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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出版取消增刊审批项目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时间：2012/10/18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取消行

政审批项目 171 项，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143 项。其中，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期刊出版增刊

审批”项目。 
此外，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取消了“被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处理审批”、“电子出

版物制作单位接受境外委托制作电子出版物审批”；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取消了“设
立专门从事名片印刷的企业审批”。另外，广电总局取消了“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认

定”；教育部取消了“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 
  据了解，《决定》表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

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

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 原文链接：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367/201210/767631.html） 

 

 

 

 

第八届科技期刊发展论坛探讨编辑部体制改革  
 

来源：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2/11/8  
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1/271426.shtm 

 

【科学网 张行勇 李培报道】近期，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新闻出版总署和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程东红，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

林，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

经南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邬书林在论坛主题报告中强调，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深化改革。要适应 2020 年我国建

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抓紧完成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任务，

使科技期刊成为新型市场竞争主体。同时也希望科技期刊界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跟上世界科技期刊发

展的潮流。 

  

科技期刊编辑部改制的热议又再次被升高！ 

  

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 7 月底颁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改革办法”）以

来，我国科技期刊和人文社科的学术期刊的从业人员可以说是困惑和迷茫，纷纷向一些期刊编辑界资深人士

或研究专家询问，正如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李明德教授所

言：最近询问路在哪里的同仁有些多。 

因为“改革办法”要求在 2012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任务。这次“狼”真的

来了吗？ 

  



对高校、中科院期刊编辑部影响大 

  

中国是科技期刊和论文产出大国，但不是科技期刊强国，更不是科技强国，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等认为中

国科技期刊及一些社科类的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低水平重复，有的人甚至评价为“垃圾文章”。为此，要求

改革科技期刊编辑部体制的呼声不断，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办刊水平低的问题。 

“编辑部转企改制是大势所趋，建立适合市场发展和报刊传播影响力的体制机制势在必行。但是，高校、

中科院研究所主办的科技期刊和一些社科学术期刊的市场生存能力较弱，如何保证期刊打造国际品牌期刊，

特别是编辑人员是否继续享受原事业编制的待遇、工资津贴等，这些是‘编辑部’体制或‘出版单位’体制

改革涉及的综合性问题。特别希望对高校经营性期刊的管理能有全新的思路和模式。”李明德认为。 

李明德也强调，通过这次改革能否调整好“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解决期刊低水平重复问题和建

立报刊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关键所在！否则，可能仍然是空话。 

《棉纺织技术》是一本行业技术性期刊，月刊，年广告等经营收入 500 多万元。 

该期刊社社长阎磊编审讲：“期刊主办单位的研究所已在 2000 年实现了转制，成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编辑部是其中一份子；此次改革对编辑部没有影响，仅是到属地新闻出版部门登记确认一下是企业制出版单

位即可。” 

  

完善改革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 

  

“改革办法”中提出，对一些“重点”期刊暂时可以不改。但最终都要改，过渡阶段可采取编辑与出版

分离的运作模式，积累经验，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但这类“重点”期刊由谁确定，评选标准、程序如何，

以及主办主管单位是否做好了分类管理指导的思想准备和措施保障？这是一些优秀期刊编辑部极为关注的

一个问题。 

“因此，在此次改制的同时亟需国家一些部门和省市完善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基金资助、中

央和地方财政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评审程序、原则等法规条例等的出

台或完善，通过建立国家级学术水平及学术标准的评价体系，构建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

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品牌工程等措施，确实加大对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支持力度，走期刊

强国之路。”李明德呼吁道。 

对改制后的科技期刊出版实体应制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的条例，以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 

  

做好改革的准备工作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颜帅认为：从现在起，

政府管理部门一个紧迫的任务是，采用政策和经济的手段鼓励一部分有改革愿望、有学术组织水平、有经营

管理能力的机构开展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经营改革试点。只有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期刊的盈利模

式，树立了榜样，解决了从业人员的种种担忧，担负特殊任务、面临特殊困难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管

理改革才会顺利进行。而对这些期刊编辑们来讲，现在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各方面都要做好各种准备，而不

再是议论、迷茫！  

据了解，颜帅也为高等学校期刊编辑部适应改革提出了几种路径选择建议，即本校主办有出版传媒企业

的，本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可以有 4 种选择和本校没有主办出版传媒企业的，本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可以有 3 种

的选择。  

“从编辑的角度看，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还需要做好自己职业规划的准备、做好增强自己实力的准备；

