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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宣布第一季度集团合并净收益 11 亿美元
向 2011 - 2015 年财务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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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达到 11 亿美元，去年同期亏损 6.65 亿美元。 这一业绩得
益于第一季度承保业绩强劲、投资表现良好，而且重大自然灾害损
失额低于预期。再保险、企业解决方案和 Admin Re®三大业务部门
都对集团业绩做出积极贡献。
集团首席执行官李伟思（Michel M. Liès）表示： “公司今年取得开
门红，第一季度业绩非常强劲。 这反映出在费率上涨时我们有能力
表现优异并取得增长，这也反映出我们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出色业绩。
不过我们也受益于没有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所有业务部门都为业绩
做出贡献。 未来我们将寻求收获周期管理的成果，利用费率上涨机
会，注重盈利性增长。”
集团综合成本率水平出色；股东权益攀升 16 亿美元
由于最近的续转工作十分成功，保费收入增长 21.7%，达到 62 亿
美元（去年同期为 51 亿美元）。 瑞士再保险宣布，虽然市场环境
依然动荡，但是集团总体的投资回报率达到 4.0%（去年同期为
3.9%）。 第一季度的股本回报率为 15.3%，所有三大业务部门都
做出积极贡献。 集团今年前三个月的综合成本率为强劲的 84.9%
（去年同期为 163.7%）。 每股收益从亏损-1.94 美元（-1.84 瑞
士法郎）升至 3.33 美元（3.08 瑞士法郎）。

截至 2012 年 3 月底，在发行两种记入股东权益的创新性或有资本
工具之后，股东权益达到 312 亿美元（2011 年底为 296 亿美
元）。 每股普通股账面价值为 87.59 美元 （79.17 瑞士法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时为 86.35 美元（80.74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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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业绩强劲
财产及意外再保险净收益达到 6.6 亿美元的出色成绩（去年同期亏
损 -6.32 亿美元），部分原因是自然灾害较少。 2012 年第一季度
净保费收入大幅度增长 38.2%，达到 31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22
亿美元）。 这一强劲增长是在 2012 年一月份成功续转的推动下取
得的，其中改善偿付能力的大规模交易贡献卓著。综合成本率为非
常出色的 85.0% （去年同期为 171.0%）。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业务业绩稳健： 净收益达到 2.09 亿美元（去年
同期为 1400 万美元）。 业务受益于保费和费用收入增加，以及死
亡率和发病率经验好于预期。
鉴于当前市场环境严峻，瑞士再保险认为在财产及意外和人寿与健
康再保险业务都存在机会，例如提供改善偿付能力、转移业务逆发
展风险、结构性寿险再保险和大规模自然灾害保障能力等。
企业解决方案表现十分良好，保费增长强劲
企业解决方案部门的净收益达到 8400 万美元（去年同期为-4200
万美元）。 2012 年第一季度净保费收入大幅度增长 28.3%，达到
5.31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4.14 亿美元）。这一增长是由于成功承
保新业务。 综合成本率为非常强劲的 84.7% （去年同期为
123.9%）。 业绩得益于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损失。 企业解决方案
将根据集团著称于世的成本核算、承保质量和业务组合指导原则，
依照其作为精简的全球性保险人注重大型商业机构的战略性重点继
续取得增长。
Admin Re® 业绩正面
Admin Re® 宣布净收益达到 1.74 亿美元的出色成绩（去年同期为
4700 万美元）。 业绩得益于该季度一些一次性项目，包括 6100
万美元的已实现收益及一次性的税收优惠。 瑞士再保险将继续指导
Admin Re® 业务组合，以优化资本和回报。 此外，总体现金产生能
力依然是关注重点。
股本回报率显著高于财务目标
瑞士再保险第一季度的年化股本回报率达到 15.3%，显著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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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2015 年的 5 年财务目标。集团首席财务官顾义延
（George Quinn）指出： “随着新的业务部门结构实施到位，我们
会将集团资本投向我们认为机会最具吸引力的领域。 这将让我们处
于更有利的位置，实现强劲增长，同时持续改善回报，而这正是实
现我们 5 年目标所必需的。”
4 月份续转成功
瑞士再保险的 4 月份续转工作十分成功，其中主要重点是亚洲业务。
日本的续转工作十分出色，瑞士再保险受益于自然灾害相关业务费
率的强劲上涨。 集团能够依赖其强势的客户业务基础，并由于去年
在日本东北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立即对日本市场做出明确承诺而从中
受益。另外亚洲其他市场，如韩国也取得强劲的盈利性增长。 总体
上，4 月份续转量上升 14%，续转业务组合的完全经济性费率质量
改善 17%。
瑞士再保险处于有利地位
李伟思表示： “前三个月瑞士再保险的业务表现出色，我们将继续
取得进步，以便实现财务目标。 我们将谨慎管理风险，同时凭借自
身能力和专长为新老客户提供支持。 我们从坚挺的财产及意外再保
险市场、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偿付能力指令 II 等监管变化的
挑战中看到机遇，并寻求把握这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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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备注
瑞士再保险首次根据其新的业务部门报告结构报告季度业绩。 2011 年第一季度全
部对比性数据可以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瑞士再保险投资者日活动的幻灯片中获得,
届时可登陆
http://media.swissre.com/documents/investorsday_2012_group_strategy.pdf

第一季度业绩详情（2012 年第一季度对比 2011 年第一季度）

财产及意外再保险

2012 年第一季

2011 年第一

度

季度

660

-632

综合成本率（%）

85.0

171.0

投资回报率

3.5

5.1

209

14

赔付率（%）

74.4

76.3

投资回报率

4.3

1.3

净收益（百万美元）

84

-42

综合成本率（%）

84.7

123.9

投资回报率

3.2

2.6

净收益（百万美元）

174

47

投资回报率

5.0

5.1

净收益（百万美元）

1 141

-665

每股收益（美元）

[3.33]

-1.94

综合成本率（%）

84.9

163.7

股本回报率

15.3

-10.7

4.0

3.9

净收益
（百万美元）

（%，年化）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

净收益
（百万美元）

（%，年化）
企业解决方案

（%，年化）
Admin Re®

（%，年化）
集团合并（合计）

（%，年化）
投资回报率
（%，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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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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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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