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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南人身保险市场规模较小，拓展市场需纳入国际
旅游岛建设轨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文章采集 1986—2015 年
海南省人身保险业发展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设立
六个相关解释变量和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过程中人身保险市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居民可支配收入、存款利率、人口总量、涉外宾馆（酒店）接待住
宿的人数共同解释了海南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 99%，其显著
性高。文章认为，目前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必须在政府引导、保险公司主导和资源吸引三个方面加强海南
省人身保险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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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 年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步入正轨，作为国家

重大战略部署，将“鼓励创新保险产品，拓展大众保险市场”写入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扩大保险业保障、资金融通和
辅助社会管理的功能已经成为发展目标。①然而，海南作为全国
最年轻的省份，人身保险业务从 1985 年恢复开办，1986 年海南
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仅为 0.12 亿元，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2015
年已达到 69.97 亿元。虽已实现近 700 倍的增长，但与国内其他
省市相比人身保险规模仍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在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过程中关注海南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对
于拓展海南人身保险市场，并把它纳入国际旅游岛建设轨道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关人身保险市场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有过一些深入
讨论。朱盈盈②（2003）将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利率作为影响寿险
产品需求总量的因素，对经济改革期间的寿险市场进行预测；张
连勤③（2008）在研究青海市人身保险时将 GDP、平均家庭人口
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口死亡率、上年寿险保费收入作为解
释变量，同年尹成远指出影响我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因
素主要有 GDP、存款余额、基尼系数、人口数量、国家财政用于抚
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等 5 个方面；胡亦然④（2014）将新增河南省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作为影响河南省人身
保险市场需求的相关变量。目前的研究选取的解释因素一般为
全国或省市范围内与人口及收入相关的数据，针对其他行业与
人身保险市场相关性的研究十分缺乏，特别是存在明显地域性
支柱产业的省市，其支柱产业与人身保险市场相关性鲜有研究。

本文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过程中的人身保险市场为研究
对象，通过整理海南省人身保险市场 1985—2015 年的统计数
据，加入旅游业相关的解释变量，运用定量回归分析建立模型，
分析海南岛在其独特的区位条件下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的特殊
性，探究如何在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政方针下扩大人身
保险市场规模。同时，针对地区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产品开发，
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以此促进海南省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进行
初步探索。

二、国际旅游岛人身保险市场影响因素
（一）收入水平
形成人身保险有效需求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人们具有足够

的购买能力，一个地区的平均购买力水平可以由该地区居民收
入高低反映。⑤一方面，收入效应提示的是当收入增加的时候，人
们普遍会由只追求基本生存需求转变为更高层次的需求，相应
地承担人身保险的能力加强，人身保险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个
人资产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多，若发生人身风险受到的损
失将会增加，人身保险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手段，满足了人们对
规避人身安全风险的需求。所以从理论上分析，人们的收入水平
与人身保险需求呈正相关性。

（二）存款利率
保险产品作为一类金融产品，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与其他

金融资产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若存款利率低于人身保险产品
的预定利率，投资人身保险产品比存银行更有利可图，则人身保
险产品将更具吸引力⑥，存款余额下降，人身保险需求上升；相
反，如果存款利率较高，则存款余额增加，人身保险需求减小。因
此，可以假设储蓄存款利率与我国人身保险保费规模具有直接
的联系，保险需求和存款利息或存款余额存在此消彼长的负相
关性。

（三）人口数量
人作为消费保险产品的主体，人口数量是影响保险需求的

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直接决定着保险市场
的潜在需求数量，在其他保险需求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
总量越大，身患疾病、遭遇意外伤害或者死亡的人口数量也会相
应增加⑦，人身保险需求的总量就越高。其次，随着人口数量的增
加，保险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也会增加，同时行业竞争条件下，保
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随之增多，保险宣传力度加大，人们的风险
意识得到增强，进一步促进人身保险需求的增长。因此，理论上，
人口总量和人身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四）居民受教育程度
受到不同水平教育的人因消费心理与偏好的差异，对待不

