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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山西省保险学会（以下简称省学会）职

能作用，凝聚专家力量，聚焦山西问题，破解市场难题，进一步

调动广大保险研究人员撰写保险理论文章的积极性，有力推动

行业理论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加快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根据

《山西省保险学会章程（2019年修订）》、《山西省保险学会

三年发展规划》，结合山西省保险业理论研究水平及业务发展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学会组织的保险理论研究性论文

的申报、评审和奖惩。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三条 参加评选的论文是以山西省保险及跨行业合作相

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在最近两年内完成的论文。

第三章 评选标准

第四条 论文应紧密结合保险实务撰写，有一定的创新性、

理论性和前瞻性。理论上有独到见解，对提高保险业的金融服务

能力，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及综改区建设，乃至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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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行业建议。

第五条 论文应符合立题明确、资料可靠、论据充分、结

论正确、语句通顺、表述清晰、格式规范、逻辑严谨等标准。

（附件1、附件3）。

第六条 优秀论文的评选，按理论水平、指导意义、应用

价值，社会和经济效益及撰写规范标准等方面综合评价。奖励

等级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名。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论文评选每年举行一次，由参评人员所属公司或

单位在本单位范围内组织论文的征集，将符合本评选办法的论

文汇总填写《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申报表》（附件2）向学

会申报。

第八条 论文字数要求不少于3000字，查重率不高于20%，

按照规范的文本格式排版，将电子版提交给学会。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九条 学会有偿邀请保险专家评审组对参评论文进行评

审。专家评审组由政府、监管部门、协会、保险公司、大专院

校以及科研单位等多方面专家构成。

第十条 评审工作严格遵守“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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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评委根据《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

文评选评分标准及打分表》（附件3）对参选论文打分，并填写

《评委意见打分表》（附件4）。每篇论文取平均分作为获奖依

据。

第十一条 评审结束后召开现场会对评审结果进行合议，

根据合议结果填写《评审汇总表》（附件5）。

第六章 奖惩办法

第十二条 评选出的优秀论文由学会发文公布，并向作者

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奖金由学会专项支付，一等奖奖金3000

元，二等奖奖金2000元，三等奖奖金1000元。

第十三条 对于弄虚作假、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或采取其

他不正当手段获奖的情况，经发现查实将撤消有关奖励，收回

证书和奖金，业内通报批评，相关法律责任由本人负责。

第十四条 评审费用由学会专项支付，评审费为2000元/

人。

第十五条 专家评审组成员如有徇私舞弊，不公正履职行

为，经发现查实将收回评审费并取消评审资格。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保险学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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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论文文本格式

附件2：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申报表

附件3：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评选评分标准及打分表

附件4：评委意见打分表

附件5：评审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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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论文文本格式

一、论文的相关要素要求：

（一）题目：应概括整个论文的中心内容,论文题目一般不

应超过25个汉字。

（二）摘要及关键词：位于标题下，正文前。摘要以简洁

的语言概括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方法及结论。关键词3-5个。

（三）参考文献：位于正文后面。列出经阅读并直接引用

的文献，文献按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具体撰写格式为：

1.如引用参考的文献为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类，

须列明的要素及顺序为：

〔序号〕作者(前三名).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

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例:〔1〕方中达. 植病研究法〔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79. 116-117.

〔2〕Maniatis T. Molecular cloning: a laboratory

manual〔M〕. New York: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92. 403-410.

2.如引用期刊文章，须列明的要素及顺序为：

〔序号〕作者(前三名).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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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方中达，任欣正，陈泰英，等. 水稻白叶枯及条

斑病和李氏禾条斑病病原细菌的比较研究〔J〕. 植物病理学报，

1957，3(2):99-122.

〔2〕Marenda M, Brito B, Callard D, et al. PrhA

controls a novel regulatory pathway required for the

specific induction of Ralstonia solanacearum hup genes in

the presence of plant cells〔J〕. Mol. Microbion., 1998,

27(3): 437-453.

