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瑞再研究院最新一期sigma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全球因灾害造成的
保险损失达到540亿美元，比2015年上升42%



2016年，灾害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总额达到1,750亿美
元，高于2015年的940亿美元



2016年，灾害事件造成的保险损失为540亿美元，比2015年上
升42%，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



地震、风暴、洪灾和森林火灾在许多地区造成大范围损失



2016年，约11,000人因灾害丧生或失踪

苏黎世，2017年3月28日– 瑞再研究院最新一期sigma研究报告显示，
2016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高达1,750亿美元，
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940亿美元）。2016年，全球保险损失为540
亿美元，高于上一年的380亿美元。2016年的损失（无论是经济还是保
险损失）均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并逆转了过去四年的下降趋
势。这是由于2016年全球各个地区都发生大量的严重灾害事件，包括
地震、风暴、洪水和森林火灾等。有些灾害发生在保险深度较高的地
区，这导致保险损失上升了42%。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们有更充
分的准备，可以从灾害打击中恢复过来，例如，快速获取保险理赔等。
2016年，全球共发生327起灾害事件，其中自然灾害191起，人为灾难
136起。灾害共造成1,7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
与过去四年一样，亚洲是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灾害数量达128
起，经济损失约为600亿美元。4月份日本九州岛地震造成了最惨重的
经济损失，损失金额估计在25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之间。从全球范围
来看，2016年的灾害导致约11,000人丧生或失踪，少于2015年的
26,000余人。
2016 年保险赔付显著上升
去年，全球保险损失达到540亿美元，显著高于2015年，接近过去10
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平均值（530亿美元）。自然灾害造成了460亿美
元的索赔，与10年均值持平。而人为灾难造成的保险损失从2015年的
100亿美元下降至80亿美元。瑞士再保险首席经济学家高旷楷（Kurt
Karl）博士表示：“2016年的经济损失和保险损失均接近10年平均水
平。保险损失约占总损失的30%左右，一些地区因保险深度较高而损失
较小。例如，2016年，北美占全球保险损失的一半以上，这主要是因
为美国的严重对流风暴灾害次数创历史纪录，而同时美国风暴风险的保
险深度很高。造成损失最大的是4月份袭击德克萨斯的雹灾，造成35亿

集团媒体关系部，苏黎世
电话：+41 43 285 7171
Lucia Bevere，苏黎世
电话：+41 43 285 9279
Kurt Karl，阿蒙克
电话：+1 914 828 8686
黄硕辉,，香港
电话：+852 2582 5644
瑞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Mythenquai 50/60
P.O.Box CH-8022 Zurich
电话： +41 43 285 2121
传真： +41 43 285 2999
www.swissre.com
@SwissRe

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30亿美元有保险，因此约86%的损失有所保障。
许多家庭和企业均投保，所以大规模冰雹给他们造成的严重财产损害获
得了充分赔付。
本年度灾害事件频发、受影响地区广泛
就造成的破坏程度而言，2016年全球所有地区都遭遇过大规模灾害，
包括日本、厄瓜多尔、坦桑尼亚、意大利和新西兰的地震。在加拿大，
肆虐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广大地区的森林火灾成为该国史上最严
重的保险损失事件，也是sigma记录中损失排全球第二位的森林火灾。
2016年，美国、欧洲和亚洲还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洪水灾害；另外，飓
风马修是2007年以来北大西洋上空形成的首个第5类风暴。马修是造成
丧生人数最多的单个灾害事件，共有700多人丧生，主要是在海地。
表 1: 2016 年和 2015 年经济损失总额与保险损失
10 亿美元，（2016 年价格）
经济损失（总额）
自然灾害
人为灾难
保险损失（总额）
自然灾害
人为灾难