同的消费品持不同的态度。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显示，人口教育水
平对保险行业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居民的保险意识随着受教
育程度的升高而增强。因为，一方面，高教育程度的人对保险行
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充分，风险规避意识强；另一方面，受教育
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而提高保险产品
的购买倾向。因此，人口受教育程度有可能与长期人身保险需求
成正比。

（五）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立法规定的对遇到困难的社会成员给

予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安排。⑧其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影响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救济补贴起到了增加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正向作用；二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同人
身保险一样都能降低风险带来的伤害，二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替代效应对人身保险需求具有反向作用。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安
排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实际影响取决于这两个相反方向作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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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利用 Eviews 进行改进模型 OLS 参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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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比较。
（六）旅游业发展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

南以其多元化的民族风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适宜的居住环境
享誉全球，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海南逐渐以旅游业朝气蓬勃的发展带动全省市各行业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这也是海南国际旅游岛不同与其他省
份的特殊点所在。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对人身保险的作用体
现在：一方面，旅游业相关的人身险险种需求增加，如人身意外
险的旅游意外伤害险。另一方面，独特的气候条件吸引大量流动
人口向常住人口转换，导致人身保险总需求增加。因此我们假
设，旅游业的发展程度会促进人身保险市场的规模扩张。

三、海南省人身保险需求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相关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初始模型的建立
一般地，可以用人身保险保险密度、人身保险保险深度、人

身保险总保费收入作为人身保险需求的有效衡量指标。由于本
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总数作为解释变量，而保险密度与
保险深度的计算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总数有关，因此本文
选取海南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海南省人
身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⑨记为 Y，单位为亿元。

本文基于多重共线性的考虑以及数据的易于量化性，选取
以下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1.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影响其购买人身保险的意愿和能力，并
且直接决定了其对人身保险支出的多少。因此，取海南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收入水平的变量，用 X1 表示，单位为元。
考虑到统计年鉴的数据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
人均纯收入，因此 X1 采用加权平均值：

X1= 农村居民纯收入×农村居民比例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城镇居民比例⑧

2. 以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平均利率作为衡量存款利率水平
的解释变量，用 X2 表示。由于我国没有实质意义的市场利率，并
且一年中不同月份利率不同，因此采用加权平均利率，以银行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在一年中存在的月数为权重。

3.以海南省人口总量作为人口数量水平变量，用 X3 表示，单
位为万人

4. 以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居民
受教育程度水平变量，用 X4 表示。

5. 以海南省抚恤事业费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的总和作为
社会保障水平变量，用 X5 表示，单位为万元。

6.以涉外宾馆（酒店）接待住宿的人数作为旅游业发展水平
变量。定点旅游酒店作为大部分旅客下榻之选，其目标客户群为
进入海南省旅游的人，能较好地反映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规模。用
X6 表示，单位为万元。

7.以虚拟变量 D1 表示市场结构，1988 年以前海南只有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一家，为完全垄断市场。所以用 D1=0 表示 1988 年
前的人身保险完全垄断市场，D1=1 表示非垄断的海南人身保险
市场。

本节运用自然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海南省人身保险
的需求估算函数。自然对数被广泛应用于人身保险需求函数的
研究⑨，是因为这种模型有此类特点：（1）绝对数的变量取自然对
数后，模型的参数可以表示一个解释变量的相对变化率引起的
被解释变量的相对变化程度，即经济学中的弹性系数；（2）各变
量做对数化处理后避免了趋势变化和变量单位不一致的问题。
将初始模型设定为：

1nY=C0+C11nX1+C21nX2+C31nX3+C4X4+C51nX5+C61nX6+C7D1+μ
其中：μ为随机误差项，其余各变量的定义如前文所述。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年鉴》、海南省保

监局官网、国家统计局官网，整理得到 1986 年至 2015 年间海南
省人身保险市场的各相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指标。

（三）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使用 Eviews 软件利用上述数据对建立的初始模型进行回

