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瑞士再保险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净收益反映了人寿与健康再保险出色
的业绩以及强劲的投资成果，但一定程度上受到大额赔付的影响

•

2019 年第一季度的集团净收益为4.29亿美元，反映了人寿与健
康再保险出色的业绩以及非常强劲的投资成果，但也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财产及意外险业务大额赔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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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大额赔付的影响，财产及意外再保险的净收益为1300万美
元，股本回报率 (ROE) 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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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的续转因定价改善表现强劲，特别是日本表现突出

•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公布的第一季度净收益为创纪录的3.28亿美
元，股本回报率为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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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再企商净亏损5500万美元

•

Life Capital强劲的总现金生成能力达3亿美元

•

投资回报率 (ROI) 非常强劲，为4.5％；现行收益率为2.9％

•

将于 2019 年 5 月6日推出公开股份回购计划（购买价值高达 10
亿瑞士法郎）的第一期回购

2019 年5月3日，苏黎世 – 瑞士再保险宣布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净收益
为4.29亿美元，反映了人寿与健康再保险部门出色的业绩以及非常强劲
的投资成果，财产及意外险业务受到了大额损失赔付的影响。净已赚保
费收入增加了5.5％，达到88亿美元，体现了所有业务单元均有所增
长。投资回报率从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2.2％ 提高至4.5％。集团股本回
报率为 5.9％。瑞士再保险将于 2019 年 5 月6日推出公开股份回购计划
（购买价值高达 10 亿瑞士法郎）的第一期回购，凸显了集团强劲的资
本状况和高度的财务灵活性。

投资者关系部，
苏黎世
电话：+41 43 285 4444
瑞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Mythenquai 50/60
CH-8022 Zurich
电话：+41 43 285 2121
传真：+41 43 285 2999
www.swissre.com
@SwissRe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 (Christian Mumenthaler) 表示：“尽
管我们的财产及意外险业务在第一季度受到了大宗赔付的影响，人寿与
健康再保险业务依然保持着成功而稳定的发展路线，体现了我们多元化
业务模式的优势。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财产及意外险业务的整体定
价环境（尤其是遭受损失的市场）正在持续加速改善。续转中体现的这
种持续的积极势头使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
第一季度的净收益反映了人寿与健康再保险出色的业绩以及强劲的投资
成果，但受到了大额赔付的影响
瑞士再保险宣布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净收益为4.29亿美元，这得益于人
寿与健康再保险出色的业绩和非常强劲的投资成果。大型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难造成的理赔包括澳大利亚北昆士兰洪灾、莫桑比克的飓风伊达和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坠机事故以及后续波音 737 Max 机型的停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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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年度事件所致的大量延迟理赔（主要是台风杰比）也对本季度的
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
瑞士再保险的投资组合取得了非常强劲的投资回报率，达到 4.5％，这
主要得益于权益类证券显著的市场价值收益。相比之下，2018 年第一季
度的投资回报率为 2.2％。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现行收益率为 2.9%。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净已赚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5.5％达到88亿美元，体
现了所有业务单元均有所增长。如果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率为9.4％。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财务官杜尚瑞 (John Dacey) 表示：“我们对 2019
年第一季度的保费增长和非常强劲的投资成果表示满意。我们依然拥有
行业领先的资本状况，这为我们提供了高度的财务灵活性以支持盈利增
长。我们将从5月6日开始通过股份回购计划的第一期回购向股东返还富
余的资本，这项计划是对我们的资本管理优先事项的明确承诺。”
得益于大宗交易，财产及意外再保险的保费收入实现了增加；但业绩也
受到了大额损失理赔的影响
受到大额损失理赔的影响，2019 年第一季度财产及意外再保险的净收益
为 1300 万美元，综合成本率为 110.3％。这些大额理赔包括澳大利亚北
昆士兰洪灾造成的 2.10 亿美元理赔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事故及后
续波音 737 Max 机型停飞造成的约 9000 万美元理赔。业绩体现了上年
度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是因台风杰比的损失估计值上升
所致），与市场总损失的重大上升相一致。
在大宗交易的支撑下，净已赚保费收入增加了 10.9％，达到 42 亿美
元。
4月份的续转增强了财产及意外险产品组合
在4月份的续转中，条约保费增加了18％，价格质量提高了1％。这也反
映了 4 月份日本成功的续转成果，瑞士再保险在日本市场进一步稳固了
其位置，在优惠条款下，保费增长了10％，价格质量提高了7％。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取得了出色的业绩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第一季度净收益为创纪录的3.28亿美元，股本回报率
为19.6％。得益于积极的业务组合管理、美洲死亡率的有利发展和非常
强劲的投资成果，该业务单元表现出色。
受累于不利的汇率波动和与 Life Capital 间集团内部转分保协议的终止，
净已赚保费收入减少了6.0％，降至31亿美元。
瑞再企商的业绩受到上年度事件的不利影响
2019 年第一季度瑞再企商净亏损5500万美元。这一业绩受到大中型人
为灾难（特别是上年度事件）的严重影响。综合成本率增加至
116.3％，股本回报率为-12.1％。该业务单元目前正在对所有业务线和
储备头寸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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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已赚保费收入增加了12.3％，达到10亿美元。信贷和财产险业务的增
长以及保费率的增加成功抵销了对美国一般责任险产品组合的主动削
减。瑞士再保险预计，在 2019 年第一季度费率增长 5％ 后，2019 年商
业保险费率的积极势头将会加速。
Life Capital 实现了3亿美元的总现金生成能力
Life Capital 于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了3亿美元的总现金生成能力，其中
包括进一步将 10% 的 ReAssure 股权出售给 MS&AD Insurance Group
Holdings Inc (MS&AD) 所获得的收益，这项交易于 2018 年 12 月宣布并
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完成。MS＆AD 在 ReAssure 的总持股比例现为
25％。
该业务单元的净收益为700万美元，这得益于英国投资市场的有利表
现，但也受到对其在营业务进行持续投资的影响。
净已赚保费收入增加至4.26亿美元，主要是由于终止了与人寿与健康再
保险签订的集团内部转分保协议。按毛保费收入和固定汇率计算，2019
年第一季度在营业务同比强劲增长了14％。
瑞士再保险继续探索封闭运营业务 ReAssure 在 2019 年完成首次公开
募股 (IPO) 的可能性1。瑞士再保险先前已经表示，争取第三方资本是实
现封闭运营业务进一步增长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MS&AD 对
ReAssure 的投资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公开股份回购计划的第一期回购将于 2019年5月6日推出
瑞士再保险已获得董事会和所有必要监管部门的批准，将于 2019 年5
月6日推出购买价值高达 10 亿瑞士法郎的公开股份回购计划的第一期回
购。该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在年度股东会议上获得了瑞士再保险股
东的授权，并强调了集团在富余资本到位后向股东返还资本的政策。这
一政策符合本公司的资本管理重点。
有关股份回购计划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swissre.com/investors/shares/share_buyback
集团执行委员会新增成员及前景
瑞士再保险宣布首席人力资源官Nigel Fretwell以及法律与合规部负责人
兼集团首席法务官Hermann Geiger将从2019年7月1日起成为集团执行
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新增的两位高管成员显示了瑞士再保险对于人力资
源与法律合规方面的重视。

