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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科研项目评审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 

 

根据 2011 年的工作安排，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召开了科研项目评审会议。本次评审会议由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主持。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审议部分申请结题的项目。经认

真评议，并经浙江省高等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鲁翠涛的《医学学术

期刊中英文摘要不对应问题分析研究》等 13 个项目准予结题。二是审议本年度

申报的科研项目。经评委讨论，并经浙江省高等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

同意周红兵的《对浙江省高校学术期刊网络化进程的调查研究》等 8 个项目为

重点项目；刘岩的《基于学科建设的高校学报特色化发展的途径与策略分析》

等 22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 

会议要求，2008 年、2010 年立项的科研项目，至今尚未结题的，要抓紧

时间完成研究任务，及时申请结题。会议决定，以后重点项目的结题，要求在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重要期刊上发表 1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否则按一般课题结

题；一般课题要求公开发表 1 篇以上学术论文。在发表论文时，要注明课题的

名称和编号。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俞樟华供稿） 

                                        2012-04-27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08 年至 2010 年科研项目结题名单 
 
 
 
各学报编辑部： 

 

根据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关于对 2008 年、2010 年立项的科研项目进行结题

验收的工作安排，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最近组织专家对申请结题的项目做了认真审核评议，并

经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同意对鲁翠涛的《医学学术期刊中英文摘要不

对应问题分析研究》等 13个项目准予结题。现将结题项目公布如下： 

 

 

1. 鲁翠涛  医学学术期刊中英文摘要不对应问题分析研究（ZXG2010-13）  温州医学院期

刊社 

2. 吴赣英  高职高专学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研究（ZXG2010-1）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3. 陈雯兰  浙江省社科期刊影响力评价研究——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ZXG2010-17）   浙

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 

4. 刘  岩  高校学报稿件管理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实现及应用（ZXG2010-9）  浙江工业大

学学报 

5. 赵  蔚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应用研究（ZXG2010-12）                 宁波大学学报 

6. 竺小恩  市场化环境中高校学报实现公益性问题探讨（ZXG2010-8）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 

7. 吴江洪  学术期刊书脊编排的现状调查与分析（ZXG2010-16）         丽水学院学报 

8. 杨艳宏   高校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方法的比较研究（ZGX0822）         杭州师范大学学

术期刊社 

9. 赵建科   信息技术在高校学报编辑中的应用（ZXG2010-6）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10.王玉叶   信息化时代下的高校学报档案建设（ZXG2010-4）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11.尤炜祥   点校本两《唐书》编校差错释例（ZXG2010-15）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12.王  燕    高校学报内容建设的市场化运作（ZGX0816）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13.徐兴华  我国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研究（ZXG2010-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2 年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各学报编辑部： 

 

根据《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关于开展 2012 年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

神，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在年初启动了 2012 年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近日，研究会学术委员

会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认真评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立项名单，并经浙

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同意周红兵的《对浙江省高校学术期刊网络化

进程的调查研究》等 8个项目为重点项目；刘岩的《基于学科建设的高校学报特色化发展的

途径与策略分析》等 22个项目为一般项目。现将立项名单公布如下。 

 

 

一、 重点项目（8 项） 

 

1. 周红兵  对浙江省高校学术期刊网络化进程的调查研究 ZGXB201201  浙江科技学

院学报 

2. 陶舒亚  利益平衡视域中的编辑主体权益  ZGXB201202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 

3. 郑英龙  著作权网络侵权法律责任研究  ZGXB201203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 

4. 夏登武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报的传播功能拓展研究 ZGXB201204 宁波大学学报 

5. 赵  蔚    对学术不端与学术不端识别的多学科解读与干预  ZGXB201205  宁波

大学学报 

6. 吴  芳    反思与超越：我国当下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划研究  ZGXB201206  杭州师

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7. 陈石平  基于 SCI 的浙江省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统计与量化评价模型研究  

ZGXB201207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8. 徐镇强  网络环境下公安学术期刊海外传播情况分析研究  ZGXB201208  浙江警

察学院学报 

 

    二、一般项目（22 项） 

 

9. 刘  岩  基于学科建设的高校学报特色化发展的途径与策略分析  ZGXB201209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10.熊  觉  学术期刊编辑的伦理守持与德性倡导—基于学术道德失范的视角

