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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保险学会文件

闽保学发〔2017〕2 号

关于做好《中国保险通志》福建地方分卷

编纂工作的通知

各参编单位：

根据中国保监会办公厅、中国保险学会关于编纂《中国

保险通志》工作的总体部署和福建保监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中国保险通志〉福建地方分卷编纂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我会将在福建保监局领导下，协调组织省内（厦门除外下同）

各参编单位，认真做好“福建地方分卷”的编纂工作，确保

按期完成此项任务。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成立福建保险志编委会

根据《中国保险通志》地方参编人员组建要求，确保此

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了“福建保险志编委会”，下设“福

建保险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委会办公室下设“福建保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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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小组”。

（一）福建保险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葛 翎

编委会成员：林 升、刘可香

编委会协调人：谢言志

（二）福建保险志编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黄平治

办公室成员：孙颖杰、谢圆虹、郑佳欣、詹秀珠、陈秀惠

办公室协调人：丁 恒

编纂系统管理员：江 峥

（三）福建保险志参编小组

由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保险公司省级分

公司,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省及各设区市保险行业协会、保

险学会、省内开设金融保险专业的部分大专院校等各参编单

位的相关编纂人员组成。（具体名单详见 附件一）

二、编纂工作具体时间要求

按照《中国保险通志》地方分卷编纂工作和进度要求，

该通志中涉及的所有章节内容时间跨度均为“保险起源至

2015 年”。《地方分卷编纂条目》（附件二）中所有章节的

编纂任务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前完成。现将各章节完成时间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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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事记：完成时间：2017 年 3 月

（二）机构篇：完成时间：2017 年 4 月

（三）业务篇：完成时间：2017 年 5 月

（四）监管篇：完成时间：2017 年 4 月

（五）社会责任篇：完成时间：2017 年 4 月

（六）历史性资料收集：完成时间：2017 年 5 月

（七）总纂及录入上报：完成时间：2017 年 6 月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各参编单位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高度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为本

单位参编人员提供必须的工作条件，共同支持和推进福建地

方分卷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

（二）请各参编小组成员于 1 月 20 日前加入“福建保

险史志编纂小组 QQ 群”：558473072，并将群名称改为“单

位+姓名”。我会将在群内陆续上传共享相关编纂资料，如：

相关文件通知、志稿编纂手册、相关图表格式、各章节范例

等等。

（三）各参编单位请务必于 3 月 10 日前，将本单位自

成立到 2015 年的大事记整理完成，并发送“福建保险志编

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 fjbxsz@163.com。大事记编纂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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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我会将上传共享在“福建保险史志编纂小组 QQ 群”

内，供下载参阅。

（四）除大事记外的其他章节编纂工作，请各参编单位

特别是成立时间较长的保险公司，根据本单位沿革发展的实

际，参照各章节所涉及内容和具体时间要求，事先做好材料

的收集和整理等准备工作。

（五）“业务篇”中需提供各单位历年主要险种发展状

况、历年人身、财产、中介等保险业务详细数据，相关统一

数据图表我会将上传 QQ 群共享。其他章节请各参编单位根

据本单位发展沿革，按时间和发展阶段进行概述撰写，涉及

资料中请写清原由、过程和结果。

（六）各参编单位如有史料性的文献资料或线索，如：

我省保险起源相关资料；我省清代、民国、新中国时期的保

险概况等等，也请协助提供给我会秘书处。

（七）我会将根据各参编单位提供的各章节资料，组织

人员进行分卷总纂，并经福建保监局审核后，通过《中国保

险通志》编纂系统完成录入和上报工作。在此过程中将涉及

志稿的反复修改和资料补充等环节，我会将第一时间通知相

关参编单位进行补充完善，请予以支持配合。

（八）各参编单位在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如遇到相

关问题，请及时与我会秘书处联系。我会将根据各单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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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信息，适时召开编纂培训会议。同时，我会将根据

各章节和总体时间安排，分阶段陆续印发相关文件通知。

联系人：丁 恒：0591-87829737；15959153661

江 峥：0591-87825485；13763872760

附件一：福建保险志参编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二：《中国保险通志》地方分卷编纂条目

福建省保险学会

2017 年 1 月 13 日

抄送：福建保监局

福建省保险学会秘书处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印发



6

附件一：

福建保险志参编小组成员名单

单位 姓名 职务

省及各设区市保险行业协会

福建省保险行业协会 陈香萍 宣传文秘

南平市保险行业协会 李一敏 副秘书长

泉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吴 寰 工作人员

莆田市保险行业协会 欧友义 副秘书长

宁德市保险行业协会 文 丹 秘书长

宁德市保险行业协会 吴健伟 副秘书长

龙岩市保险行业协会 陈智敏 副秘书长

三明市保险行业协会 傅云江 副秘书长

寿险公司

中国人寿福州市分公司 陈元火 行政事务岗主办

人保寿险福建省分公司 江 琼 综合部职员

人保健康福建省分公司 李 淼 综合文秘

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 郝琛乐 行政部品牌宣传室主任

平安养老福建分公司 柯文涛 部门经理

太平洋人福建分公司
林宜玉 办公室副主任

林 芝 办公室高级经理兼综合文秘室经理

太平人寿福建分公司 池嘉薇 业务统计岗

新华人寿福建分公司
冯美贵 机构督导

郑宗灿 品牌宣传

生命人寿福建分公司

余文翔 办公室主任

陈晓霖 企划部经理

邱维林 品宣岗

民生人寿福建分公司
池铮桢 行政企划部部门责任人

杨 敏 行政企划部 OA 及公文管理岗

中英人寿福建分公司 蔡清量 秘书

泰康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雅萍 品牌岗

泰康养老福建分公司 杨屈英 行政人事部经理

农银人寿福建分公司 王东岳 企划岗

英大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晓静 室主任

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 张晓娟 行政支持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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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寿福建分公司 王 婕 经办