我们无法保证这一努力一定会让 ReAssure 成功完成 IPO，也无法确定此类 IPO 的时间安
排或详细情况（包括其条款、结构或者完成 IPO 之后瑞士再保险持有的 ReAssure 股份比
例）。我们会适时发布进一步的公开声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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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 (Christian Mumenthaler) 表示：“鉴
于成功的年初至今续保情况，我们对财产及意外再保险的表现保持乐
观，同时人寿与健康再保险继续表现强劲。在 Life Capital 方面，我们重
点关注 2019 年 ReAssure 首次公开募股的准备工作。瑞再企商将继续
面临挑战，我们正在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近来的业务表现问题。在此背
景下，我们正在瑞再企商新任首席执行官安博思先生 (Andreas Berger)
的领导下对该业务单元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这项审查将于第二季度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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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关键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与 2019 年第一季度之对比）

集团合并（合
计）

财产及意外再保
险

人寿与健康再保
险

瑞再企商

Life Capital

2018 年第
一季度

2019 年第
一季度

保费净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8 316

8 775

净收入（单位：百万美元）

457

429

股本回报率
（％，年化）

5.6

5.9

投资回报率（％，年化）

2.2

4.5

现行收益率（％，年化）

2.8

2.9

普通股股东权益（单位：百
万美元）

32 321

30 179

保费净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3 820

4 238

净收入（单位：百万美元）

345

13

综合赔付率 (%)

92.0

110.3

股本回报率
（％，年化）

13.5

0.6

保费净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3 287

3 091

净收入（单位：百万美元）

201

328

现行收益率（％，年化）

3.3

3.4

股本回报率
（％，年化）

11.5

19.6

保费净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908

1 020

净收益/亏损（单位：百万美
元）
综合赔付率 (%)

41

-55

100.2

116.3

股本回报率
（％，年化）

7.0

-12.1

保费净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301

426

净收入（单位：百万美元）

3

7

总现金生成能力
（单位：百万美元）

705

300

股本回报率
（％，年化）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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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备注：
瑞士再保险
瑞士再保险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再保险、保险和其他保险型风险转移方式的提供商，致力
于提高世界的恢复力。作为预测和管理风险的专家，瑞士再保险的关注范围从自然灾
害、气候变化一直到人口老龄化、网络犯罪风险。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的
繁荣进步，并为客户打造新的机会和解决方案。瑞士再保险集团于 1863 年成立，总部
位于苏黎世，通过全球约 80 个办事处的经营网络开展业务。瑞士再保险 1995 年在中国
设立办事机构，并于 2003 年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全面的再保险产品
及服务。有关瑞士再保险集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wissre.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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