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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insurance generally refers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EPLI) and
has 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s EPLI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few years, but its proportion in property insurance is at a low level and there is a
great room for it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China's EPLI product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novation in guarantee amount, gradua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and predicted environmental risk
investigation, etc.. We can do further work in promoting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EPLI, and at the
same time use more marke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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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保险发展及产品创新性分析

梁景禹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贵阳 550025,中国

摘要：绿色保险一般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目前我国已经处于环境压力高峰期，而绿色保险

具有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在环境保护上发挥的作用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

绿色保险最近几年获得快速发展，但在财产保险中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还存在较大发展和

完善的空间，我国绿色保险产品在保障金额、渐进性污染赔付、事前环保风险排查等方面有

一定程度的创新。我们可以在推广绿色保险的法制规定上做进一步的工作，同时运用更多的

市场手段促进绿色保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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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

既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

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期。环境

污染事故不仅是全球所面临的问题，

更是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

要障碍之一。在面临解决环境污染事

故中，绿色保险作为一个治理环境污

染有效的市场手段，越来越受到重

视。绿色保险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是以市场手段抑制和转移企业环境污

染风险、保障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

一种商业保险。

1. 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及特点

绿色保险具有经济补偿和社会管

理的双重职能,其发展在美国、英国和

德国等发达国家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相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的绿色保险

起步较晚。上世纪 90 年代，保险公司

即推出了我国初期的绿色保险产品，

但市场规模很小，中间一度停办，而

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

重，经过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大力推

动，我国的绿色保险自 2007 年以来进

入了较快的发展阶段，到 2015 年底已

取得明显发展，综合这些年的情况，

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主要呈现了如下

特点：

1.1. 由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

推动实施

我国的绿色保险初期为我国保险

公司和环保部门联合推出。1991 年，

大连率先开展绿色保险业务，随后吉

林、沈阳及长春等地也相继做为绿色

保险的试点经营地区。但规模较小，

到 90 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

进入 21 世纪，国家的环境保护工

作开始考虑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护

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

术等多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保险机

制受到更大重视，2007 年底，环保部

与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选

择部分环境危害大、最易发生污染事

故和损失容易确定的行业、企业和地

区，率先开展绿色保险的试点工作。

2013 年 2 月，在对五年的试点情

况进行总结基础上，环保部、保监会

进一步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发展

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要支持环境改

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等

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绿色保险成为

绿色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做

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的调整，针对涉

及重金属、石化、化工等高环境风险

的企业和行业，以强制模式推行绿色

保险。

2014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提出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

切的环境污染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

展重点，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提出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试点，各地环保和保险监管等部门

积极推进。2016 中国杭州 G20 峰会首

次将绿色金融“中国方案”纳入 G20

议程。在我国的绿色保险发展进程

中，政府的推动力度不断加大，成为

推动绿色保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2. 绿色保险推广已取得一定成效

2007 年底，我国再次启动绿色保

险试点工作，全国各地环保和保险部

门开始积极进行绿色保险的推进，试

点也在更多省市和行业展开。

2008 年，全国投保绿色保险的企

业 718 家，保费收入 1200 多万元，

2009 年达到 1682 家，保费收入增加

4300 多万元。2011 年，全国共有 2167

家企业和 3314 艘船舶投保了绿色保

险，各类型企业投保数量有较大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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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2016 年，绿色保险保费 2.84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金 263.73 亿元。

