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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农户切身利益的重要手段，金融素养则是影响农户参保
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农业大学 2021 年“中国农村
普惠金融调查”数据，结合中国农村粮食种植户的实际特征，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两个方面构建金融素养评
价指标体系，并运用 Probit、T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究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和程度的影响效应。
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种植户的金融素养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 21.746 分，且不同群体金融素养水平存在差异。
受访者中 83.2% 购买了农业保险，其金融素养水平均值为 22.552 分。金融素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粮食作物保
险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表现为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参与粮食作物保险并提高保费支出。进一步探究
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的不同影响效应表明，金融知识显著正向影响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程度；金融能力对粮食作
物保险参与决策呈正向影响，而对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因此，为有效提高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充分发
挥农业保险支农作用，应强化金融宣传教育，注重差异化素养提升，加强金融安全教育，丰富农业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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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grain crop insur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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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iversifying agricultural risks,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tecting farmers’ interests. While financial literacy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rate in crop
insurance. Based on a data collected in “China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Survey”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2021 and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participation in grain crop
insur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set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rom two aspects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financial
ability, and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grain crop
insurance by the Probit model, Tobit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of Chinese grain growers was not high, with an average of 21.746 points, and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ere different. 83.2% of the respondents bought crop insurance, and their average financial
literacy score was 22.552.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grain crop insurance. Improving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could increase the chance
of participating in crop insurance and raise premium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d the separate effects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financial ability. Financial knowledg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crop
insurance. While financial abil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participation in crop insuranc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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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crop insurance.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of grain growers and make full use of crop insurance to support agricul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financi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promote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enhance financi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enrich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roducts.
Key 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grain crop insurance; decision-making of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degre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稳住农业基本盘”
成为主基调，面临不确定性及气候变化挑战，通过
农业保险保障粮食生产已是国际普遍做法 [1]。近年
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 年农业
保险保费收入达 814.93 亿元，跃居全球最大农业保
险市场。2021 年玉米、水稻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承
保覆盖率已超 70%。我国现行粮食作物保险主要为
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型产
品仍处试点阶段。虽然农业保险已逐步由保成本向
保收入转型，但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同时，我国
农户基数较大，在此高水平覆盖率下，仍有扩面空
间。
《关于 2022 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提高小农户农业
保险投保率”
。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级财政支
持下，农户仅需缴纳 20% 左右的保费。然而，个别
农户对于投保农业保险仍然缺乏积极性 [2]。作为农
业保险的行为主体，农民受到自身学习能力和知识
水平的限制，具有有限的在非确定性环境中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 [3]。根据《消费者
金融素养调查（2021）
》公布的数据，农村地区消
费者金融素养水平低于城镇。作为影响消费者金融
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农业保险的普及、推广和最大效用地
发挥，并且决定了未来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动力。
因此，探究金融素养对农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对于
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加快农业保险高
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金融素养的定义为经济
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提出的 ：金融素养是个
体为实现金融福利最大化、做出理性决策所需的金
融知识、技术、意识、态度和行为的总和。Lusardi
和 Mitchell [4] 通过分析 8 个国家的受访者对利息复
利、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个方面问题的答案认为，
全世界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都很低，即使是在金融
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居民的金融素养也普遍不高。
然而，人们对自己金融素养水平的认知并不客观，
大部分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金融素养水平 [5]。
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
和个体差异 [6-8]。学术界围绕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

