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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全球因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 560 亿美元



自然灾害造成的保险损失为 170 亿美元，洪水是导致损失的主要
原因



约 7,000 人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而丧生

苏黎世，2013 年 8 月 21 日 — 据 sigma 初步估计显示，2013 年上半
年，全社会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 560 亿美
元。全球保险行业的保险损失为 200 亿美元，其中自然灾害（很大程
度上归咎于广泛发生的洪水灾害）造成了 170 亿美元的损失。在
2013 年上半年，灾害夺去了约 7,000 人的生命。

全社会因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总额为 560 亿美元，低于 2012 年上半
年 670 亿美元的水平。保险损失为 200 亿美元，其中自然灾害造成了
170 亿美元的损失。这低于 2012 年上半年 210 亿美元的金额，也低
于过去 10 年的平均水平。人为灾难导致 30 亿美元的保险理赔，与
2012 年上半年情况持平。

洪水是 2013 年上半年造成自然灾害损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3 年上半年，洪水是造成自然灾害损失的主要原因，全球保险理赔
金额约为 80 亿美元。因此，2013 年已经成为 sigma 记录中洪水保险
损失金额第二高的年度。创纪录洪水保险损失发生在 2011 年，仅泰国
洪水灾害事件就造成了超过 160 亿美元的保险损失。
今年 6 月，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强暴雨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灾害，导
致近 18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造成 22 人丧生。保险损失估计为 40
亿美元，是 sigma 有记录以来淡水河洪水灾害中损失第二惨重的事件。
欧洲今年的洪水损失也远比 2002 年更严重，当时洪水事件造成的保险
损失超过 20 亿美元（按现价计算为 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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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加拿大艾伯塔省也经历了大雨和随之而来的洪水袭击，保险损
失估计为 20 亿美元，创下了该国最高的保险损失纪录。
1 月份，气旋奥斯瓦尔德再次给澳大利亚造成洪水损失，保险损失达到
10 亿美元。此外，今年上半年，印度、南非、印尼和阿根廷同样遭遇
了暴雨袭击，引发了大规模洪水，并导致多人丧生。6 月份，印度发生
了洪灾，有 1,150 人遇难，还有多人失踪。这次洪水灾害是 2013 年
上半年中遇难人数最多的单一灾害事件。
瑞士再保险洪水风险负责人 Jens Mehlhorn 表示： “洪水仍然在全球范
围内肆虐并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灾害事件，没人能够幸
免。遗憾的是，如果没有保险，这些灾害事件会对许多人产生严重影响。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未来的洪水发生，但我们认为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缓
解极端天气灾害事件所带来的总体影响。”

龙卷风和相关雷暴造成的额外损失
由于春季恶劣的天气，美国中西部遭受了致命龙卷风的袭击。5 月爆发
的一场龙卷风致使 28 人丧生，保险理赔金额达到 18 亿美元。损失最
严重的地区是俄克拉何马州穆尔市，这里遭到 5 级（改进后藤田级数
（the Enhanced Fujita scale）中的最强级别）龙卷风侵袭。
在 2013 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其他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还另外
造成了 70 亿美元的灾害保险损失。
瑞士再保险首席经济师高旷楷（Kurt Karl）博士表示：“虽然到目前为
止，2013 年的损失低于平均水平，但考虑到目前是北大西洋飓风季节，
以及诸如欧洲冬季风暴等其他灾害的严重性影响， 2013 年的保险损失
仍可能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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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保险损失金额最高的灾害事件
日期

保险损失 1

经济损失

（10 亿美元）

（10 亿美元）

事件

国家

1

6月

4.1

18

洪水

德国、捷克等

[2]

2

6月

2.0

4.0

洪水

加拿大

[2]

3

5月

1.8

3.1

严重的雷暴、龙卷风

美国

[3]

2.0

雷暴，龙卷风，冰雹

美国

[3]

暴风雪、冰灾、龙卷

美国

[3]

澳大利亚

[4]

4

3月

1.6

5

4月

1.1

1.6

6

1月

1.0

2.0

风、暴雨

1

洪水

财产和业务中断损失，不包括责任险和寿险损失

[2] 瑞士再保险估算数据
[3] 经财产理赔服务局（PCS）许可数字
[4] 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

灾害损失
10 亿美元，以 2013 年价格计

上半年未投保损失

财政年度未投保损失

上半年保险损失

财政年度保险损失

注： 保险损失 + 未投保损失 = 经济损失
资料来源： 瑞士再保险 sigma 巨灾数据库

sigma 巨灾事件统计所采用的定义和选择标准：
自然巨灾

自然力量引发的损失事故

人为灾难

人类活动导致的损失事故

灾害保险损失

灾害损失中由财产险赔付的部分

经济损失总额

也包括灾害财产损失中未投保的部分

最低选择标准：
损失总额

9,620 万美元

或：财产保险理赔额

航运： 1,940 万美元
航空： 3,870 万美元
其他： 4,810 万美元

或： 伤亡人数

死亡或失踪： 20
受伤： 50
无家可归：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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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
瑞士再保险集团是一家领先的再保险、保险和其他保险型风险转移方式的批量业务提
供商。集团以直接交易方式和通过经纪公司方式开展业务，全球客户群包括保险公司、
大中型企业和公共部门客户。从标准产品乃至各个险种的量身定制保险保障，瑞士再
保险都能充分利用其资本实力、专长和创新能力，以帮助承担企业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风险。瑞士再保险于1863年在瑞士苏黎世创立，通过其全球60个办事处的网络为
客户提供服务。瑞士再保险目前的信用评等为：(i)标准普尔：“AA-”级；(ii)穆迪：“A1”
级； (iii) A.M. Best：“A+”级。Swiss Re Ltd是瑞士再保险集团的控股公司，其记名股
票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股票代码“SREN”进行交易。瑞士再保险自1913年起
服务亚洲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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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目前在亚
太区员工人数约1,000人。有关瑞士再保险集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wiss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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