2016
175
166
9
54
46
8

2015
94
82
12
38
28
10

年度变动
85%
102%
-28%
43%
64%
-19%

10 年均值
175
163
12
53
46
7

表格中的数字为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巨灾灾害组；瑞再研究院

表1表明，保险有助于加强全球的抗灾能力。2016年，所有灾害事件造
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中保险不足以应对的部分（即保障缺口）高达1,210
亿美元。保险保障并不普遍。例如，由于新西兰的保险深度较高，家庭
和企业得以从2016年10月南岛地震造成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而在日本
九州岛，4月份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20%投保。在厄瓜多尔，4月份
同一天发生的地震估计造成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保险损失仅有5亿
美元。高旷楷接着指出：“在世界许多地区，保险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帮助家庭和社会从灾难造成的损失和冲击中恢复。”
加拿大火灾：烧毁了建筑物和森林
2016年5月至7月间，森林火灾吞噬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
省的广大地区，其中一些区域因有保险而受益。这场大火只是去年严重
干旱气候条件在北美引发的众多森林火灾之一。它也是破坏最严重的森
林火灾，烧毁了许多建筑物，以及59万公顷的林地。许多住宅被烧毁，
约88,000人疏散。火灾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为40亿美元，其中将近28亿
美元（占70%）是保险损失。疏散命令解除后，保险公司人员立即获准
进入受影响地区，以便协助居民重返家园。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创历史
记录；到年底，68%的个人财产索赔已完成理赔。
多个地区遭遇洪水
2016年也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降水事件，随后引致许多地区发生了大面
积的洪水灾害。5月末和6月初，暴雨和洪水（河流和洪水泛滥）袭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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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南部和中部，以及比利时，共造成3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29
亿美元的保险损失。在中国，7月份长江流域也洪水肆虐，经济损失估
计高达220亿美元，使之成为自1998年以来损失最严重的长江流域洪
灾。但是，由于该地区的保险深度较低，保险损失仅为4亿美元。
美国也受到洪水袭击。2016年，共发生了四起损失均达数十亿美元的
洪灾，最严重的是8月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和密西西比河内陆洪水灾
害。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地形主要为低洼湿地，地面河流密布，使得该
地区容易遭遇洪灾。极端降雨造成许多河流决堤，造成邻近地区大范围
被淹，累积经济损失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虽然美国许多地区面临洪
灾威胁，其洪水风险却依然严重投保不足。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
州的洪灾中，只有不足1/3的经济损失（约30亿美元）有保险保障。本
期sigma中有一章节特别讨论美国洪水风险保障不足的程度。
表 2: 2016 年全球保险损失金额最高的灾害（10 亿美元）
保险损失 1

经济损失总额

4月
10 月

4.9
4.0

25 至 30
12.0

8月

3.1

10.0

3.0
2.9
2.8
1.7-2.4

3.5
4.0
4.0
3.9

月份

4月
5 月/6 月
5 月/6 月
11 月

灾害事件

国家/地区

地震 2
飓风马修 2

日本
美国和加勒比海
地区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的严重风暴和
洪水 3
雹灾 4
欧洲的风暴和洪水 2
麦克默里堡森林火灾 5
地震（震级 MW 7.8）2

美国
欧洲
加拿大
新西兰

注：(1) 财产和业务中断损失，不包括责任险和寿险损失
资料来源：(2) 瑞士再保险巨灾灾害组估计；(3) 美国自然灾害数据，经财产理赔服务局
（PCS）许可数字及瑞士再保险估算；(4) 美国自然灾害数据，经财产理赔服务局许可；(5)
Cat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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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70-2016 年保险与未保险损失（按 2016 年价格计算，单位 10 亿美元）

保险损失
未保险损失

10 年移动平均值（总保险损失）
10 年移动平均值（总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保险损失+未保险损失
资料来源：巨灾灾害组；瑞再研究院

编辑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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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其全球大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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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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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名股票根据瑞士证券交易所国际通用报告准则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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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亚太区员工人数约 1,9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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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 数据获取方式
本研究的数据可以访问 www.sigma- explorer.com。该移动端可以通过 Web 应用程序创建图表，并
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分享，以及将其作为标准图形文件导出。
如何订阅本期 sigma 研究报告：
2017 年第 2 期 sigma 研究报告《2016 年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大面积受灾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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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订阅 2017 年第 2 期 sigma 研究报告的英文、德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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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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