3.如引用报纸文章，须列明的要素及顺序为：

〔序号〕文献作者（前三名）. 文献题名〔N〕.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

4.为使论文层次表述清楚，参照学术期刊常用标题层次模

式，建议论文内标题不超过4级，且采用如下标题序号表示

法：一、 （一） 1. （1）。

文章段内层次表述文章如在段内需层次表述, 可采用“①

②③④” 序号, 其序号后不用标点; 段内如用“第一” “第

二” “第三” 或“首先” “其次” “再次”表述,在其后加

逗号;用 “一” “二” “三”表 述,在其后用顿号;用“ 1”

“ 2”“ 3”表述,在其后用齐底线黑点; 用带括号的“ (1) ”

“ (2) ” “ (3) ” “ (一) ” “ (二) ” “ (三) ”表

述,在序号后不加标点。建议不采用半个括号序号,如: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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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不采用外文字母作层次序号。

二、论文排版要求

（一）纸张大小: A4纸，纵向，页边距（上2.9cm,下2.8cm,

左、右各2.5cm, 页脚2.1cm）

（二）排版格式：

1.一级题目（论文题目）用“二号小标宋”，单倍行距，

居中对齐；

2.二级题目用“三号仿宋体”，3倍行距，首行无缩进；

3.三级题目用“四号楷体”，2倍行距，首行无缩进，如需

二行，悬挂缩进0.85cm（即文字对齐）；

4.四级题目用“小四号黑体”，行距为固定值21磅，首行

无缩进；

5.摘要、前言标题用“三号黑体”，中间空1个字，3倍行

距，居中对齐；摘要内容用“小四号楷体”，行距为固定值21

磅，首行缩进，两端对齐；

6.关键词三个字用“小四号黑体”，首行缩进两个字，内

容用“小四号楷体”，行距为固定值21磅，两端对齐；

7.正文为小四号宋体，行距为固定值21磅，两端对齐，首

行缩进2个字符；

8.表头用5号黑体，1.5倍行距，居中对齐；图说5号黑体，

1.5倍行距，居中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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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文献标题用4号黑体，3倍行距，居中对齐；内容为5

号宋体，单倍行距，两端对齐，首行无缩进，如需二行，悬挂

缩进（即文字对齐），内容中所用标点符号使用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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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申报表

论文题目

申报单位

作者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论文发表

及获奖情况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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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
山西省保险学会优秀论文评选评分标准及打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选题的意义与价

值（20 分）

1.选题在当前及今后有一定的时代性、前沿性和实践性 5

2.选题新颖、有深度 5

3.选题从实际出发，可操作性强 5

4.选题与我省保险业发展与管理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相

结合
5

论点与材料统

一，论证严密（20

分）

1.中心论点明确，能提炼论点，观点鲜明 5

2.选材原创、典型、可靠，紧扣论点 5

3.理论论证与事例论证准确、充分、有力 5

4.论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5

课题研究的实践

价值（20 分）

1.研究对我省保险业面临的问题具有针对性 5

2.研究对解决我省保险业发展与管理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

题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5

3.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 5

4.研究有一定学术价值 5

课题研究的水平

（20 分）

1.有独到见解，观点富有新意 5

2.研究依据充分，研究目标和内容明确具体 5

3.课题研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较大的实用价值 5

4.研究方法科学合理 5

论文撰写水平

（20）

1.结构合理，语言表达规范、科学、准确、简练、流畅 5

2.结构完整，布局合理，层次清晰 5

3.论据充分，资料翔实，有一定的数据和实例 5

4.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句流畅 5

总得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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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评委意见打分表

论文名称

申报单位 作者

评审意见：

评委签字：

评审结果（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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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评审结果汇总表

论文名称

申报单位 作者

得分汇总：

平均分：

评审结果（按得分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