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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绪瑾 等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7月； 2、 保险学，

孙祁祥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3、 保险学，魏

华林 林宝清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4、 保险学

危险与保险，增订三十四版，（中国台湾）袁宗蔚/著，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5、 风险管理与保险（第

八版），（美）C.小阿瑟.威廉斯 迈克尔.L.史密斯 彼得.C..扬 

著，马从辉 刘国翰 译，马从辉 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5月； 6、 风险管理与保险，（美）特瑞斯.普雷切特 琼.丝

米特 海伦.多平豪斯 詹姆斯.艾瑟林 著，孙祁祥 等译，孙祁祥 

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 7、 国际风险与保险 

环境管理分析（上、下册），（美）小哈罗德.斯凯博 等著，

荆涛 高蒙 季燕梅 等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系 陈欣 审

校，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9月； 8、 保险学，许谨良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 9、 

风险管理与保险，Scott E.Harrington Gregory R.Niehaus著，陈

秉正 王Jun 周伏平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保险

词典： 1、 英汉保险词典，中国保险报社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

险公司 合编，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 2、 英汉精算学词

汇，谢志刚 朱仁栋 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6月； 3

、 英汉汉英财政金融分科词汇手册（保险分册），套书主编 

张礼泉 陈福生；分册主编 沈素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1月； 4、 英汉保险词典，张栓林 编著，中国金融出



版社，2000年9月； 人身保险： 1、 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许

谨良 魏巧琴 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 2、 人

寿保险（第十二版）（上下册），（美）肯尼斯．布莱克 哈

罗德．斯基珀 著，洪志忠 等译，曾容秀 校订，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4月； 3、 人寿与健康保险（第二版），（美）缪

里尔．L．克劳福特 著，周伏平 金海军 等译，刘京生 校，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4、 商业年金保险理论与实务

，（中国台湾）方明川 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4月； 5、 如何选择你的人寿保险，阿兰．拉维恩 著，王海

晔 张扬 张泽兵 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4月； 6、 如何

制定你的退休金计划，彼德．E．高德 弗吉尼亚．S．尼科尔 

著，万里虹 万里霜 万里驰 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4月

； 7、 如何为父母提供经济保障，芭芭拉．韦尔特曼 著，张

翠珍 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4月； 8、 人寿保险核保概

论，阎粟 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8月； 9、 中国寿险

业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陈东升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7月； 10、 寿险经营论，李钢 著，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6年10月； 11、 人寿保险经济学，（美）S.S.侯百纳 著

，孟朝霞 王翠芳 等译，李秀芳 江生忠 校，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年6月； 财产保险： 1、 财产保险原理和实务，许谨良 

王明初 陆熊 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2、 

机动车辆保险理论与实务，周延礼 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年3月； 3、 责任保险论，邹海林 著，法律出版社

，1999年11月； 4、 欧美保险业监管，（比利时/美国）让．

勒梅尔 著，袁卫 孟生旺 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5、 海上保险学，李继熊 魏华林 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4年1月； 6、 海上保险学，应世昌 编著，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1995年12月； 7、 英国海上保险问答，张永坚 编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8、 美国产险市场报告

（1996），美国保险信息研究所 编，袁力 译，中国金融出版

社，1998年2月； 9、 海上保险法，张湘兰 著，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6年2月； 10、 海上保险的法律与实务，魏润泉 

陈欣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7月； 11、 汽车保险，黄

大庆 刘娜 编著，地震出版社，1999年10月； 12、 职业责任保

险入门，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编译，中

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4月； 13、 财产保险，郝演苏 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2月； 14、 国际工程风险管理与保

险，雷胜强 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 15、 

财产和责任保险（第四版），（美）所罗门．许布纳，小肯

尼思．布莱克，伯纳德．韦布 著，陈欣 总校，陈欣 高蒙 马

欣 胡晓莹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社会保

险： 1、 养老金体制，作者：韩大伟 厉放 吴家亨，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0年1月； 2、 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黄安年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 3、 美国的社会保障

，（美）A.H.罗伯逊 著，金勇进 等译，袁卫 校，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4年6月； 4、 社会保障法概论，蒋月 著，法律

出版社，1999年11月； 5、 社会保障精算原理，王晓军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6、 养老保险，董克用 

王燕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7、 失业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8、 医疗保险，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9、 工伤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0年2月； 10、 社会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2月； 11、 女性社会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2月； 12、 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2月； 13、 社会保障税制国际比较，各国税制比较

研究课题组 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10月； 14、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雷洁琼 主编，王思斌 执行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 15、 医疗保险信息系统，金

新政 沈继权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6、 社会保障学理念

、制度、实践与思辨，郑功成 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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