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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服务局

救灾援助
无保险作物灾害援助计划
概述
由美国农业部（英文缩写“USDA”）农场服务局（英文缩写
“FSA”）管理的“无保险作物灾害援助计划”（以下简称为
“NAP”）为无保险作物生产者提供财政援助，用于防范那些
导致降低产量、作物损失或无法种植的自然灾害。
谁有资格？
符合资格的生产者
符合条件的生产者是指那些分担生产某一符合条件之农作物的
风险，并有权获得该作物所有权份额的土地所有者、承租人或
佃农。要获得 NAP 付款资格，个人或实体的调整后总收入
（AGI）平均数不得超过 90 万美元（$900,000）。此外，无论
是直接或间接收到，NAP 付款均属于适用的个人或实体，并且
对于那些拥有基本（灾难性）覆盖范围的作物来说，每个作物
年
度、每个个人或实体的限额为 12 万 5 千美元（$125,000）。无
论是直接或间接收到，为拥有额外（购进）覆盖范围的农作物
所
支付的任何 NAP 付款均属于适用个体或实体，并就每个作物年
度、每个个人或实体而言，仅限于 30 万美元（$300,000）。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fsa.usda.gov/limits）
合格作物
合格作物必须是没有作物保险的商业生产的农产品，并且是以
下任何一种：
•
•

•
•
•
•
•
•
•

为食用而种植的作物；
为喂养牲畜而种植、生长的作物，例如谷物和饲料作物，
包括本地牧草；为生产纤维而种植的作物，如棉花和亚麻
（树木除外）；
在受控环境中生长的作物，例如蘑菇和花卉；
特殊作物，如蜂蜜和枫树汁；
海燕麦和海草；
甜高粱和生物质高粱；
经济作物，包括用于制造业或作为可再生的生物燃料、可
再生电力或生物基产品之原料而种植的作物；
价值损失作物，如水产养殖、圣诞树、人参、观赏苗圃和
草坪草皮；以及
在繁殖库存是作为其它符合 NAP 条件的作物生产的种子储
备之销售而生产的种子作物。

生产者应与农作物保险代理人联系，咨询有关其所在县农作物
的可保险性问题。有关作物是否有资格获得 NAP 覆盖范围的
更多信息，生产者应与保存其农场记录的农场服务局县办公室
联系。
什么是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的损失原因
符合条件的损失原因包括以下自然灾害：
•

破坏性天气，如干旱、冰冻、冰雹、过度潮湿、大风或飓
风；
•
自然灾害，如地震或洪水；以及
•
与破坏性天气或自然灾害相关的条件，例如过热、植物病
害、火山烟雾或虫害。
破坏性天气或自然灾害必须是在该覆盖范围期间、收获之前或收
获期间发生的，并且必须直接影响到符合条件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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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施
覆盖水平
NAP 提供相当于保险范围之灾难级别风险保护计划的基本覆盖
范围，以该作物 55%的平均市场价格计算，这一覆盖范围是基
于超过预期产量 50%的损失金额。2018 年《农业法案》对更高
水平的覆盖范围重新授权，以 5% 的增量和 100%的平均市场价
格计算，覆盖 50% 到 65% 的产量。生产者必须在申请截止日期
前选择额外（购进）覆盖范围。选择额外覆盖范围的生产者必须
在服务费之外支付保费。用于放牧的作物不符合额外覆盖范围的
条件。
申请覆盖范围
符合条件的生产者必须使用 CCC-471 表格《覆盖范围申请表》
来申请覆盖范围，并在保存其农场记录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支付
适用的服务费。该申请表和服务费必须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提
交。申请截止日期因作物而异，并由农场服务局的州委员会确
定。请与您当地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核实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 NAP 覆盖范围的生产者确认，他们已收到有关 NAP 的基本
规定。这些规定可在农场服务局县办公室或从 fsa.usda.gov/nap
网站获得。
服务费和保费
就所有覆盖级别而言，NAP 服务费是与每种作物的 325 美元
（$325）或每个行政县每个生产者的 825 美元（$825）相比之较
低者，对于在多个县拥有农业利益的生产者，其总额不得超过
1950 美元（$1,950）。
选择更高覆盖水平的生产者还必须支付等于下列数额的保费：
•
生产者的作物份额；乘以
•
用于该作物的合格英亩数；乘以
•
核准的每英亩产量；乘以
•
覆盖水平；乘以
•
平均市场价格；乘以
•
5.25% 的保费。
对于价值损失作物，保费将以生产者在 CCC-471 表格《覆盖范
围申请表》中选择的最大美元价值来计算。
对于作为 NAP 覆盖之生产者的个体或法人实体，仅申请基本覆
盖范围的最高保费是 15750 美元（$15,750）（最高付款限额乘
以 5.25% 的保费）。如果 NAP 覆盖的生产者是联合经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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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高保费取决于组成联合经营体的多个个人或法人实体的数
量。在提交 CCC-860 表格《社会弱势、资源有限、退伍军人或
新手农民或牧场主认证书》的情况下，新手、资源有限、社会弱
势以及合格退伍军人农民或牧场主有资格获得服务费免除和
50%的保费减免。要获得服务费免除或保费减免，NAP 覆盖的
生产者必须符合以下一项条件：
新手农民或牧场主: 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或法人实体：
•
•