全年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企业 1.44 万

家次，

经过 20 年的尝试和探索，我国绿

色保险的发展环境已经有了一定改

善。从 2007 年至 2015 年第三季度，

投保绿色保险的企业已经超过 4.5 万

家次，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

计超过 1000 亿元。与保费相比，相当

于投保企业的风险保障能力扩大近 93

倍。国内各主要保险公司都加入了试

点工作。绿色保险在防范环境风险、

补偿污染受害者、推动环境保护事中

事后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3. 绿色保险和责任保险最近几年获得

较快速发展

由于绿色保险保费并不算高，而

是记入责任保险中，因此除前述内容

数据外，我们以财产保险公司责任保

险的保费增长，来间接了解我国绿色

保险的增长情况。

图 1 2001-2015 年财产保险公司责任保险保费增

长情况 （数据来源：环保部公告）

图 1 所示，我国绿色保险是 07 年

以后发展较快，特别是 2012 年以后，

增长更进一步提速，可以看出，包含

绿色保险的责任保险在我国经济中的

作用开始逐渐显现。

1.4. 绿色保险主要采取地方试点的方式

推进，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别

我国绿色保险主要采取试点推进

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区分别开展， 因

此不同地区的绿色保险发展状况，存

在显著区别，开展试点的各个省市绿

色保险市场发展非常不平衡，在 2011

年，江苏投保企业数量占全国总投保

企业数的 53%，这一局面长期未得到改

变，2015 年，江苏投保企业数量占比

仍高达 59%，。如图所示。

图 2 2015 年我国省市投保绿色保险企业数比例

各个省市绿色保险市场发展依然

非常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与我国

生态环境的状况并不相匹配，一些地

区的绿色保险的投保状况不仅没有逐

年增长，反倒逐年甚至大幅萎缩。此

外，在地域范围上并没有太大的进

展，2012 年底，全国有十多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相关试点，2014

年全国投保绿色保险的企业覆盖了 22

个省份，至 2015 年底，全国还有许多

省市地区没有企业投保绿色保险产

品，有绿色保险投保企业的省份相比

2014 年甚至有所萎缩。2015 年，全国

投保绿色保险的企业分总数只有 4000

家企业,相较 2014 年减少了 1000 家。

同期我国还面临的巨大环境压力，两

相比较，绿色保险的发展明显还跟不

上环境污染治理的需要。

1.5. 绿色保险在财产保险中的占比处于

较低水平，还存在较大空间

虽然从保费收入来看，我国绿色

保险保费收入已经逐渐接近 3 亿元，

但相对于我国 2.5 万亿的保费规模来

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美国绿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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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保费每年多达 40 亿美元相比，我国

绿色保险保费收入更显得微不足道。

就以包含绿色保险的责任保险的

总保费收入来看，其在我国财产保险

公司保费收入中的占比也是极小的，

责任保险的赔付额度，在整个财产保

险的不额度中，同样占比也极小，如

图所示。

图 3 2001-2015 年责任保险与财产保险总保费对

比 （数据来源：环保部公告）

至 2014 年底，各年投保绿色保险

的企业累积超过 2.5 万家次，保险公

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 600 亿

元，但同期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已有 35

万余家，其中制造业企业就有 32 万多

家，以累积的投保次数数据来看，显

然绝大多数企业未投保绿色保险。

2. 我国绿色保险产品创新性分析

内资保险公司中，华泰保险公司

作为首家试水绿色保险的企业，随后

江苏、湖北、湖南、河南、重庆、沈

阳、深圳、宁波、苏州等省市相继作

为试点地区开展绿色保险业务，目前

主要保险公司陆续开展了绿色保险业

务。参与试点的保险产品从初期的 4

个发展到目前的 20 余个。

表 1 部分保险公司的绿色保险产品

保险

公司
推出的的绿色保险产品

人保

财险

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高新技术企业绿色保险

3.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部分试点省

市）

续表 1 部分保险公司的绿色保险产品

保险

公司
推出的的绿色保险产品

平安

保险

1.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

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3.平安绿色保险附加场所内清理费用保险

4.平安高新技术企业绿色保险

5.漏污染保险

6.保企业责任保险

太平

洋财

险

1.舶污染责任保险

2.危险化学品安全责任险（试点省市）

华泰

保险

1.场所污染责任保险

2.船舶污染责任保险、

3.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都邦

财险

1.污染法律责任

2.意外渗漏及污染

华安

财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大地

保险
船舶油污责任保险

阳光

财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太平

财险

1.船舶污染责任保险

2.船舶污染责任保险（适用于浙江地区）

3.高新技术企业绿色保险

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5.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4）

6.江苏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长安

责任

保险

1.环境污染责任险

2.绿色装饰装修工程责任险

3.水域船舶污染责任险

4.环境污染责任险附加场所内清理费用保

险+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

5.房屋建筑工程质量责任险附加建筑材料

污染责任

6.机动车附加油污污染责任险

安邦

财保

1.环境污染责任险

2.山西省分公司绿色保险

3.沿海船舶燃油污染责任险

永安

财险
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

安信

农险
危险化学品安全责任险

紫金

保险
紫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美亚

财险
污染法律责任保险

瑞再

企商

保险

可再生能源险（包含保险事故造成的非放

射性污染责任 ）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保险公司门户网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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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保险公司