ZGXB201210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11.毛红霞  转制背景下地方高校综合性学报改革研究  ZGXB201211  浙江树人大学

学报 

12.周国祥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编辑学研究分析  ZGXB201212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13.卫甜甜  传承与变革：编辑队伍的代际更替研究——基于青年类学报 ZGXB201213 

浙江省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14.邵凯云  数字化出版与学术期刊的发展  ZGXB201214  台州学院学报 

15.高伟云  地方高校学报编辑的选题策划研究  ZGXB201215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16.张文鸳  “浅阅读”时代编辑的应对策略研究  ZGXB201216  宁波大学学报 

17.史小丽  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之比较研究  ZGXB201217  宁波大学学报 

18.周  密  民国时期浙籍期刊的编辑思想及其启示  ZGXB201218  宁波大学学报 

19.胡苗苗  项目管理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  ZGXB201219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 

20.季魏红  在医学文稿审读中如何合理利用批注提高编辑效率可行性研究

ZGXB201220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 

21.毛文明  浙江省 24 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影响力分析  ZGXB201221  温州医学院

期刊社 

22.鲁翠涛  浙江省统计源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质量问题研究  ZGXB201222  温州医

学院期刊社 

23.丁敏娇  医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动态分析及问题探讨  ZGXB201223  温州医学院

期刊社 

24.慕景强  内刊学报学术水平评价体系的建立研究  ZGXB201224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 

25.陈雯兰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中学术不端行为的控制  ZGXB201225  浙江水利水电

专科学校学报 

26.钟晨音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TSSCI）来源期刊评价标准研究 ZGXB201226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27.卢  伟  新课改背景下化学教育期刊对化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ZGXB201227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28.张  萍  高校科技期刊栏目设置的研究  ZGXB201228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29.吴江洪  科技期刊页码编排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ZGXB201229  丽水学院学报 

30.章  莹  高职院校学报专家审稿机制的研究与构建——以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为例  ZGXB201230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2 年学术年会通知 
 

 

经研究，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23 日在舟山朱家

尖举行，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2 年 5 月 21-23 日。 

5 月 21 日 13:00 开始报到接待（常务理事须在 17:00 时前报到）。因恰逢旅游旺季，请各编辑部务必

尽早确定参会人员，并请于 5 月 18 日前将与会人员名单告诉给《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以便安排

住宿等事项。逾期不告者，恕会务不再安排住宿。 

二、报到地点：丽晶海湾大酒店（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大洞岙莲花南路）。 

公交线路：杭州——朱家尖长途大巴；杭州——舟山长途大巴（终点为沈家门）；到沈家门后可乘公

交车（票价 3 元）至朱家尖大洞岙丽景海湾大酒店，或打的至朱家尖大洞岙丽景海湾大酒店（客运中心

到酒店约 30 元左右）。 

自备车：从舟山高速出口下往普陀朱家尖方向到大洞岙，约 50 分钟到酒店。 

三、会议议程： 

1.21 日晚 7：:30，召开常务理事会议。 

2.22 日 8:30—9:00，开幕式（请全国高校学报学会、省新闻出版局、浙江海洋学院等领导致辞）。 

3.22 日 9:15—12:00，学术年会（各理事长通报有关情况、课题立项和结题情况介绍、优秀课题主持

人学术演讲等） 

4.22 日下午 1:30—5:30，参观考察浙江海洋学院等。 

四、会务安排： 

1.会议期间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会务费 800 元/人，请还未交纳会费的单位同时交纳 2012 年会

费。 

2.会务联系人：（酒店） 0580-6035555（总台）；（浙江海洋学院学报）黄品全 13506603737 杨阳 

13867228575  zjouxuebao@126.com 。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 

2012 年 4 月 25 日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名栏建设”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4 月 25 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座谈会在北京交通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全国高校 21 种期刊的学校领导和学报主编出席了会议。 

会议分两段举行。上午会议在北京交通大学科学会堂召开，由教育部社科司常务副司长

徐维凡主持，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到会讲话，并代表教育部与名栏建设相关单位签署名栏

