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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宣布在承担30亿美元的大额赔付及因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变

更受到 5.99亿美元影响之后，2018全年净收益4.21亿美元 

 尽管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及人为灾难损失的影响，集团净收益仍达到 
4.21 亿美元；瑞再研究院指出， 2018 年是保险损失第四高的年份 

 如果不考虑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变更对权益类投资确认的影响，集

团净收益应为 8.94 亿美元 

 受到估计高达 23 亿美元的大额赔付影响，财产及意外再保险净收

益 3.7 亿美元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业绩稳健，净收益达 7.61亿美元 

 瑞再企商净亏损 4.05亿美元；大额赔付负担预计为7亿美元 

 Life Capital 实现净收益 2300 万美元；总现金生成能力达到 8.18 
亿美元的强劲水平 

 集团股本回报率 (ROE) 为 1.4%；投资回报率 (ROI) 为 2.8%；现行

收益率稳定维持在 2.9% 

 2019 年 1 月的续转保费增加了 19%；价格质量提高了 1% 

 董事会提议将每股股息提高到 5.60 瑞士法郎；瑞士再保险将寻求

授权批准新的股份公开回购计划 

 Anette Bronder 被任命为集团首席运营官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苏黎世，2019 年 2 月 21 日 – 瑞士再保险 2018 年全年实现 4.21 亿
美元的净收益。这一业绩系已包括了预计的 30 亿美元大额赔付后的转

分保后税前金额，对财产及意外再保险和瑞再企商的收益有较大影响。

此外，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变动对净收益产生

预计5.99 亿美元的税前影响。受益于多宗交易，人寿与健康再保险业务

取得良好业绩；Life Capital 总现金生成能力为优异的 8.18 亿美元。鉴

于集团资本状况出色，且对瑞士再保险的长期资本生成能力充满信心，

董事会将向年度股东大会 (AGM) 提议将股息提高至每股 5.60 瑞士法

郎，并提请大会批准在 2020 年年度股东会议之前执行新的公开股份回

购计划，这项计划符合瑞士再保险的资本管理工作重点，并且会在先行

取得所有必要的法定和监管批文后执行。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 (Christian Mumenthaler) 表示：

“2018 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及人为灾难接连不断，几乎不留喘息余

地。雄厚的财务实力让我们可以在这些艰难时刻为客户提供支持。对整

个行业和我们来说，这是连续第二个异常艰难的年份。我们的财产及意

外再保险业务受到这些事件的严重影响。瑞再企商的业绩令人失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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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艰难，我仍对瑞士再保险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今年 1 月份，我

们的财产及意外再保险业务在运营成本持平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我们预

计今年后续的续转费率会好转，尤其是在那些遭受损失的市场。” 

2018 年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频发 
去年上半年相对平静，但下半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却接踵而至，特别是日

本的台风飞燕 (Jebi) 和潭美 (Trami)，美国的飓风佛罗伦萨 (Florence) 和迈

克尔 (Michael)，野火卡尔 (Carr)、坎普 (Camp) 和伍尔斯 (Woolsey)，加

拿大遭受的风暴和澳大利亚的雹暴，还有多起人为灾难。尽管需承担22 
亿美元的自然灾害赔付与8 亿美元的人为灾难赔付，瑞士再保险仍取得 
了4.21 亿美元的净收益，而2017 年的数字为 3.31 亿美元。 

正如之前所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有关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方面的新

规定已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因此这次公布的净收益也反映了由此

变更造成的 5.99 亿美元不利税前影响。如果不考虑会计准则变更的影

响，净收益则会达到 8.94 亿美元。 

2018 年，集团股本回报率为 1.4%，与前一年大体持平。如果不考虑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预计集团股本回报率为 2.9%。每股收益 
(EPS) 为 1.37 美元（约合 1.34 瑞士法郎），相比之下，前一年为 1.03 
美元（约合 1.02 瑞士法郎）。  

集团毛保费收入增长 4.7%，达到 364 亿美元，主要得益于集团人寿与

健康险业务保费的增长。 

2018 年，瑞士再保险的投资组合为业绩提供了稳健的贡献，未产生任

何重大减值，现行收益率持续走高。总体而言，2018 年，瑞士再保险

的资产配置并无显著变化。如果投资前景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任何市场

机会，集团仍可灵活应对。 

2018 年的投资回报率 (ROI) 为 2.8%，反映了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变更产