都逐渐开展具有各自特色的绿色保险

产品。其保障范围大体包括：因污染

损害遭受损失进行赔偿的费用、必要

清污费用、合理施救费用、诉讼费、

调查取证费等相关必要费用。我国绿

色保险发展历程虽然相对短暂，但在

保险产品上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创

新。归纳来看，我国绿色保险产品的

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为环境污染赔付提供较高的保障金

额

华泰财险是第一家推出绿色保险

产品的保险公司，于 2008 年 1 月推出

两款绿色保险产品：场所污染责任保

险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其承保的典

型风险为：与现行（或此前）生产活

动相关的土壤和水污染清理；第三方

对于场所内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污染

索赔等。对于污染清理和第三方索赔

进行承保，提供了最高达 3 亿人民币

的保障额度。

2.2. 为渐进性污染提供保障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推出

的场所污染责任保险产品适合各类企

业，既可承保保险期限内发生的污染

事故，也可以索赔时间为准，考虑承

保以前发生的污染事故。除承保意外

突发污染外，也可承保渐进性污染，

此外可扩展承保因污染事故导致企业

营业中断所致的损失。这为企业转移

环境污染责任风险提供了良好的选择

条件。

2.3. 强调了对人的重视

如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绿

色保险条款第四条：“发生意外事故

后，被保险人为了控制污染物的扩

散，尽量减少对第三者的损害，或为

了抢救第三者的生命、财产所发生的

合理必要的施救费用，保险人负责赔

偿。”在产品条款中，不只局限于对

财产和，土地，空气质量的保护，还

特别强调了对生命的重视。

2.4. 重视事前的环保风险排查

江苏、陕西、辽宁等省在推进绿

色保险过程中，已逐步融入风险评估

的内容，将企业内在的生产设施、管

理措施等评价纳入指标，作为费率的

调节系数。江苏省保险公司在事前第

三方评估机构进行风险测评，排查隐

患，保险期间也随时排查，这不仅有

效控制的企业的风险，也侧面促进了

社会的防灾管理工作。

2.5. 专门针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扶持

人保财险在试点地区推出了高新

技术企业绿色保险，已在湖北、辽

宁、宁波、江苏等地承保了多家家企

业，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也有高新

技术企业绿色保险产品。

2.6. 支持精神损害索赔

对大多数保险不予支持的精神索

赔，华安保险约定，如果第三者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精神损

害索赔，对于被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

律）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

人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2.7. 在装修工程中推广绿色保险

如长安责任保险的室内装修装饰

工程责任保险中涵盖环境污染责任条

款，把绿色保险推广到建筑工程中，

推出了绿色装饰装修工程责任保险。

其第九条约定：工程施工过程中，因

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污染损害，保险人

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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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事故的复杂性特征，也

导致保险公司面对很多赔偿中难以预

料的困难。保险公司对此采用了专门

的对应措施，如平安集团推出的平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保单条款中，明

确规定把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核辐

射、核污染、噪声、光、震动、电磁

辐射及其他放射性污染作为除外责

任，把被保险人因从事污染导致的渐

进性污染作为免除责任。太平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江苏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条款中规定承保区域是指保险地址

及其边缘向外延伸一公里以内的范

围，特意对污染地域范围进行限制，

以控制风险。

3. 我国绿色保险及产品不足分析

我国绿色保险产品的发展也存在

不足之处，比如保险产品多集中在基

于现有法律规定应当投保的渗漏污染

责任保险、船舶污染和油污污染保险

等，而这些又基本上遵循我国法律要

求的而推出的险种，对于法规中未要

求的水污染、噪声和振动责任保险、

核能和辐射污染、危险品运输、电磁

福射、能源类危害绿色保险涉足不

多；绿色保险开展试点的对象也多是

法律和政府强制要求的化学品及石油

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

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等。

要加快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我

们可以在推广绿色保险的法制规定上

做进一步的工作，同时可以运用更多

的市场手段，鼓励保险公司推出适合

我国的新型绿色保险险种和创新型的

条款；在强制模式、自愿模式和两者

结合模式上，进一步探索选择适合我

国的绿色保险模式；完善环境污染评

估手段方法，降低保险公司绿色保险

的承保风险；加强保险公司绿色保险

的专业性建设，或者探索建立专业的

绿色保险公司；应用新科技手段，降

低绿色保险费率，提高企业自主购买

绿色保险的积极性等等。

随着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0 号第

二次全国环保污染普查工作的结束，

相信我们能够找出环境保护工作中的

着重点和更好的突破点，在制度建设

和市场鼓励手段上有所创新，我国的

绿色保险也会迎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

局面，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险特有的保驾护

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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