建设协议书。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民办高等教育专栏在本次名栏的评审中榜上有名，成为全国 600

多家高校文科学报中现有的 29 个名栏之一（第一批 16 家，其中 8 家已经进入名刊；第二批

21 家）。杨光司长在讲话中，对浙江树人大

学“全校办刊、全院办栏”的努力给予高度评

价。他指出，《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办刊之初

就设置了民办高等教育专栏，学校领导亲自担

任学报主编和专栏编辑，坚持不懈、质量领先，

为占全国三分之一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研

究提供了平台，成为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权威

栏目。他指出，实践证明，要办好栏目，领导

重视是基础，改革创新是动力，学术质量是生命，队伍建设是关键。 

杨光司长和徐维凡常务副司长在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名

刊建设工作。杨光司长说，名刊名栏坚持改革创新，浙江大学社科学报运用最新的科技进行

传播，首开微编辑，学报 90%以上的文章内容被微传播，同时开创了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走

向世界的局面。徐维凡常务副司长特别强调说，评上名刊名栏要作为新的起点，要珍惜荣誉，

要像浙江大学社科学报那样，每年都有新的办刊成绩向教育部汇报。 

下午的座谈会在北京交通大学多功能厅举

行。根据会议安排，共有 13 家单位的代表在研

讨会上发言。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徐绪卿参加

会议，并应邀发言，他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浙

江树人大学学报》“民办高等教育”栏目能在

本轮评审中脱颖而出，除了学校各方面的努力



之外，更体现出教育部对占全国普通高校三分之一的民办高校和 500 余万民办高校在校师生

的关爱和期待。徐绪卿向会议代表介绍了浙江树人大学发展简况和栏目建设经验，围绕教育

部名栏建设的要求，汇报了《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民办高等教育”栏目下一步建设的方案，

并向教育部提出了在名栏建设方面的相关建议，得到社科司领导的肯定。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副主编孟莉英出席了会议。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孟莉英供稿） 
2012-04-27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教育部“名栏建设”座谈会隆重举行 

 

2012 年 4 月 22 日上午，《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教育部名栏建设座谈会在树人大学行

政中心六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国家教育部社

科司领导、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领导、

浙江省教育厅领导、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历任理事长、《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主编、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树大

学报特约编委、学报原主编、学报编委会全

体成员等 3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副主编孟莉英老师主持。 

      会议开始，浙江树人大学校长、学报主编郑吉昌教授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郑校长代表 

学校对与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扼要介绍了学校及学报发展的情况，衷心希望与

会领导和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加快推进我校学报建设。 

     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徐绪卿教授作了题

为“加强名栏建设、服务民办高等教育”的发

言。徐校长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对树人大学学报

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认为树大学报入选教

育部“名栏”来之不易，学校将举全校之力建

设好“名栏”。徐校长还介绍了树大学报栏目

建设与经验、获得的成效及办好“民办高等教



育”专栏下一步的工作，详细阐述了办好名栏的八项具体举措。                                            

为提高《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办刊水平，广泛 组织优质稿件，提高学报在民办高等

教育、经济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树大学报聘请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北京大学阎凤桥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裴长洪教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教授作

为特约编委。会上，郑吉昌校长和徐绪卿副校长向出席会议的邬大光教授和卓勇良教授分别

颁发聘书。 

       教育部社科司出版管理处田敬诚处长，浙江省教育厅副厅级巡视员吴永良，全国高等

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执行总编姚申教授，教育部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执行总编徐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合作部郑成宏主任，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一任理事长杨焕章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第二任理

事长潘国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任理事长龙协涛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原主编林邦钧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教授等相继发言，他

们均对《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民办高等教育”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对办好名栏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树人大学学报 陈汉轮供稿） 

2012-04-24 

 

 
 □ 与会代表合影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缴纳 2012－2014 年会费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 

 

为便于研究会正常开展工作，同时也为方便各理事单位缴纳会费，根据浙江省高等学校

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章程有关规定，并经 2011 年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2012 年各理事单位

会费缴纳改为一次性交缴本届理事会余下三年（即 2011－2014 年）的会费。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1. 会费收取标准 

常务理事单位每年每刊 300 元；理事单位每年每刊 250 元；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编协会员单位在上述基础上加 100 元，即常务理事单位+华东会员每年每刊 400 元，理事单