生的不利影响。如果不考虑会计准则的影响，投资回报率本可达到 
3.3%。这一业绩主要受到净投资收益的驱动 - 净投资收益的贡献高于往

年，这体现了更高的收益质量。相比之下，2017 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3.9%。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归因于股权证券的贡献下降。相比前一年的 
37 亿美元，2018 年集团的非分红净投资收益增至 41 亿美元。集团的

固定收益类产品现行收益率为 2.9%，比较稳定。 

与前一年相比，2018 年年底普通股股东权益下降了 16.3%，降至 279 
亿美元。这一下降主要体现了 2017 年向股东支付的 29 亿美元的固定

股息、股份回购计划以及 28 亿美元的未实现投资收益。2018 年年底，

每份普通股的账面价值为 93.09 美元（约合 91.72 瑞士法郎），相比之

下，2017 年年底为 106.09 美元（约合 103.37 瑞士法郎）。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财务官杜尚瑞 (John Dacey) 表示：“尽管大环境充

满颇具挑战的保险和投资风险，但我们的业绩仍然表现良好。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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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式帮我们缓解了各种相关损失。 重要的是，我们的资本状况仍

然非常良好，我们对自身的持续资本生成能力信心十足，这些都为我们

采取富有吸引力的资本管理举措提供了支持。” 

提议将每股股息提高至 5.60 瑞士法郎并实施新的股份回购计划 
集团资本状况仍然非常良好，集团 SST 比率始终高于 220% 的目标水

平。有鉴于此，并考虑到集团的持续资本生成能力，瑞士再保险董事会

将提议对 2018 年的每股股息再次作出调整，调整到每股 5.60 瑞士法

郎，增幅达 12%。股息将在 2019 年 4 月 17 日股东大会上由股东批准

之后支付。 

根据既定的资本管理重点，瑞士再保险计划继续将富余资本退给股东。

董事会将向年度股东大会提出进一步的公开股份回购计划，该计划将在

取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文之后，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实施。第

一期回购额高达 10 亿瑞士法郎（购买价值），董事会将在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上获得批准之后自行酌情决定开始实施。第二期回购额高达 
10 亿瑞士法郎（购买价值），将由董事会酌情决定其开始实施的时机，

具体视 2019 年集团过剩资本的变动情况而定（例如，由于瑞士再保险

将 ReAssure 持有的股票成功减持至 50% 以下而导致过剩资本大幅增

加）。 

频发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造成的损失给财产及意外再保险的业绩造成

影响；重点关注为客户打造创新解决方案 
2018 年，严重自然灾害的赔付预计达 20 亿美元，大规模人为灾难造成

的赔付预计达 3 亿美元，财产及意外再保险净收益为 3.7 亿美元。股本

回报率为 3.7%。 

综合成本率为 104.0%，反映了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损失的影响。相比

前一年，财产及意外再保险在 2018 年继续实现正增长。  

尽管市场形势依旧严峻，瑞士再保险仍然秉承其严格的承保纪律，确保

为其提供的保险服务制定合理的价格。因此，公司去年的毛保费收入仍

达到 165 亿美元。 

2018 年，财产及意外再保险业务继续增强其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长期合作伙伴的独特优势。在这方面，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为客

户打造解决方案的成功案例包括，瑞士再保险与汽车制造商合作开发了

针对车险的定价系统，全球的保险公司均可使用该系统来确定保费。该

创新的评估系统充分考虑了如何整合安全相关驾驶员辅助系统。这种新

方法将减轻保险公司的负担，使其无需单独评估每项安全特性及其对事

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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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与健康再保险继续实现良好的业绩和盈利增长 
2018 年，人寿与健康再保险实现 7.61 亿美元的净收益。这样的业绩主

要得益于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几宗大额交易以及在亚洲以及欧洲、中东和

非洲 (EMEA) 的稳健表现，但也受到美国市场不利表现的影响。投资成

果仍然相当不错，但略逊于前一年的表现，这体现了较低的已实现收益

和按市值计价的权益类证券损失。股本回报率为 11.1%。2018 年，固

定收益的现行收益率微涨至 3.4%。 

2018 年的毛保费收入增长了 9.1%至 145 亿美元，这体现出所有市场都

在取得增长，也得益于亚洲的数宗大额交易，同时也体现了集团内部转

分保协议和有利的汇率波动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人寿与健康再保险方面，瑞士再保险继续通过其市场领先的自动化核

