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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 – 2011 年初步估计：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已造成 3,5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 1,080 亿美元的保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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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将是历史上巨灾造成相关经济损失最大的年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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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估计显示，2011 年全球保险业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带来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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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损失总计达 1,080 亿美元，为 2010 年 480 亿美元保险损失额
的两倍多。2011 年仅自然灾害的理赔额就达 1,030 亿美元，而去
年只有 430 亿美元。
历史上经济损失最大的年份
2011 年，全社会因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总额（包括保险和未保险
损失额）估计为 3,500 亿美元，而 2010 年则为 2,260 亿美元。
日本地震占今年经济损失的最大份额。2011 年前 11 个月，巨灾造
成 30,000 多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在日本。
瑞士再保险首席经济师高旷楷博士（Kurt Karl）表示：“2011 年将
是又一个非常严峻、损失惨重的地震年。不幸的是，地震保险覆盖
面依然很低，甚至是在一些像日本这样面临很高地震风险的工业化
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人们要承受失去挚亲之痛，社会也将面对巨
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损失将由公司、救济组织或政府负担，并最
终由纳税人来承担。”
如果日本投保率更高的话，将出现创纪录的保险损失
2011 年巨灾保险损失约为 1,080 亿美元，根据 sigma 记录，几乎
可列为保险业损失最惨重的一年，仅次于 2005 年（1,230 亿美
元）。飓风带来的保险损失低于 2005 年，而在 2005 这一年仅卡
特里娜、威尔玛和丽塔三场飓风就造成 1,000 多亿美元的理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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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的投保率与其他地震风险较大的国家（如新西兰）一样
高，那么行业的损失总额将高很多。
即便如此，在巨灾理赔额方面，对于保险业来说，2011 年已经是
有史以来损失第二惨重的年份。泰国当前的大洪水以及欧洲可能会
遭受的冬季风暴所造成的理赔额，可能会将全年的理赔额推高到非
常接近 2005 年创纪录水平，1,230 亿美元。
除了日本和新西兰的地震之外，泰国和澳大利亚的严重洪灾也已经
触发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保险理赔额。美国两次巨大的龙卷风造成
近 140 亿美元的保险理赔，另外还有 400 多人丧生。飓风艾琳
（Irene）则导致近 50 亿美元的财产保险损失。
表 1：2011 年保险损失额最高的巨灾

1

保险损失(1)

日期

（十亿美元）

（起始日）

35

2011.03.11

事件

国家

地震（矩震

日本

級 9.0），引
发海啸
2

12

2011.02.22

地震（矩震

新西兰

級 6.3）
3

8-11

2011.07.27

洪灾

泰国

4

7.3

2011.04.22

严重洪灾，

美国（阿拉

龙卷风

巴马州等）

严重洪灾，

美国（密苏

龙卷风

里州等）

5

6.7

2011.05.20

6

4.9

2011.08.22

飓风艾琳

美国等

7

2.3

2011.01.09

洪灾

澳大利亚

8

2

2011.04.03

风暴

美国

9

1.5

2011.04.08

风暴

美国

10

1.4

2011.04.14

风暴

美国

(1)财产和业务中断险损失，不包括责任险和寿险损失
美国自然巨灾数据经美国财产理赔服务署（PCS）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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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发生之年
2011 年地震保险理赔额超过 470 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的最高记
录。日本大地震是该国已知所遭受的最大级别地震，保险业估计损
失达 350 亿美元。然而，保险损失仅是总损失的一小部分。其经济
损失总额估计至少为 2,100 亿美元，而且一旦包括核设施损失和全
球供应链中断损失的话，这个数据很可能还要高很多。与之相比，
2 月份发生的新西兰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150 亿美元。由于地
震保险投保率较高，尤其是住宅财产方面，所以保险业承担了大部
分损失。

编辑背注
sigma 巨灾事故统计表中的定义和选择标准：
自然灾害

自然力量引发的损失事件

人为灾难

人类活动导致的损失事件

巨灾保险损失

巨灾损失中由财产险赔付的部分

经济损失总额

也包括巨灾财产损失中未投保的部分

入选下限：
损失总额

8,920 万美元

或：财产保险理赔额

船运：1,790 万美元
航空：3,590 万美元
其他：4,460 万美元

或：伤亡人数

死亡或失踪人数： 20
受伤人数： 50
无家可归人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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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瑞士再保险集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wissre.com

本期完整版本的sigma研究报告《2011年自然巨灾和人为灾难》将于2012年春季
出版发行。电子版和印刷版届时将同时推出。如您需要预定印刷版本，请通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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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以电话或邮件形式将您的完整联络信息告知我们：。
电子邮件： sigma@swissre.com
苏黎世：

电话 +41 43 285 3889

传真 +41 43 285 0075

纽约：

电话+1 212 317 5400

传真 +1 212 317 5455

香港：

电话 +852 25 82 5703

传真 +852 25 11 6603

如何获得本期sigma新闻稿：
本期sigma新闻稿的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电子版本请见瑞士
再保险的网站：
www.swissre.com.
此新闻稿也将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投放。希望收到电子版本，请与
sigma@swissre.com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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