与负债、投资和消费等金融行为的影响效应已展开
了丰富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金融素养会在居民家
庭做出金融决策时发挥作用 [9-12]。但是，金融素养
对保险参与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商
业保险方面。既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
城镇地区，金融素养都显著促进家庭商业保险的参
与 [13-16]，且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均显著增加居民参
与商业保险的可能及程度 [17]。何学松 [18] 以设施蔬
菜为例，指出推广服务与农户金融素养会促进农户
参与农业保险。Liu 等 [19] 基于西南地区的调查数据
指出，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参与保险，同时
对于农业保险、资产保险、健康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等险种影响效应不同。然而，农业保险覆盖品种较
多，不同险种条款及实施情况有所不同，还少有研
究涉及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的影响。
综合来看，金融素养对保险参与影响的相关研
究日益引起学者关注。但是聚焦粮食作物保险这一
险种的研究还不多见，且深入探讨金融素养对粮食
作物保险参与程度的分析较为不足，研究数据也比
较局限。鉴于此，本文拟从金融素养这一内在动力
出发，基于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影响的理
论分析，利用中国农业大学 2021 年“中国农村普
惠金融调查”的 1 384 份微观数据，从金融知识和
金融能力两个方面构建金融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运
用 Probit、T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金融
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
效应 ；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对保
险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差异化影响，为从金融素
养角度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无形的金融产品，其购买动
机及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消费者在做出决策时，还
会受到其对产品感官认知的影响 [20]。既有文献尝试
从保险认知角度对农业保险潜在需求及参保行为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 [3, 21]。然而，一方面保险认知变量
的衡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保险认知变量
仅反映了知识层面，无法反映农户运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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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政策大多基于农户可合理判断自身风险状况、
完全理解金融产品内容与功能、有能力做出理性决
策并购买相应金融产品规避风险的前提假设 [10]，而
这一前提明显不符合我国农村现实。任何涉及到居
民家庭的金融政策都不应忽视金融素养的影响 [22]。
农户是否参与农业保险是基于参与、不参与两
种选择的成本、风险和损失的考虑，农业保险作为
一种金融产品，反映了农户在管理风险过程中的消
费安排。人们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知识
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有利于优化个
人的消费结构 [23]。因此，金融素养影响农户对是否
参与农业保险的效用比较，进而对农户农业保险参
与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此外，金融素养主要通过资
产配置、产品认知和风险感知三个方面对农户保险
决策产生间接影响。金融素养水平能够促进家庭财
富的积累 [24-25]，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家庭的
财富差距 [26]，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制定合理
的家庭理财规划 [27]，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 [28]，增加
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29]，配置不同的金融产品以获取
利润或降低损失。同时，保险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其保险合同内容涵盖了保险金额、保费、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等一系列条款。金融素养低将使农户对于
农业保险产品及服务认知不足或产生偏差，正如经
常出现纠纷的理赔环节，部分情况下是农户未理解
保险理赔条款，进而影响其对农业保险服务的满意
度，导致农户做出不参与农业保险的决策。而金融
素养则可以缓解影响保险需求的行为偏差 [30]。金
融素养较高的农户对于风险状况和保险产品的认知
更为理性，认知偏差较少，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更
强，对于国家相关支农政策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倾
向于通过参与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风险。此外，金
融素养能够提高个人的风险容忍度，使之愿意参与
金融市场 [31-32]，并对风险感知更为敏锐，能够合理
利用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基于此，本文认为
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保险参与
决策。
1.2 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创新型的金融产品
层出不穷，其复杂程度对消费者的认知能力与金融
素养水平都有着更高的要求。
“扩面增品提标”是
农业保险改革的核心方向，服务乡村振兴的使命也
对农业保险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完全成本保险、
收入保险和指数保险等新型产品不断增多，农业保
险保障水平不断增长，农户在做出农业保险参与决
策后，即面临不同险种与保障水平的选择。保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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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本是农户最基本的需要，不同规模、不同区域
粮食种植户对农业保险需求呈现差异化 [3]。金融素
养较高的农户能够对不同的农业保险产品进行比较
和评估，选择适合家庭经营状况的保险产品。金融
知识水平越高的家庭，保险参与程度越高 [13]。与金
融素养较低的农户相比，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能够
充分发挥其掌握金融知识、具备金融能力的优势，
在基本风险管理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金融素养高的
农户更倾向于支付较多保费来换取更高的保障水平
或更全面的风险保障。基于此，本文认为粮食种植
户金融素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保险参与程度。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21 年 7 月中国农业
大学进行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项目。农户
基础问卷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家庭收入情
况、家庭资产情况、三农保险认知与三农保险参与
情况、家庭负债情况、家庭消费和互联网采用行为、
金融知识。调查涉及山东、辽宁、四川和江西 4 个
省份，其中山东、辽宁为首批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
保险试点省份，四川为首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省
份，江西为特色农业保险试点省份，可以充分反映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调查采取分层抽样方法，每个
省随机抽取 1~3 个市，每个市随机抽取 2~3 个县区，
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与农户一对一进行问卷访谈。
调研共获取样本 1 704 个，由于疫情原因，样本分
布略有影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 271 户、潍坊市
高密市 301 户、济宁市鱼台县 245 户，辽宁省阜新
市阜蒙区 233 户、辽阳市辽阳县 215 户、铁岭市铁
岭县 282 户，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 90 户，四川省
眉山市仁寿县 52 户、广安市岳池县 15 户。剔除掉
不种植粮食作物的样本，最后保留 1 384 个样本。
2.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和参
与程度。本文重点讨论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决
策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居民
的粮食作物保险参与情况。根据问卷中的问题 ：
“您
购买了下面哪些保险？支出了多少元的保费？”
，
若粮食种植户选择了农作物保险，则记为 1（参与）
，
[13]
其余为 0（未参与）
。同时，借鉴秦芳等 的研究，
用“单位面积农业保险保费支出”来衡量农户粮食
作物保险的参与程度。
2）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中国农村普惠
金融调查问卷中金融知识部分共设有 14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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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普遍认为受访者回答错误与不知道所代表的金
融素养水平不同 [13, 33]。因此，本文借鉴尹志超和张
号栋 [26]、苏岚岚和孔荣 [34] 的做法，选取利率、通
货膨胀、汇率、金融产品、是否持有活期存款、是
否持有定期存款、投资风险测算等变量，进而形成
包含 11 个变量的受访者金融素养指标体系（表 1）
。
其中，对于利率、通货膨胀、汇率、金融产品问项
分别构建 2 个哑变量 ：第一个哑变量指受访者是否
知道该金融概念，知道赋值为 1，不知道赋值为 0 ；
第二个哑变量指受访者是否正确计算 / 持有该变量，
正确计算 / 持有赋值为 1，计算不正确 / 不持有赋值
为 0。
Table 1

