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从六氟磷酸锂到锂离子电池，再到整车制造以及
市场层面的营运推广，多氟多的新能源汽车战略演绎了一出从
产业链初端向末端无限延伸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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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从2004年出现
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至少已有
13年的时间。10多年间，我国
的农业保险发展迅速。

根据保监会数据显示，
2007年至 2016年，我国农业
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从1126
亿元增长到2.2万亿元。我国
农业保险业务规模仅次于美
国，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

不仅如此,据统计,全国农
业保险目前共有 190 多个险
种、近800个保险产品，典型的
创新有水产养殖保险、食用菌
种植保险、枇杷目标价格保险、
草场草原植被指数保险和天气
指数保险等。其中收入保险产
品更涉及多种农作物和牲畜，
如生猪收益指数保险等。不只
是种类繁多，因地制宜开展多
种方式的收入保险试点正是应
需供给的重要体现。

尽管如此，在近日由中国
保险学会与中国农科院举办的

“中国农业风险保障研讨会”上

发布的《中国农业保险保障水
平研究报告》，在肯定了保险业
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道出农业
保险存在保障深度偏低的问
题。

对于此次农业大灾保险的
试点，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国
的农业保险体系已经构建起来
了，但力度还不够，规模经营农
户的大灾险，就是薄弱环节。
所以这次在13个粮食主产省
份开展农业大灾保险，就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在其看来，农业大灾保险
的试点和推广能够健全现有农
业保险体系，从而推动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

对于河南来说，农业保险
的普及度在近两年同样提升迅
速。据河南保监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作为农业大省，2015年，
河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实现
53%的高增长。2016年，河南
农保收入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
势头，全年农保收入达 27.91

亿元，同比增长60.36%，增速
居全国首位。

而作为河南首家法人保险
机构，中原农险从挂牌至今不
到两年时间，业务增长同样迅
猛。据其相关人士透露，2016
年，中原农险保费收入3.7亿元
（业务口径），赔款支出2.3亿
元。目前其种植险产品涵盖粮
油作物保险、作物制种保险、经
济作物保险、蔬菜园艺作物保
险、果树保险、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专属高保障保险、区域产量
和收入保险、林业保险等多类
保险产品。而2017年上半年，
其传统小麦和高保障小麦的保
费收入就已经达到了3.74亿
元。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此次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在中
央承担财政补贴后，省财政补
贴压力会减轻，可释放更多的
资金支持新农主体发展。

产粮大县试点农业大灾保险
□本报记者 古筝

农业大灾保险来了

近日,财政部网站发布了《关
于在粮食主产省开展农业大灾保
险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在河北、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
粮食主产省份选择200个产粮大
县，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开展
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其中，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
三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各选择
20个试点县，其余省份各选择14
个试点县。

据了解，对适度规模经营农
户实施农业大灾保险试点，是创
新农业救灾机制、完善农业保险
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次试点期限
暂定为2017年和2018年，试点
保险标的首先选择关系国计民生
和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三
大粮食作物。试点工作主要围绕
提高农业保险保额和赔付标准，
开发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专
属农业保险产品。

与《通知》一同下发的《粮食
主产省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工作方
案》显示，在试点地区将试点县的

农业保险基本保障金额按规定覆
盖直接物化成本的基础上，开发
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专属农
业大灾保险产品，保障水平覆盖

“直接物化成本+地租”，提高保
险赔付金额，增强适度规模经营
农户应对农业大灾风险的能力。

而对于补贴标准而言，要在
农户自缴保费比例总体不变的基
础上，以取消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为目标，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保
费补贴比例。对试点县面向全体
农户的、保险金额覆盖直接物化
成本部分的基础农业保险保费，
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
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贴
47.5%，对东部地区补贴45%；对
试点县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
的、保险金额覆盖地租成本部分
的专属农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
对中西部地区补贴47.5%，对东
部地区补贴45%。

此外，财政部鼓励试点地区
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
具体保险模式，形成可推广、可复
制的具体经验。各地实施方案应
报财政部、农业部和保监会备案。

农业保险体系逐步完善

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三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各选择20个试点县