保解决方案 Magnum，运用科技给客户缔造真正的价值。结合领先的核

保手册 Life Guide，Magnum 让直保客户能够自动执行评估和决策流程，

并向他们提供有用的数据解读。Magnum 目前已在 26 个国家/地区投入

运行，提供 17 个语言版本，每年处理超过 1200 万份申请，其中多达 
80% 的申请都会即时受理。 

瑞再企商业绩受自然灾害和频繁严重的大规模人为灾难影响；主承保业

务实现强劲增长 
2018 年，瑞再企商净亏损 4.05 亿美元，主要受大规模人为灾难及自然

灾害造成的共计 7 亿美元的大额赔付影响。第四季度的损失包括一场卫

星发射失败造成的损失、德国发生的大规模工厂火灾，还有自然飓风

“迈克尔”以及野火“坎普”和“伍尔斯”造成的损失。 

2018 年的股本回报率为 -19.4%，综合成本率为 117.5%。得益于主承

保业务的增长1（这抵销了主动减少美国一般责任险产品组合的影响），

毛保费收入2增长了 13.6%，增至 46 亿美元。 

2018 年，费率以及条款和条件有一定改善，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在 
2018 年提价 3% 后，积极的势头有望在 2019 年继续保持。瑞再企商将

继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应对过往业绩和价格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

提升盈利能力。  

2018 年，瑞再企商在长期战略方面继续取得进展，继续投资于其主承

保能力，将其全球网络覆盖拓展至 120 多个国家/地区。  

Life Capital 的总现金生成能力异常可观；在营保险业务增长符合预期 
2018 年，Life Capital 业务的总现金生成能力再度表现强劲，达到 8.18 
亿美元，这体现了将 5% 的 ReAssure 原始股出售给 MS&AD Insurance 

                                                      

1主承保业务是指以单一保险人或首席共保人的形式提供高于客户自留额部分的保险。 
2毛保费收入包含衍生形式保险的保费，不含再保险业务部的内部代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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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Holdings Inc (MS&AD) 以及 2017 年 Solvency II 终计算结果带来

的强劲的自有盈余。  

2018 年 12 月，瑞士再保险与 MS&AD 就向 ReAssure 投资 3.15 亿英镑

一事达成协议。该交易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完成。结果使得 MS&AD 总
共获得 ReAssure 25% 的股份。 

尽管受到英国投资市场表现对投资连结保险和分红型收益的不利影响，

但得益于已实现的净投资收益和良好的核保经验，该业务单元取得了 
2300 万的净收益。此结果还受到整合所收购的法通保险 (Legal & 
General) 投资组合的获取成本以及持续投资于 Life Capital 在营业务产生

的相关开发成本的影响。股本回报率降至 0.4%。 

2018 年的毛保费收入增至 27 亿美元，这是受到在营业务增长驱动的结

果，同时也体现了集团内部转分保协议和有利的汇率波动的影响。 

Life Capital 将继续贯彻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个人和团体业务的战略。iptiQ
的 B2B2C 数字化保险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分销合作伙伴，目前已有 
19 家合作伙伴就该产品与 iptiQ 建立了合作关系。 

瑞士再保险继续探索其英国封闭运营业务 ReAssure 在 2019 年完成首次

公开募股 (IPO) 的可能性。瑞士再保险先前已经表示，通过获得第三方资

本来进一步开展封闭运营交易是瑞士再保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MS&AD 对 ReAssure 的额外投资已经表明了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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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会适时发布进一步的公开声明。 

受大宗交易支持，财产及意外再保险 1 月续转取得强劲成果 
2019 年 1 月 1 日，瑞士再保险续转保费达到 100 亿美元，超过去年同

期的84 亿美元。增长了 19% 。主要得益于大宗交易和核心业务的增

长。价格质量提高了 1%，受损失影响的财产及意外险业务的改善 为

显著。瑞士再保险预计在今年后续的续转中费率将进一步好转。 

Anette Bronder 被任命为集团首席运营官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Anette Bronder 已被任命为集团首席运营官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此任

命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她将接替将于 6 月底退休的韦林傲 
(Thomas Wellauer)。她在运营、咨询和服务交付方面有着 20 余年的经

验。在加入瑞士再保险之前，她供职于 T-Systems International，是该公

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负责构建和管理“物联网”、“公共云”和“网

络安全”等增长型领域的业务。在供职于 T-Systems 之前，她曾在沃达

                                                      