有为才有位，做出贡献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从出版单位的角度看，要做好学术期刊出版制度设计、

经营主体培育、盈利模式建立、人员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准备。”李明德说。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日前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酝酿，省内首家地区性的高校学报研究会在绍兴成立。11 月 6 日，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绍兴文理学院隆重举行。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

工作研究会、绍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绍兴市民政局和绍兴高校学报代表 30 余人参加会议。 
 

 
□ 大会会场 

 

会上，研究会发起单位代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高利华教授向大会汇报了

筹备工作情况，绍兴市民政局、绍兴市社科联的领导宣读了相关批复。大会通过了研究会

章程和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 绍兴文理学院华小洋副校长在会上发言            □ 研究会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长徐枫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执行主编朱晓江教

授在会上对绍兴研究会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祝贺。徐枫理事长希望新成立的研究会能找准学

术定位，积极参与和服务地方学术研究，推动地区文化发展，对地市一级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做出贡献，同时要提升研究会的凝聚力和学术优势，协调利益，发挥行业协会办会自主

化、管理规范化、服务自我化、效应社会化的作用。朱晓江教授指出，绍兴市学报研究会

的成立，就不但具有探索性，而且也还具有典范性，可以为全国范围内地区性学报研究工

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绍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市社科院院长柳巨波，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华小洋教

授也在会上做了指导性讲话。                                              
 

附：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  高利华 

副理事长：周一农、黄柏江、李敬佑、杨宏翔、孔宝根 

秘书长：  吕晓英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供稿） 

                                                     2012-11-08 
 

 

                                                                    

 

浙江省高职高专学报 2012 年年会记要 
 

浙江省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 2012 年年会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27 日在湖州召开，

浙江省高校学报副理事长、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杜月英参加了会议。来自全省

28所高职高专学校共 45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会议中心举行,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

左希庆主持了开幕式，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金燕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辞。金燕教

授在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促进我省高职高专学报的建设和发展必将起到很大

的促进作用”，她希望从事高校学报的同志进一步研究期刊编辑、期刊出版以及编辑部建设

的规律,进一步研究高职教育发展的规律,为我省期刊建品牌、树特色做出更大的贡献。浙

江省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理事长何静编审代表省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就会议的筹备以及研

究会近年的工作作了介绍。她说：我省现在共有高职高专院校 49 所，有公开出版刊号的



学报10家，暂时还没有刊号的到目前已发展到33家。浙江省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自从2005

成立以来，得到了各级学会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如今已经有了 8年的历史，也举

办了 8次学术研讨会。现在，每年一届，每届一个主题的年会，已经成为大家畅叙浓浓友

情、助推学报发展的一个主要平台，在促进高职高专学报办刊质量的提高上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 部分与会代表合影                                 □ 部分与会代表合影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高职高专学报如何应对期刊体制改革”。浙江省高校学报副理事

长杜月英编审就全国科技期刊评奖活动作了题为“高校学报评奖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注意事

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本次评奖并不排除没有公开出版刊号的学报，她的讲话

给了在座的众多内刊学报很大的鼓舞，表示今后更有信心办好自己的学报了。浙江省高职

高专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吴赣英编审做了“转企改制下高职高专学报路在何方”的主题发

言。她首先从高职高专学报存在的必要性，高职高专学报面临的形势分析，提出对当前报

刊改革的积淀认识。在会上进行办刊经验交流的还有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浙江广厦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台州业技术学院学报等。 

与会代表相互介绍了各校办刊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参加本次会议，学习了期刊出版

的理论,以及国家对期刊管理的政策法规,互通了信息，交流了经验，受益非浅，并对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为本次大会圆满召开所作的工作以及盛情接待表示感谢。 

                      

       浙江省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耕耘三十载，精彩二百期 

杭州师范大学召开学报（社会科学版）出刊 200 期纪念座谈会 

同时举行高校学术期刊办刊现状及前景展望高端论坛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刊 200 期纪念座谈会在杭州新新

饭店举行。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学术期刊社社长袁成毅教授致欢迎词，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处王

少杰处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武京闽编审、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徐枫编审、杭州

师范大学原校长、学报原主编林正范教授分别在会上致辞。浙江大学徐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

授、陈子善教授、罗岗教授、上海大学聂伟教授等作者代表，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复旦大学

学报主编黄颂杰教授、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教授、《历史研究》副主编路育松研究员、《学术界》杂志