表 1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Financial literacy indicator system
占比（%）

变量

正确 / 持有

不正确 / 不持有

利率是否了解

30.13

69.87

利率是否回答正确

10.69

89.31

通货膨胀是否了解

44.15

55.85

通货膨胀是否计算正确

38.66

61.34

金融产品是否了解

8.60

91.40

金融产品是否回答正确

3.54

96.46

汇率是否了解

25.58

74.42

汇率是否计算正确

20.66

79.34

是否持有活期存款

49.49

50.51

是否持有定期存款

22.98

77.02

投资风险测算

12.93

87.07

FLi =

变量类型
因变量
关键变量

家庭特征

生产特征

风险特征

区域特征

Fi − min ( Fi )
×100
max ( Fi ) − min ( Fi )

（1）

式中：
FLi 为农户金融素养得分，Fi 为因子综合得分。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选取可能影响
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家庭
特征、生产特征、风险特征和区域特征。表 2 为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3 模型选取

目前关于金融素养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
Table 2

是构建金融素养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度
量 ；二是选定相关金融问项，采用分值加总法进行
度量。由于因子分析法既考虑到不同因子的贡献度，
又克服了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因子分析法测算受访者的金融素养。运用 SPSS26
对数据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克隆巴赫
Alpha 为 0.723，KMO 为 0.673，巴特利特球形度检
验 P 值小于 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
分析显示，上述 11 个变量有 5 个不同载荷的主因
子，分别为基础知识因子、产品认知因子、汇率知
识因子、决策因子和风险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6.995%。根据主因子得分、旋转后的因子贡献率
及累积方差贡献率计算因子综合得分，进而将其转
化为百分制，作为金融素养得分。转化公式参照乌
云花等 [35] 的研究，计算方法为 ：

1）Probit 模型。由于粮食作物保险决策变量为
二元离散变量，因此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决策
的影响分析主要采用 Probit 模型，具体为 ：