归，并用 OLS 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的结果见表 1。

结果显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R2 达到了 0.989011，可以看
出样本回归线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海南省人身保险
总收入的 99%可以用以上六个解释变量共同解释；同时 F 检验
的效果也比较理想，达到了 373.86，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显著成立。T 检验值在显著性
水平为 0.05 和自由度为 30 的条件下，临界值为 1.697，在显著性
水平为 0.1 和自由度为 30 的条件下临界值为 1.310，将临界值与
上表中各自变量的 T 统计量进行对比，居民可支配收入 1nX1、一
年期存款利率 1nX2、人口总量 1nX3、旅游业发展规模 1nX6、C 对
1nY 影响较显著，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但居民受教育程度
水平变量 X4、社会保障水平变量 1nX5、市场结构虚拟变量 D1 的
伴随概率分别为 0.47、0.90、0.83，远大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说
明这几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因此，我们剔除
不显著变量，构造模型二：

1nY=C0+C11nX1+C21n（X2）+C31nX3+C41nX6+μ
再次，在 Eviews 中用 OLS 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以观察到，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0.99，说明总离
差平方和中 99%可以被样本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所解释，R2 的
值较初始方程有所提高，模型的拟合性更加理想。观察各解释变
量的 T 检验效果，伴随概率均小于 0.05 的置信水平，检验结果
理想，系数符号与一般实际经验判断相一致。

下面我们进行各种相关性检验分析。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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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进模型怀特检验结果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White  

     
     F-statistic 0.833559    Prob. F(4,25) 0.5167 

Obs*R-squared 3.530253    Prob. Chi-Square(4) 0.4733 

Scaled explained SS 2.338218    Prob. Chi-Square(4) 0.6738 

     
     �

第一，总体显著性检验（F 检验）及各参数的显著性检验（T
检验）。由输出结果可知 F 统计量的值为 721.41，其伴随概率为
0<<0.05，这说明 F 统计量的值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远大于
F 检验的临界值，所以模型总体上是显著的。

同样由上表显示数据可知，各自变量系数的 t 检验值的绝对
数分别为 2.010423、-2.638767、2.250716、2.695243，均大于显著
性水平 0.05 下的 T 临界值 1.697。所以，模型的解释变量 InX1、
InX2、InX3、InX4 都在 95%的水平下显著，都通过了变量的显著
性检验。

第二，自相关性检验（DW 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
数据，对于大多数的经济时间数据而言，都存在不同时间的前
后关联的惯性，如果随机误差项的各期望值之间存在着相关关
系，称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自相关性或序列相关。⑩一般来说，
两个随机项在时间上相隔越远，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就会越小。
如果存在自相关的话，最强的自相关应表现在相邻两个随机项
之间，即一阶自相关是主要的，因此在此我们用 DW 检验一阶
自相关性，在显著性水平 α=0.05，样本容量 n=30,解释变量的
个数 k=5（包括常数项）时，查 Durbin-Watson 检验表可得：下限
临界值 dl=1.14 和上限临界值 du=1.74。由上表可知，用 Eviews
软件对模型二所计算出的 DW=1.80，当 du≤DW≤4-du，认为不
存在（一阶）相关性，可以看出 1.74≤DW≤2.26，因此判断模型
二不存在自相关性。

第三，异方差性检验。一般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在不同样本
点上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差异较大，会产生异方差。本文采
用怀特的一般异方差检验来检验随机干扰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
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选择不包含交叉乘积项，输出结果见表 3。

其中，怀特检验的统计量为 3.53，其伴随概率值为 0.473，大
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由此可初步判定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通
过卡方检验，查询χ2 分布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 8
的χ2 分布的临界值 15.51，由于 3.53 小于 15.51，因此不能拒绝
零假设，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综上所述，海南省人身保险需求的总体线性回归模型可表
示如下：

1nY=0.5511nX1-0.2731nX2+4.3191nX3+0.3981nX6-35.65
（四）对模型系数的结果分析
1. 海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海南省人身保险需求呈正相关