3如果作为 ReAssure 终控股公司的瑞士再保险有限公司不再持有 ReAssure 的多数股份，瑞士再保

险有限公司则应为 Swiss Re ReAssure Limited 的债券提供担保（预计在 ReAssure 集团 IPO 完成后，不

会涉及到这部分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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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Vodafone） 和惠普（Hewlett Packard） 工作，职责涵盖数字服务的

设计和交付。 

瑞士再保险很高兴能任命一位能力如此出众的候选人进入其集团执行委

员会，这一举措可以增强其在技术和数字转型方面的专业知识。瑞士再

保险公司董事长康浩志 (Walter B.Kielholz) 表示：“Anette Bronder 拥有颇

具战略价值的技术知识，在运营方面有着傲人的业绩，这使她成为支持

瑞士再保险跻身行业当下技术变革前沿的理想人选。她不仅会领导我们

的集团运营职能部门，还将帮助我们加速推进整个价值链的数字化进

程。” 

瑞士再保险致力于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2018 年 7 月，瑞士再保险制定了动力煤政策，以期为向低碳经济的过

渡提供支持。根据该政策，瑞士再保险不再向动力煤业务敞口超过 30%
的企业提供（再）保险服务。此举旨在进一步优化瑞士再保险管理碳相

关可持续风险的方法，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自 2016 年起，瑞士再保

险便已经不再投资于有 30% 或更高比例的收入源自动力煤开采，或至少

30%的用电来自动力煤发电的公司。瑞士再保险是（再）保险行业第一

家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应用于全部投资组合并将 ESG 基准

应用于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公司。这些举措可为瑞士再保险“让世界更具

恢复力”的愿景提供直接支持。 

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表示：“根据目前的行动速度，气候变化很可能

会导致更多自然灾害，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 
更不用说可能会波及子孙后代的负面后果。趁还来得及，全社会都要行

动起来，控制全球变暖。从当前的势头来看，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我对此非常乐观。瑞士再保险将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

行动，我们将此视为优先要务 - 无论是从我们业务的资产、负债方面考

虑，还是从行业以及行业之外更大环境考虑，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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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财年 2018 财年 2018 财年4 

集团合并（合

计）5  
毛保费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34 775 36 406  

 
净收益（单位：百万美元） 331 421 894 

 
股本回报率  
(%) 

1.0 1.4 2.9 

 
投资回报率  
(%) 

3.9 2.8 3.3 

 
现行收益率  
(%) 

2.9 2.9  

 
普通股股东权益  
（单位：百万美元） 

33 374 27 930  

财产及意外再保

险 

毛保费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16 544 16 545  

 净收益/亏损（单位：百万

美元） 
-413 370 547 

 综合成本率 (%) 111.5 104.0  

 股本回报率  
(%) 

-3.5 3.7 5.4 

人寿与健康再保

险  
毛保费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13 313 14 527  

 净收益  
（单位：百万美元） 

1 092 761 829 

 现行收益率  
(%) 

3.3 3.4  

 股本回报率  
(%) 

15.3 11.1 12.1 

瑞再企商 毛保费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4 193 4 694  

 
净亏损（单位：百万美元） -741 -405 -387 

 
综合成本率 (%) 133.4 117.5  

 
股本回报率  
(%) 

-32.2 -19.4 -18.5 

Life Capital 毛保费收入（单位：百万美

元） 
1 761 2 739  

 净收益  
（单位：百万美元） 

161 23 17 

 总现金生成  
（单位：百万美元） 

998 818  

 股本回报率  
(%) 

2.2 0.4 0.3 

                                                      

4不包括 - 仅供参考 -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中关于确认和剂量金融工具的规定的变动（该等变动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不具有回溯效力）的影响。 

5同样体现了集团项目，包括主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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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及瑞士再保险集团 2018 年财务评述包含我们的业务和业绩的更新情况，以及 2018 年的初步

未审计财务资料。有关我们业务和业绩的更新情况将包含在我们的 2018 年年报、2018 年经审计

财务报表、我们需要纳入或历史上一直纳入年报的其他信息披露中。上述及瑞士再保险集团 2018 

年财务评述并不拟代替完整的 2018 年年度报告，后者将在 2019 年 3 月 14 日公布于瑞士再保险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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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