表 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全样本
均值
0.832

参保户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

参与 =1 ；未参与 =0

0.374

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程度

单位面积保费（元 /hm2）

88.055

83.002

108.859

79.068

金融素养

因子得分百分制

21.746

20.104

22.552

20.602

性别

男性 =1 ；女性 =0

0.510

0.500

0.516

0.500

年龄

实际值（岁）

56.821

10.704

57.163

10.333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 /100

33.431

11.823

33.743

11.519

受教育年限

实际值（年）

7.011

3.239

7.105

3.117
1.027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 / 家庭总收入（%）

0.774

1.023

0.806

种植面积

自有耕地 + 转入耕地 - 转出耕地（hm2）

1.790

5.699

2.036

6.205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 =1 ；否 =0

0.092

0.289

0.104

0.306

是否采用生产服务外包

是 =1 ；否 =0

0.190

0.392

0.204

0.403

损失经历

是 =1 ；否 =0

0.655

0.476

0.681

0.466

收入波动

是 =1 ；否 =0

0.218

0.413

0.192

0.394

山东

山东 =1 ；其他 =0

0.505

0.500

0.510

0.500

辽宁

辽宁 =1 ；其他 =0

0.437

0.496

0.472

0.499

江西

江西 =1 ；其他 =0

0.035

0.185

0.004

0.066

四川

四川 =1 ；其他 =0

0.022

0.148

0.013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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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Yi = 1) = Φ (α 0 +α1FLi +α i X i +ε i )

（2）

式中 ：P 为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的分布概率，Yi
表示第 i 个粮食种植户的保险参与决策，FLi 为第 i
个粮食作物种植户的金融素养得分，Xi 为控制变量，
Ф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函数符号，α0、α1、αi 为待估参
数，εi 为扰动项。
2）内生性处理。学者认为金融素养与金融行
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22, 36]，同时，考虑遗漏变
量或变量测量偏差等原因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11]。
因此本文采用 IV-Probit 模型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对
于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其
中，
“同村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
养”采用较多。考虑到同村种植户金融素养因异质
性而产生的差异，采用“同村除自身以外的同等规
模阶层的其他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作为工具变
量，
即按照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
分为 0.67 hm2 以下、
0.67~3.33 hm2、3.33~13.33 hm2、13.33 hm2 以上 4 个
层次，某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工具变量为剔除其金融
素养后所在村庄同等规模阶层的其他受访者的平均
金融素养。
3）Tobit 模型。由于未参与粮食作物保险的种
植户保费支出为零，即粮食作物保险的单位面积保
费支出是截断数据，因此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进一
步估计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
具体模型为 ：

PRE i = α 0 +α1FLi +α i X i +ε i

（3）

式中 ：PREi 表示第 i 个粮食种植户支出的单位面积
保费，FLi 为第 i 个粮食作物种植户的金融素养得分，
Xi 为控制变量，α0、α1、αi 为待估参数，εi 为扰动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与保险参与行为分析
1）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情况。依据因子分析
法测量结果，受访者金融素养得分均值为 21.746
（表 2）
，可见，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
低，主要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金融素养得分小于 20
（表 3）
。分规模来看，0.67 hm2 及以下种植户金融
素养均值为 20.461，规模 0.67~3.33 hm2、3.33~13.33
hm2 和 13.33 hm2 以上种植户金融素养均值分别为
22.119、29.466 和 22.940，表明不同规模种植户金
融素养水平存在差异，这也为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
提供了依据。
2）粮食种植户保险参与情况。受访者中 83.2%
购买了农业保险，16.8% 未购买农业保险（表 2）
。

表 3 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基本情况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n financial literacy of grain growers
金融素养水平（分）