未经营农场或牧场的时间超过 10 年；以及
实质上和基本上参与运营。

若法人实体被视为新手农民，所有成员均必须有血缘或婚姻关
系，并且必须是新手农民。
资源有限的农民或牧场主：指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或法人实体：
•

在计划年度之前的完整纳税年度之前的两个日历年中，每个
日历年的收入不超过 177300 美元（$177,300）（2019 财
年），以后的年份会因通货膨胀而向上调整；以及
•
家庭总收入等于或低于四口之家的国家贫困线，或在前两年
均低于该县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50%。
必须使用“美国农业部有限资源农民和牧场主在线自我衡量工
具”（参见网站：
https://lrftool.sc.egov.usda.gov/DeterminationTool.aspx?fyYear=
2019）来确定有限资源生产者资格。该系统自动计算并显示每年
调整后的农场总销售额以及国家贫困水平或县家庭收入中位数中
的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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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求被视为有限资源农民或牧场主的法人实体，必须考虑所
有成员的总销售额和家庭收入之和。

请与当地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了解有关多年生草料作物、受
控环境作物、特种作物和价值损失作物的覆盖期信息。

社会弱势农民或牧场主：指属于某个群体的农民或牧场主，该
群体成员因其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而受到种族、族裔或性别偏见
的影响，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素质。该族群包括：

保持 NAP 资格所需的信息

•
•
•
•
•
•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西班牙裔；以及
女性。

若被定为社会弱势的法人实体，多数权益必须由社会弱势的个人
持有。
退伍军人农民或牧场主：指曾在军队服役（定义参见《美国法
典》第 38 篇第 101 节）的农民或牧场主，并且：
•
•

经营农场或牧场的时间少于 10 年；或
在最近 10 年期间首次获得退伍军人身份。

要获得 NAP 的援助资格，必须上报以下作物种植面积信息：
•
•
•
•
•
•
•

作物名称（生菜、三叶草等）；
种类和品种（莴苣、红三叶草等）；
作物的位置和面积（田地、子田地等）；
作物份额以及其他与该作物利益相关的生产者名称；
用于种植作物的作业类型（灌溉或非灌溉）；
在每个田间种植该作物的日期；以及
该商品的预期用途（新鲜、加工等）。

生产者必须在种植后不久（在风险期早期）报告作物种植面积，
以确保不会错过报告截止日期和覆盖范围。此外，拥有 NAP 覆
盖范围的生产者必须提供以下生产信息：
•
•

生产者在该作物年度持有权益之作物的所有收获产量；
作物收获后的处置，例如容易出售、不容易出售、回收，或
与预期不同使用方式；以及
可验证或可靠的作物生产记录（当农场服务局要求时）。

覆盖期

•

NAP 的覆盖期因作物而异。一年生作物的覆盖期自下列两项中
的较晚者开始：

当要求提供这些记录时，生产者必须以农场服务局县委员能够容
易理解的方式提供。有关可以接受的生产记录问题，生产者应与
保存其农场记录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