6月3日，在合肥举办的品
牌发布会上，一步用车宣布获
得河南企业多氟多集团1.35亿
元人民币A轮战略投资。

公开信息显示，一步用车
是一家依托国家新兴产业政策

“互联网＋新交通”的新能源汽
车服务大数据平台。

作为一家河南本土企业，
一步用车2016年新能源汽车
上牌量占河南省新能源汽车总
上牌量的61.6%，已连续两年
占河南省新能源汽车上牌推广
量第一名，至今已有超过4000
辆知豆“小黄车”投入郑州市
场。

据其负责人在品牌发布会
上介绍，在引入多氟多集团的
战略投资后，一步用车将在新

能源电池、电桩领域进行更大
的整合发展。

短短两天时间，近3个亿
的投资，一边砸向了低速电动
汽车，一边又牵手共享新能源
汽车，不难看出，多氟多在逐渐
完善其新能源汽车的拼图。

2015年5月，多氟多发布
公告拟出资约1.5亿元，通过股
权收购及货币增资方式获得红
星汽车72.5%的股权，实现对
红星汽车的控股，从而取得新
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资质，正式
进入造车界。之后，多氟多又
增资2亿元，使其对红星汽车
的出资比例升至85.29%。

但不得不说，多氟多之后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发展遇到
了困境，也受到市场方面的质

疑。
尽管如此，其新能源汽车

战略似乎并未“改道”。据了
解，目前其已经形成了2亿Ah
动力电池产能；同时“年产30
万套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及配
套项目”正式开工；“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河南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顺利通过省科技厅组
织评审，成为新能源公司第一
个省级研发平台。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
今多氟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进军低
速电动汽车，形成“高速”“低
速”车并进的模式，而通过投资
一步用车，似乎也在为其产品
寻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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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补齐造车产业链
□本报记者 古筝

多氟多布局低速电动汽车

多氟多又要进军低速电动汽
车领域了。

6月4日晚间多氟多发公告
表示，与修武县产业集聚区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修武投资）、焦作
龙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焦作龙瑞）共同投资设立河南多
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多多新能源），从事电动车的研发
和生产经营业务。

据记者了解，多多新能源注
册资本20000万元，其中多氟多
出资12769万元，占股63.845%，
为控股股东。

公告显示，多多新能源的生
产经营范围包括纯电动汽车及其
控制器、驱动装置、零部件及配
件、模具、夹具的研发、生产制造
及销售。对于多多新能源的成
立，多氟多表示，成立合资公司的
目的是实施新能源汽车项目，促
进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实现合
作共赢，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据记者了解，修武投资具有
政府背景和政策支持优势，焦作
龙瑞具备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基础
优势，多氟多通过和修武投资、焦
作龙瑞合作，将在低速电动车领
域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条。

其实，进军低速电动汽车，对
于多氟多而言，似乎早有迹可
循。在2016年年报中，多氟多就
提出了发展低速车市场的战略。
其当时表示，新能源汽车事业部

在2017年要利用好河南省低速
车市场准入政策，通过低速车市
场开发，促进新能源汽车研发基
地建设。

为何要将低速电动汽车当做
新的突破口？一位行业人士告诉
记者，虽然这个行业饱受争议，但
不得不承认其发展的速度非常惊
人。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
低速电动车的累计销量超过20万
辆；2014年这一数据直接达到40
万辆；2015年全年的销量持续增
长，累计超过了60万辆，增速达到
50%；2016年全国低速电动汽车
的全年累计销量更是超过百万辆，
整个市场规模达到了120万辆。
而根据行业人士的预测，今年低速
电动车市场仍然会有60%左右的
行业平均增长速度。

不仅如此，在政策层面，各地
关于低速电动车的政策相继落
地。目前，已经有河南、山东、湖
北等10余个省市发布了与低速
电动车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办法，
通过规范来推动低速电动车市场
的健康发展。

如此来看，多氟多的举动也
就不难理解。其公告表示，新公
司产品与其控股子公司红星汽车
主营的高速新能源汽车具有互补
性。若该投资计划全面履行，将
对多氟多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
响，多多新能源是多氟多锂电池
的下游用户，和多氟多新能源汽
车业务互补，产业链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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