受访者占比（%）

<20

59.47

20~40

22.18

40~60

12.57

60~80

4.33

≥ 80

1.45

而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种植户占 60.3%，无购买意
愿种植户占 39.7%，其中无购买意愿但有实际购买
行为的种植户占 59.0%，究其原因，干部宣传动
员（69.45%）为主要原因。可见粮食种植户在低
意愿现实下之所以参与农业保险，更多是由于外因
的推动，而非源于其内在认知动力。全样本结果显
示，虽然超过一半（65.01%）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保
险比较重要，但是对于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较低，
不足一半（44.23%）的受访者知道农业保险有保费
补贴。关于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干部宣传动员购
买（73.22%）
、 从 众 心 理（13.08%）
、农险能有效
补偿损失（12.99%）
、有保费补贴（11.85%）为主
要原因 ；关于未购买农业保险的原因，没必要买保
险（59.14%）
、周围人都没买（15.05%）
、赔款太低
（13.98%）
、不晓得在哪儿买（13.44%）为主要原因。
可见粮食种植户农业保险参与比例虽然较高，但农
业保险认知程度较低，对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了解
不足，而外界的宣传教育可以显著提高粮食作物保
险投保率。
3）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与保险参与行为的相
关关系分析。分群体来看，购买农业保险者金融素
养平均得分 22.552，未购买农业保险者金融素养平
均得分 17.748。金融素养与农业保险参与决策和参
与程度的相关关系显示（表 4）
，随着金融素养得分
的提高，未参保种植户比例越来越低，参保种植户
比例则越来越高。可见，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
的高低与其保险参与决策呈现正相关关系。就农业
保险参与程度而言，在参保户中，随着金融素养得
分的提高，其保费支出虽略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
多趋势，表现出对农业保险参与程度加深。
表 4 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与保险参与的相关关系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of
grain growers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金融素养
水平（分）

未参保
（%）

参保
（%）

保费支出
（元 /hm2）

<20

18.71

81.29

99.00

[20, 40)

16.61

83.39

126.35

[40, 60)

11.49

88.51

111.78

[60, 80)

10.00

90.00

131.52

≥ 80

5.00

95.00

1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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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分析
为检验模型稳健性，本文依次加入金融素养变
量、农户家庭特征和生产特征变量、风险特征和区
域特征变量，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变量的系数估计效
果较为稳健，限于篇幅，省去该过程结果。表 5 给
出了包含全部变量的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
决策的实证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金融素养显著正
向影响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表明粮食种植户金
融素养的提升，能够使粮食种植户合理运用金融知
识，选择合适的风险分散工具，进而提高参与农业
保险的概率。
从其他变量结果来看，年龄显著正向影响粮食
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年龄平方显著负向影响粮食作
物保险参与决策，表明年龄和粮食作物保险参与间
存在非线性关系，呈现倒“U”型影响。随着年龄
不断增加，粮食作物种植户的知识储备不断增加，
对于农业保险的认知不断加深，因此更倾向于采用
农业保险这一风险管理工具。然而，随着年龄的进
一步增大，粮食种植户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等有
所下降，对于农业保险的认知也会相应降低，且受
体能制约，耕种面积一般较小，因此，购买农业保
险的概率降低。受教育年限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
策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粮食种植户文化水平越高，
其认知范围越广，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认知越
明确，对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越了解，在可承受范
围内能够做出合理的分散风险的决策。
Table 5
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加入合作社、采用生产性服务外包对粮食作物
保险参与决策均具有正向作用。加入合作社和采用
生产性服务外包均是带动小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的方式，一方面，依托组织化的生产方式，同时受
社员等的影响，其对农业政策了解程度相对更高和
更全面 ；另一方面，农业经营性收入对其家庭重要
性相对较高。因此，表现为更愿意采用农业保险来
分散风险，保障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
损失经历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具有正向作
用，而收入波动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损失经历更
多考察粮食作物种植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自然
风险的经历情况，有此经历的种植户更倾向参与农
业保险来分散生产风险。然而，我国现行政策性农
业保险主要为物化成本保险，主要保障自然风险，
尚未覆盖市场风险。因此，对于遭受收入波动的种
植户而言，保障程度相对较低，有可能影响其保险
参与决策。此外，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在不同省
份之间呈现显著差异。
在 Probit 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内生性问题。
Wald 内生性检验显示，在 5% 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内
生性的假设。同时，第一步回归的 F 统计量伴随概
率为 0，工具变量在 5%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金融
素养。同时，弱工具识别检验结果显示，AR 的 P
值在 5%、Wald 的 P 值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明本
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Iv-Probit 模
型给出了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

表 5 粮食种植户保险参与决策模型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of grain growers
Probit

