金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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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发生频率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我国目前台风保险覆盖面不广，尚不具备构建台风巨灾保

险基金所需的条件，鉴于此，本文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以提升政

府救灾职能和保险补偿职能为目的的台风巨灾基金的思想。本文首先论述我国沿海地区构建

台风巨灾基金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台风巨灾基金构建的指导原则，并从运行机制、核

心机构、资金来源和运营支出四个方面对台风巨灾基金的运行进行了初步设计；最后本文运

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台风巨灾基金筹资比例和缴费分级问题。 

关键词： 台风灾害；巨灾风险基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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