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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关于 2013 年世界保险业的 sigma 研究报告显示，保费
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于发达市场寿险销售疲弱所致



2013 年实际总体保费收入增长由 2012 年的 2.5%放缓至 1.4%；总
体盈利状况有所改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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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保费增长由 2012 年的 2.3%放缓至 2013 年的 0.7%



非寿险保费继 2012 年增长 2.7%之后，2013 年增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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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经济复苏将会支持发达和新兴市场的保费增长



利率上浮仅会在数年之后支撑保险公司投资回报

苏黎世，2014 年 6 月 25 日 — 瑞士再保险最新一期 sigma 研究报告显
示，全球保险业实际保费收入继 2012 年增长 2.5%之后，2013 年增长
1.4%，达到 46,410 亿美元。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发达市场寿险业表现疲
弱所致。全球寿险保费在 2013 年仅增长 0.7%，原因是北美和亚洲发达
市场的疲弱销售抵消了西欧、大洋洲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强劲表现。非
寿险保费增长 2.3%,也低于前一年,原因是发达和新兴市场的增速放缓。
虽然依然较低的利率水平影响到投资回报，但寿险和非寿险业的总体盈
利状况有所改善。
2013 年全球寿险保费增长放缓
在寿险业方面，值得注意的发展是，虽然西欧经济增长疲弱，但是保费
恢复增长。保费继前三年的下滑之后，在 2013 年增长 4.0%。大洋洲和
新兴市场的保费增长也十分强劲，前者增长 9.0%，后者的增幅由 5.2%提
高至 6.4%。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保费增长稳健，中国和印度则恢复增长，
后两个市场在 2012 年由于监管法规变化而使得销售下滑。
不过，2013 年全球寿险保费仅增长 0.7%，达到 26,080 亿美元，较 2012
年 2.3%的增速有所下滑。美国市场保费急剧下跌 7.7%，原因是 2013 没
有再出现 2012 年推高团体年金业务的大型公司交易。瑞士再保险首席经
济学家高旷楷（Kurt Karl）博士表示：“美国寿险业务增长放缓与该市
场的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在 2013 年略有放缓，但
是其就业和住房市场的数据依然十分乐观。即使排除 2012 年大型公司交
易的影响，美国寿险保费依然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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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保费增长率为实际变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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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发达市场的保费增长与前一年持平，这进一步抵消了寿险保费在其他地
区的强劲表现。在韩国，税收优惠政策的结束导致趸缴保费产品的销售急剧
下滑，使得该国寿险保费下跌 12%，从而令亚洲地区大多数市场放缓但依然
稳健的增长蒙上阴影。
新兴市场推动非寿险保费增长
2013 年全球非寿险保费增长由一年前的 2.7%放缓至 2.3%，总保费为 20,330
亿美元。新兴市场的非寿险保费继 2012 年增长 9.3%之后，2013 年依然保持
增长强劲增势，达到 8.3%，此外，除中欧和东欧之外的所有地区都取得稳
健增长。亚洲新兴市场的扩张得到东南亚和中国持续强劲增长的支持。研究
报告的作者之一 Mahesh Puttaiah 指出： “随着人们的富裕程度提高并购
置汽车等更多需要保护的实物资产，他们对非寿险产品的支出有所增加。这
正是很多亚洲新兴国家现在的情形。” 不过，因为经济放缓且商业情绪较
为低迷，印度的非寿险销售增长由 2012 年的 8.9%放缓至 4.1%。
发达市场的保费增长由 2012 年的 1.5%下滑至 2013 年的 1.1%。这主要是由
于西欧市场的业务依然低迷的关系，疲弱的经济环境使得该地区的保费下滑
0.3%。在亚洲发达市场，保费增长由 2012 年的 4.7%放缓至 1.7%，这主要归
因于韩国税务改革导致长期及年金产品的销售急剧下降。美国和加拿大的保
费分别稳步增长 1.7%和 3.2%。发达市场非寿险增长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一直疲弱。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保费年均增长 0.7%，而 2003 至 2007 年期
间则增长 1.9%。
展望：全球寿险和非寿险保费增长将会走强
发达市场的寿险保费预计将会恢复增长，而新兴市场的保费增长将会有所改
善。发达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坚挺将会给寿险和非寿险业提供支持，而新
兴市场的保费增长也会得以持续。在寿险业，中国和印度应该会重现较高的
增速。
寿险和非寿险业的总体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不过，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的低利率水平导致作为保险公司利润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回报依然较低。利
率在 2013 年开始上浮，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
预计在 2017 年前都将呈上升趋势。不过，利率上升对保险公司收益的支持
要到数年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在未来两至三年中，一般寿险公司的债券组合
平均收益率仍将继续下滑。这是因为寿险公司的债权组合中每年只有约 10%
的债券展期，而 10 年前所发行债券的票息仍高于当前的债息。此外，之前
由于较低利率而导致按市价核算的投资组合价值上升，但随着利率上浮，按
市价调整的组合价值将继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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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 年以来的实际保费增长
实际增长率

总计

非寿险

寿险

资料来源： 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表 1： 2013 年主要保险市场发展态势
保费收入排名

寿险保费
相对于
2012 年
的变动率*

10 亿美元

非寿险保费
相对于
2012 年
的变动率*

保费收入总额

10 亿美元

2013 年相对 2012 年

保险密度
（美元）
2013 年

保险深度
2013 年

发达市场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韩国
新兴市场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巴西
墨西哥
中东欧
俄罗斯
南亚和东亚
中国
印度
中东和中亚
阿联酋
非洲
全球

注： * 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增幅。
保险深度 = 保费占 GDP 比例；保险密度=人均保费。
资料来源： 监管机构和保险协会发布的最终及临时数据。 由经济研究及咨询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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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 年实际总体保费收入增长

无数据

资料来源： 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通过互动网络应用 sigma explorer（www.sigma-explorer.com），可访问本期 sigma 报告中的所有数据，包括可
追溯至 1980 年的历史数据。 图 1 和图 2 链接至 sigma explorer。 通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yBAyCqoM 可观看到有关 sigma explorer 的简要说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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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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3”级；
(iii) A.M. Best：“A+”级。瑞再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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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订阅本期 sigma 研究报告：
2014 年第 3 期 sigma 研究报告的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电子版本可以从瑞士再
保险网站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swissre.com/sigma。中文和日文版本即将推出。
现在也可以订阅 2014 年第 3 期 sigma 研究报告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印刷版
本。中文及日文版本将很快推出。如有需要，请您将完整的邮寄地址发至
sigma@swissre.com。
如何获得 sigma 研究报告的媒体信息：
有关本期sigma研究报告的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媒体信息可以从瑞士再保险网
站下载，网址如下：www.swiss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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