Iv-Probit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006**

0.002

0.001**

0.000

-0.072

0.099

-0.014

0.019

系数
0.105*
-0.020
0.133**

标准误
0.061
0.151
0.058

边际效应
0.019*
-0.004
0.025**

标准误
0.011
0.028

0.091***

0.032

0.018***

0.006

-0.076***

0.029

-0.015***

0.006

-0.085*

0.047

-0.016*

0.009

0.011

受教育年限

0.030*

0.016

0.006*

0.003

-0.091

0.078

-0.017

0.015

农业收入占比

0.019

0.071

0.004

0.014

0.205

0.135

0.038

0.025

种植面积

0.180

0.123

0.035

0.024

0.174***

0.056

0.032***

0.009

是否加入合作社

0.472**

0.209

0.093**

0.040

0.006

0.413

0.001

0.076

是否采用生产服务外包

0.501***

0.143

0.099***

0.027

0.437**

0.210

0.068**

0.028

损失经历

0.255***

0.091

0.050***

0.018

-0.137

0.282

-0.025

0.050

收入波动

-0.363***

0.105

-0.071***

0.020

-0.371**

0.167

-0.078**

0.040

辽宁

0.203**

0.103

0.040**

0.020

江西

-2.111***

0.293

-0.415***

0.056

四川

-0.872***

0.246

-0.172***

0.048

常数

-2.279***

0.876

0.106
-1.477***

0.172

0.019
-0.475***

0.213

-0.956**

0.434

-0.276**

0.165

-5.479**

2.431

Prob > chi2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值个数

1 365

1 365

1 365

1 36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0.032

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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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对于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呈显著正向影
响，且与基准 Probit 回归结果相比，Iv-Probit 回归
结果中的金融素养边际效应有所增大，说明若忽视
内生性问题会低估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
策的影响。整体而言，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的提升
可显著提高其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
3.3 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由表 6 可知，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得分越高，
作物保险单位面积保费支出越多，农业保险参与程
Table 6
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

度越深。这一结果隐含的意义可能是 ：其一反映出
对不同种类粮食作物保险的需求 ；其二反映出对高
保障水平农业保险参与的潜在意愿。值得注意的是，
此处作物保险保费为农户自述保费，可能与实际作
物保险保费存在差异。然而，这一自述保费可以反
映粮食种植户对现行农业保险的心理感知价值和心
理支出预期。同时囿于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有限，
且现行保险保障水平不可自主选择，可能会弱化粮
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对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

表 6 粮食种植户保险参与程度模型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grain growers
系数
0.340***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119

0.291***

0.101

性别

-1.453

4.911

-1.243

4.203

年龄

1.783

1.775

1.526

1.519

1.600

-1.434

年龄平方
受教育年限
农业收入占比
种植面积

-1.676
1.457*

0.810

1.246*

1.369
0.693

1.750

2.553

1.498

2.185

-0.409

0.470

-0.350

0.402

9.532

8.061

8.157

6.870

14.605**

6.149

12.500**

5.257

损失经历

3.592

4.927

3.074

4.216

收入波动

-13.011**

5.936

-11.135**

5.076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否采用生产服务外包

辽宁

36.200***

5.324

30.979***

4.518

江西

-73.924***

12.565

-63.264***

10.715

四川

-49.065***

17.245

-41.989***

14.741

常数

9.635

48.921

Prob > chi2

<0.001

<0.001

观测值个数

1 198

1 198

考虑到金融素养涵盖知识理解与知识运用两
个方面。结合金融素养指标体系因子综合得分，将
金融素养进一步分为金融知识（基础知识因子、产
品认知因子、汇率知识因子）和金融能力（决策因
子、风险因子）
，分析其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
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见表 7。可知，在投保阶
段，农户金融能力对其保险参与决策呈现显著正向
影响，表明在这一阶段农户对于资产的分配及风险
的测算对其行为影响更大。在保费支付阶段，农户
金融知识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金融能力则呈现显
著负向影响。表明做出行为决策之后，粮食种植户
掌握的相关知识越多，其越倾向于支付更多保费换
取更高的保障水平或更全面的风险保障，而对于资
产的分配和风险测算等运用能力又会使其综合考虑
各类因素，如家庭其它消费、保险产品保障效果等，
进而降低其对作物保险的保费支出。因此，金融素
养的提升不仅要重视金融知识的宣传，同时还要注
重农户金融能力的培养 ；农业保险产品的推广不仅