•
•

提交保险申请并支付适用服务费后的日期；或
作物种植日期（不能超过最晚种植日期）。

一年生作物的覆盖期以下列各项之较早者结束：
•
•
•
•

作物收获完成日期；
作物的正常收获日期；
放弃作物日期；或
整个作物种植面积被销毁的日期。

多年生作物（用于饲草的作物除外）的覆盖期自不迟于申请截止
日期后 30 个日历日开始，并以下列各项之较早者结束：
•
•
•
•
•

自申请截止日期起 10 个月；
作物收获完成日期；
作物正常收获日期；
放弃作物的日期；或
整个作物种植面积被销毁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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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报告 NAP 覆盖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生产信息可能会导致 NAP
援助减少或取消。请注意，种植面积报告和最晚种植日期因作物
和地区而异。
有关当地种植面积报告和最晚种植日期方面的问题，生产者应与
保存其农场记录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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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产养殖、花卉养殖和观赏苗圃业务，生产者必须根据行业
标准来保存记录，包括每日作物库存。独特的报告要求适用于养
蜂人和圣诞树、草坪草皮、枫树汁、蘑菇、人参和商业种子或饲
料作物的生产者。欲了解这些要求，生产者应与保存其农场记录
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
报告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农场服务局使用面积报告来记录申请所覆盖的位置和英亩数。种
植面积和生产报告用于计算核准产量（作物年度的预期产量）。
核准产量是在最少 4 个到最多 10 个作物年（苹果和桃子为 5
年）期间生产者实际生产历史 (APH) 的平均值。为了计算实际
生产历史，农场服务局将生产者的总产量除以生产者的作物面
积。如果生产者未报告 NAP 覆盖范围的作物产量，或报告的作
物产量少于 4 年，则可以使用大幅减少的产量数据来计算生产者
的核准产量。
提供丢失通知和申请付款
当作物或种植受到自然灾害影响时，拥有 NAP 覆盖范围的生产
者必须通知保存其农场记录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并填写表格
CCC-576《损失通知和申请付款》B 部分（“损失通知”部
分）。通知和填写表格必须在下列各项之较早者之后 15 个日历

农场服务局用于计算付款的信息
NAP 付款使用以下数据按单元计算：
•
•
•
•
•
•

作物种植面积；
核准产量；
净产量；
生产者选择的覆盖水平；
农场服务局州委员会所确定的商品平均市场价格；以及
反映某一未收获或无法种植的作物在生产周期中发生的成本
降低的支付因素。

对于拥有额外覆盖范围的价值损失作物，将以灾前作物的现场市
场价值（field market value）和生产者在申请时所要求覆盖的最
大美元价值之间的较小者来计算付款。
欲查询更多信息
本情况简报仅供参考；其他资格要求或限制可能适用。要查找有
关农场服务局灾难援助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farms.gov，或与您当地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联系。要查找您当地
的农场服务局办事处，请访问网站：Farmers.gov/service-centerlocator。

日内完成：
•
•
•
•

发生自然灾害；
如果种植因自然灾害而受阻，则为最晚种植日期；
作物受损或生产损失开始明显的日期；或
正常收获日期。

手工收获作物和某些易腐作物的生产者必须在损失变得明显后
72 小时之内通知农场服务局。受此要求约束的作物将在“NAP
基本规定”中列出。
要获得 NAP 补助，生产者必须在自作物年度覆盖范围最后一天
起 60 天之内为该单元内任何 NAP 覆盖的作物填写表格 CCC576《损失通知和付款申请》中的 D、E、F 和 G 部分（如适
用）。CCC-576 要求提供可以接受的评估信息。
生产者必须提供生产证据，并注明该作物是否容易出售、不容易
出售、回收、或使用方式与预期不同。
NAP 单元定义
NAP 单元包括在生产者拥有独特作物利益的县内所有符合条件
的作物种植面积。独特作物利益是指：
•
•

100% 的利益；或
与另一位生产者的共同利益。

美国农业部是机会均等的提供者、雇主和贷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