国泰人寿福建分公司 张 梅 人事行政

信诚人寿福建分公司 李建新 市场部助理

中宏人寿福建分公司 郑 敏 合规经理

君龙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 霞 部门副经理

百年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淑珍 企划室主任

华泰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 旻 行政专员

信泰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晓沂 人事行政部经理

尹海军 合规稽核岗

合众人寿福建分公司 陈由翔 企划岗

同方全球人寿福建分公司
游玉华 总经办主任

周 娜 综合行政高级专员

和谐健康福建分公司
陈秀美 行政综合岗

周 丽 合规岗

大都会人寿福建分公司 林晓军 企划综合部负责人

建信人寿福建分公司 刘雅雯 文秘岗

工银安盛福建分公司 欧 榕 法律合规主任

产险公司

海峡金桥财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秋鸿 综合文秘处经理

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
史建华 办公室文秘

黄昕悦 办公室文秘

国寿财险福建省分公司
曾晋华 主管

吴育力 主管

平安产险福建分公司 余 钊 总经理秘书岗

太平洋产险福建分公司 陈祺曌 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出口信保福建分公司 傅友发 科长

太平财险福建分公司 游 磊 人事部负责人

中华产险福建分公司 吴燕芳 办公室主任

大地产险福建分公司
游雄华 办公室主任

李健发 文秘品宣

华安产险福建分公司
查 清 非车险部经理

吴子标 保后管理室室主任

天安产险福建省分公司 李敏强 员工

史带产险福建分公司 熊继余 总经理

安邦产险福建分公司
王楚媚 办公室文员

黄 衍 合规岗

永诚产险福建分公司 李伟娟 综合岗

都邦产险福建分公司
黄正平 人事部经理

李金莲 宣传文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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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中介机构”参编人员为截止 1月 13 日报送的部分名单，其他中介机构

待报送统计结束后另行通知。

2、有关院校参编事宜另行安排。

国泰产险福建分公司
叶远远 人事岗

刘 菁 营销助理

中银保险福建分公司 陈演力 文秘宣传岗

长安责任福建省分公司 郑 顗 文秘事物与品宣岗

阳光产险福建省分公司 胡慕蓉 文秘文档管理岗

英大产险福建分公司
周红霞 档案管理岗、前台

郭妹妹 培训开发岗

紫金产险福建分公司 秦芳芳 人事岗

亚太产险福建分公司 黄智鹏 文秘

华泰产险福建省分公司
郑 颖 办公室主任

林 玉 EA 管理部

富邦产险福建分公司
林志鹏 部门副经理

林玉蕊 资深专员

安盛天平福建分公司 洪 勇 综合管理部经理

中介机构

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刘婷婷 市场部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

司福建分公司
郑志伟 人事行政岗

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公

司福建分公司

王 忠 经理

詹晓珍 专员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郑玉盛 总经理

张白玉 综合部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公司
吴 翠 秘书

联众富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郑步坚 督导

英大长安经纪福建分公司 鲍日升 市场部经理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福

建分公司
唐 武 副总经理

晋江市金华诚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王宁怀 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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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保险通志》地方分卷编纂条目

一、保险起源与发展

当地保险起源、清代保险业、民国保险业及新中国时期

保险业概况

二、机 构

1、概述

当地保险业每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保险机构的建设、沿革

与发展变化情况

2、保险社团、教育科研和出版机构

（1）保险社团（当地保险业每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保险

机构的建设、沿革与发展变化情况）

（2）保险科研出版机构

（3）保险院校和院校保险专业（包括沿革、学术、人

才培养）

3、监管机构

（1）沿革

（2）职能

三、业 务

1、保险业务发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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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业务历史与现状

（1）财产保险业务

（包括主要险种发展状况、历年财产保险业务数据统

计）

（2）人身保险业务

（包括主要险种发展状况、历年人身保险业务数据统

计）

（3）保险中介业务

（包括保险代理业务状况、保险经纪业务状况、保险公

估业务状况）

四、监 管

1、机构监管

（1）公司监管

（2）保险中介机构监管

2、业务监管

（1）保险条款与费率监管

（2）业务经营监管

3、资金运用、偿付能力、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监管

4、监管信息化建设

5、法制建设

（1）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清理

（2）法制教育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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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制环境

五、社会责任

1、防灾减灾和理赔

（1）防灾减灾

（2）理赔

2、公益项目

（1）重大项目

（2）社会评价

六、附录 保险大事记

当地保险业起源与发展的重大事件，主要机构的成立和

沿革，重大监管活动，重大经营活动，重大承保项目，重大

灾害、灾难保险理赔，主要大型保险宣传、公益活动，主要

保险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国际国内交流活动等要事、新事、

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