要关注投保前的条款介绍，同时还应聚焦农业保险
产品体系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3.4 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检验金融素养对粮食作物保险参与决策和参
与程度影响的稳健性，参考现有研究，采用分值加
总法度量金融素养再次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金融
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 8）
，
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提高粮食作物种植户农业
保险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我国粮食种植户金融素养水平较低，
不同类型农户之间金融素养存在差异。虽然调研
结果显示粮食种植户参保比例较高，然而农户参保
意愿明显低于其行为决策，促使其做出参与决策的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宣传引导，而非其内在认知的

864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Table7
解释变量
金融知识

表 7 金融知识、金融能力模型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financial capacity
保险参与决策阶段

系数

标准误

0.168

0.113

系数
0.553***

金融能力

保险参与程度阶段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27.620***

5.766

0.212

系数

标准误

-32.439***

11.179

农户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生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风险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2.143**

0.870

-2.076**

0.871

9.584

控制
48.541

14.369

Prob > chi2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值个数

1 365

1 365

1 198

1 198

48.822

表 8 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estimation results
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

Probit

Iv-Probit

Tobit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0.056***

0.022

0.476***

0.017

5.867***

1.077

农户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生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风险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2.353***

0.878

-2.839***

0.712

-8.591

Prob > chi2

<0.001

<0.001

<0.001

观测值个数

1 365

1 365

1 198

强化。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同村相同规模阶层的平
均金融素养能够有效代表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说明
相同规模阶层农户之间的金融素养存在一定的关联
性，在提升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过程中应注意其群体
效应。同时，金融素养水平与粮食种植户的保险参
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显著增
加农户对农业保险参与的概率和保费支出。在农业
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扩面增品提标”路径中应高度
重视农户的主体性，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实现
外部引导与内生动力的有机结合。此外，在农业保
险参与的不同阶段，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的影响
有所不同，在参与决策阶段，金融能力的影响效应
大于金融知识 ；而在参与程度阶段，金融知识与金
融能力则呈现不同的影响方向。因此，在提升农户
金融素养水平过程中应兼顾知识与运用能力的双重
培养。
4.2 建议
1）强化金融宣传教育。一是重视基层政府在
农业保险推广工作中的宣传引导作用，将涉农金融
知识和农业保险加入基层政府培训体系，建立常态
化培训制度，提升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水平 ；二是深

48.644

入推进金融知识入校、下乡活动，整合金融机构力
量，促进金融知识普及，降低农户获取金融信息的
成本 ；三是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基层工作人员和协保
员的作用，重点讲解保险条款及索赔流程、查勘定
损标准、不同保险产品差异，培育农户的保险理念；
四是借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充分发挥其在农
户金融素养提升过程中的带动作用。
2）注重差异化素养提升。一是注重农户金融
知识与金融能力的双重培养，建立基层实训基地，
搭建农户教育培训和实践实习平台，整合各类培训
内容，构建专项培训 + 普及技术的一体化培训体系，
配套培训成效跟踪调查 ；二是针对不同金融素养水
平、不同决策阶段的农户，金融素养教育侧重点应
有所不同，开展差异化培训，参与决策阶段，在对
农户讲解基本金融知识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农户资金
配置、风险评估和损失收益计算等能力 ；参与程度
阶段，则着重强化不同产品的比较，丰富农户金融
知识，构建多元化宣传培训渠道，通过“面授 + 网
络视频”结合的方式，增强金融教育的有效性，切
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
3）加强金融安全教育。一是营造良好的农村
金融环境，拓宽农村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通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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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屋”
“农家讲堂”等平台打通不同群体信息沟
通网络 ；二是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加强农业保险业
务监管，对于农业保险参保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及时
发现、及时处理和及时整治 ；三是提升农户甄别信
息的能力和维权意识，在科技赋能保险进程中搭建
维权平台，畅通举报渠道。
4）丰富农业保险产品。一是持续优化农业保
险制度，切实调查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丰富农业保
险产品供给，设置多级保障水平，给予农户充分选
择权 ；二是加强农业保险从业人员知识水平，有效
帮助农户结合自身经营特征和当地生产经营特点，
选择相适宜的农业保险产品，提高分散风险的有效
性 ；三是加大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宣传力度，发挥农
户金融素养在保险产品选择中的自主性，提高农户
农业保险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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