性，假设成立。系数 0.551 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长 1%，人身
保险保费收入增长 0.551%，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导致海南
省人身保险总量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上文可知，自然对数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可以解释为弹性，该结果还表明在一定
收入水平下，海南省居民对能够满足安全需求的人身保险的需
求客观存在，并且会随着海南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而
增加，但是此弹性数值相对偏低，增加的程度十分有限。究其原
因：一是衡量收入水平的指标选取的是户籍城乡居民的加权平
均可支配收入，与常住人口存在一定偏差，并且由于收入与风险
观念的不同，使得农村居民对人身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与城镇
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指标上收入弹性偏小；二是 1986 年至
2015 年海南人身保险市场的保险产品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收入，使得购买力不能有效转化为人身保险的购买量。

2.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平均利率对海南省人身保险需求的

解释系数为负值，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
加约 0.273 个百分点。国家宏观调整基础利率导致 1996 年开始
存款利率下降，促进了人身保险的需求。但是从 1999 年利率水
平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人身保险保费
收入也略有下降，这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利率对人身保险需求产
生的收入效应导致居民购买力下降，其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
应。

3.海南省人口总量与人身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并且人口总量
每上升 1 个百分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将升高 4.319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海南省人口总量是影响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重要因
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海南省人口数量增长会带来人身保
险的总需求相应增多；（2） 海南保险从业人员将按适当比例增
多，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同时可促进保险产
品的开发和保险业务的拓展，提升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进而提升
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运作效率；（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
的日益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重，导致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寿险
产品的需求量增加。

4.涉外宾馆（酒店）接待住宿的人数与人身保险需求呈正相
关，且其人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身保险需求上升 0.398%。与
其他省份不同，建省办经济特区近 30 年的实践证明，旅游业是
海南最具优势、最具特色、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产业，旅游业产
品成为海南的支柱产品，2014 全国各省份旅游总收入排行中海
南居第八位。经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旅游业的规模扩大将带动海
南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

5. 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对人身保险
需求的影响程度较小，究其原因，与海南地域性有关：海南省整
体教育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较低，高等教育毕业生占总人口比
重近 30 年最大值也仅为 0.64%，高等教育群体总数量少，难以
对范围较大的人身保险市场产生效应。

6.海南省抚恤事业费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的总和、市场结
构等因素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对人身保险市场影响不显
著，这与海南省实际发展情况有关。海南省是一个年轻的省份，
经济发展起步晚、起点低，正处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阶段，因
而存在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人身保险市场规模小、发展不完善
等问题，因此，其实证研究结果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特
点，有较强的地域独特性。

四、对海南人身保险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对海南省人身保险市场影响

最大的四个因素是：海南省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利率、
人口总量、旅游业发展水平。2010 年 1 月 4 日，《国务院关于推
进海南国际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海南正处于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关键阶段。结合当前海南发展的政策导向，将人身
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与海南发展旅游业的使命结合起来，相互
协调，齐头并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政府引导：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的提高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增长具有正
效应，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思路下，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带
动海南经济发展，建立惠民机制。增加就业岗位，通过鼓励居民
自主创业，开发旅游相关产品或从业旅游相关产业，降低失业
率，提高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将旅游业发展的效益真正向居
民可支配收入转移。

（二）保险公司主导：人口分群，挖掘需求
第一，针对旅游人口的不同特征开发不同的旅游产品。海南

有清新的空气、湿润的热带雨林、温泉、民族风情和历史古迹，吸
引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游客。多个方面的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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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险种的更新提供多种思路，围绕旅游意外伤害险、旅游责
任险等险种进行产品创新，比如针对潜水等游乐项目设置相应
的旅游意外伤害险险种。针对自由行的游客，开发旅游期内安全
保障的健康险险种。

第二，充分利用海南多民族的特点，开发民族特色险种。海
南省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小岛，居民来自汉、黎、苗、回、彝、侗、
瑶等 20 多个民族，世居的有黎、苗、回、汉等 5 大民族。各民族共
同努力发展海南地方经济，开发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产品也是
促进民族和谐的必要举措。根据海南省少数民族的特殊生活环
境以及生活方式，如黎族村落多位于海南中线、西线热带丛林，
村寨周围长满茂密的树木或刺竹等特点，在政府引导下，可以商
业保险代理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发人身保险产品。