位+华东会员每年每刊 350 元。会员单位名单及应交会费金额见附件。 

 

2. 会费交纳方式 

（1）邮局汇款 

地址：310028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编辑室 寿彩丽收 

（2）银行汇款：请在附言处注明汇款单位 

开户名: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工行保俶支行 

帐号:1202022709014403213 

（3）学会年会报到现场交纳 

 

3.会费收据领取 

汇款后，请会员单位用 QQ或 E-mail 等方式及时告知已汇信息；需邮寄票据的单位，还

请提供收件地址和收件人等详细信息。根据有关财务制度，支付学术团体的会费开支可以凭

正式财务收据报销。学会收到汇款后会通过邮局挂号寄送财务收据，您也可选择在舟山年会

现场亲自领取收据。 

 

另：未缴纳往年会费的单位，请及时补交会费。谢谢合作！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联系人：寿彩丽，电话：0571-88272803 

E-mail:shoucaili@zju.edu.cn, qq:908041647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秘书处 

                                               2012-04-23 

 



2012－2014 年会员单位应缴会费清单 

序号 会员单位 交费类别 应交会费 实收金额 备  注 
1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2 

商业经济与管理杂志社 
理事 

250*3 750  

3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 常务理事 300*3 900  
4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 常务理事 300*3 900  
5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学报)

编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6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眼视光

学杂志)编辑部 常务理事 

300*3 900  

7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肝胆胰

外科杂志) 理事 

250*3 750  

8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 常务理事 300*3 900  
9 浙江树人大学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已交 

10 
浙江工业大学 

常务理事+理科

+华东 

400*3 1200  

11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12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 常务理事 

300*3 900  

13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常务理事 300*3 900  
14 浙江大学学报(农学版）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15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16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常务理事 300*3 900  
17 工程设计学报 理事 250*3 750  
18 

浙江中医药大学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19 浙江科技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2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

辑部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21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社科版） 常务理事 

300*3 900  

22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理学版） 理事+华东 

350*3 1050  
 

23 浙江农林大学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24 浙江财经学院 常务理事 300*3 900  

25 嘉兴学院 常务理事 300*3 900  
26 浙江理工大学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27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社

科版） 理事 

250*3 750  

28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理

学版）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050  

29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教

育版） 理事 

250*3 750  

30 湖州师范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3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常务理事 300*3 900  
32 

温州大学（理科版）学报

编辑部 
常务理事+华东

（2 个） 

400+100
=500*3 

1500 原温师院学

报李颖为华

东理事 
33 温州大学（社科版）学报

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34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文科版） 理事 

250*3 750  

35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理科版） 

常务理事+理科

+华东 

400*3 1200  

36 健康研究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

辑部（医学版） 理事+华东 

350*3 1050  

37 浙江传媒学院 常务理事 300*3 900  
38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学版）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39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

（文科版） 理事 

250*3 750  

40 绍兴文理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41 台州学院 常务理事 300*3 750  
42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教

育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43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常务理事 300*3 900  
44 中国计量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45 

丽水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46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47 
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48 杭州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49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50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51 公安海警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5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53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 

250*3 750  



54 杭州金融研修学校学报编

辑部 理事 

250*3 750  

55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56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57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华东 

350*3 1050   

5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5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 

250*3 750  

60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常务理事+华东 400*3 1200  
61 宁波大红鹰学院学报编辑

部 理事 

250*3 750  

62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3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4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5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6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68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华东 350*4 1400 2011 年未交 
69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7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学报

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7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 
250*3 750  

72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73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6 1500 未交过 

74*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75*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学报编

辑部 理事 

250*3 750  



* 为 2011 年新增理事单位 

 

 

 

 

 

 

 

 

 

 

 

 

 

 

 

 

 

 

 

 

 

 

 

 

 

 

 

 

 

                                                                                                           

报送： 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各会员单位、浙江省委宣传部宣传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浙

江省教育厅高科处、浙江省期刊协会、浙江省科技协会、中国期刊协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76*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理事 

250*3 750  

77*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理事 

250*3 750  

78*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理事 

250*3 750  

79*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理事 

250*3 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