第三，提高居民的保险意识。目前来看，海南省 2015 年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已达 7508.84 亿元，保费收入 114.2 亿元，占居民
储蓄的比重仅为 1.5%，远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平均水
平。海南存在居民保险意识较为薄弱、相关金融投资替代品较
多、居民对社保依赖性强等问题。使居民了解人身保险的性质、
功能以及险种的选择、理赔的流程，增强人身保险在居民心目中
的地位；保险公司应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改变宣传方式，由商
业性向社会公益性转化，给居民塑造人身保险踏实、舒心的形
象。

（三）通过资源吸引，增加户籍人口
人口总量对人身保险总需求的影响也与从业人员的数量与

质量有关，人力资源规模较小，缺乏高素质从业人才，一定程度
上已经成为海南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绊脚石。利用海南得天
独厚的适宜环境优势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人才，
增加从业人员的数量；通过培养业务人员的业务技能、沟通能
力、基本道德素养，进一步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从业人

员的质量，从而双管齐下培养优质的行业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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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防控电信诈骗措施探讨
●冯 玺

随着社会的发展，诈骗案件越来越
猖狂。根据这几年诈骗案件发生的情
况，可以看出大部分诈骗行为的变化：

1. 诈骗的转账途径从柜面的直接
汇款扩散到网上银行、ATM 机、手机银
行等。现今的科技不断发展，第三方支
付和电商的兴起，致使资金从实物向数
据化转变，资金的流通速度加快，流通
方式曾加，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给诈骗分子转移钱财带来了便利。由
客户将钱汇出后，诈骗分子就会使用各
种手段迅速将其转移，这给办案机构抓
捕诈骗分子、追回损失造成了巨大的阻
碍，助长了诈骗分子的气焰，不利于社
会稳定。

2.诈骗的内容从中奖、冒充亲戚朋
友到冒充执法机关、冒充各个金融机
构、网购或者网络招聘等。诈骗分子为
了增加虚假事件的可信度，冒充各个行
业的人员，并结合了实际生活中遇到的
业务过程，连哄带骗取得客户的信任。

这就导致诈骗分子的诈骗内容越来越
详细，越来越趋于真实，诈骗案件变的
越来越难以辨别。

3. 诈骗对象从广撒网的方式逐渐
到精确针对某一人或某一群体转变。随
着网络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深入，从网
络中我们泄露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诈骗
分子针对这些信息，实施的诈骗也越来
越具有针对性。

为积极应对这些逐渐转变的新型
电信网络诈骗，银行业也应该做出相应
的措施，来防范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

1.针对诈骗的转账途径这一方面，
作为银行可以从之前的柜面填单提醒、
办业务时提醒转变为电子渠道转账时
页面出现的提醒、ATM 机转账前的页
面提醒等，也可以在网上银行和手机银
行的转账过程中增加验证手续，还可以
通过是否对交易对手显示自己的信息
等选项加大对客户信息的保护。

2.针对诈骗内容的多样化，作为银

行应该加大对各类发生过的案件和防
范要点的宣传。可以在银行的各个营业
网点放置防诈骗的宣传册或者是诈骗
案件报告等。

3.针对诈骗对象的具体化，银行也
可以针对各类客户进行具体宣传，提高
客户的警惕心。开通网银喜欢购物的客
户主要提醒的内容是注意购物时的安
全性及交易的真实性；喜欢理财的客户
主要提醒其注意理财产品的真实性及
购买时网站的安全性等等。

应对这些多变的电信网络诈骗，银
行应及时作出防范的各项措施，同时也
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如第三方转账机
构、警方等。银行与银行之间也应该加
强对这类转账资金的控制，加快对资金
冻结和对资金流向的监控等业务的增
加。

（作者单位：农行浙江省临海市支行
浙江临海 317000）

（责编：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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