社社长袁玉立教授等名校、名刊的领导、专家，以及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重点研

究所负责人、青年作者代表近 80 人出席会议。 

 

 

 

 

 

 

 

 

 

 

 

 

 

 

 

 

 

高校学报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示高校自身学术形象与学术关怀的重要窗口。

在过去刊发的 200 期里，《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坚持“质量第一”的标准，刊发

了大量优秀的学术论文，为繁荣学术、促进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近年来学报秉承学校优良的学

术传统，把创建省内乃至国内一流大学学报的标竿意识和办刊的精品意识结合起来，既有对基础理论的

传承和创新，又有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呈现出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追踪理论前沿和学

术热点的特色，赢得了学术界和高校学报界的好评。21 世纪以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不但入选浙江省期刊方阵，而且先后入选“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期刊（CSSCI）和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并为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所收录。在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杭州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耕耘三十载，精彩二百期”，宗旨明确，开放办刊，风格典雅，特色鲜明，具



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与会专家、学者祝愿学报再创新的辉煌。 

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处王少杰处长在致词中指出，要办好学报，需要回答四个问题：1.学报是否

全面反映了学校教学科研的现状？2.是否有特别有影响的重点研究学科？3.有没有促进本校教学科研

的发展？4.是否培养出了一批教学科研的新的带头人？如果能够对这四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学报的

办刊就是成功的。 

原校长、学报原主编林正范教授在回顾学报的发展历程后强调，办好学报最重要的是以学术质量为

唯一标准，排除干扰，坚守品质，实现繁荣学术和培养教师队伍两大主要目标。 

下午，与会专家学者还就高校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前景进行研讨。武京闽理事长通报了高校学报转制

的相关情况，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教授在回顾学报办刊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下学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做了深度解读。结合这些问题，与会专家还讨论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与专题化等问题。 

 

（杭州师范大学期刊社供稿） 

                                                       2012 年 10 月 17 日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 期文存”出版 
 

为庆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刊 200期，在校人文振兴计划的支持下，“杭州师范

大学学报 200 期文存”2012 年 9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存共分 5 卷，分别为：卷一《中国文学

再认识》、卷二《吴越文明与文物》、卷三《散焦的历史图像》、卷四《现代儒学与浙东学术》、卷五《新

世纪十年的文化中国》。5卷文存共选论文 83 篇，约 100 万字，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过去 200 期的发稿特

色与学术水准，也为学报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基础。 

 

 

                                                         

（杭州师范大学期刊社供稿） 

                                                      2012 年 10 月 17 日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资讯栏目】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杜月英编审   

 

 

“第四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 

浙江省获奖期刊名单 

 
主持人语：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承办的“第 4 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

特色科技期刊奖”评选日前已经结束。经专家评定，共评出精品科技期刊 60 种，优秀科技期刊 120 种，

特色科技期刊 30 种。在该次评奖活动中，浙江省期刊共获精品科技期刊 3 种（＞全国各省的平均值），

优秀科技期刊 3 种（＜全国各省的平均值），特色科技期刊 2 种（＞全国各省的平均值），获奖总量 8
种（＞全国各省的平均值）。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学报、浙江理工大学在本次评奖中成绩突出，值

得大家学习。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加强各编辑部及学报同仁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当

然，刊物的成绩与主办学校的办刊方针密不可分，因此，也希望各位同仁在辛苦办刊的同时，多与主办

方沟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将刊物办出水平。期待下次评奖浙江省高校学报会有更多刊物入选。 

 

 

一、精品期刊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A辑 

 

二、优秀期刊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三、特色期刊 

        工程设计学报 

        丝 绸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资讯栏目】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2012 年科技期刊研究计划” 

浙江省高校学报立项名单 

 
 
鲁翠涛：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              医学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新动向及编辑应对策略（GBJXB1214） 

马加佳：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科技期刊评价新指标的构建及实证研究(GBJXC1229)  

赵  蔚：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    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及功能拓展研究（GBJXC1231） 

邵凯云：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新媒体语境下的科技期刊核心竞争力研究(GBJXC1236) 

 

                                                                                                 

 

2011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浙江省期刊获奖名单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012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教技发中心函[2012] 182 号】《关于公布 2011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评选结果的通知》，

2011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评选日前结束，本次共评选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一
等奖 45 项，二等奖 72 项；评选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53 个。浙江省获奖情况

如下： 
 
（一）浙江省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一等奖的期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二）浙江省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的期刊：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工程设计学报  

 

   （三）浙江省获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的学校：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12/11/1331846467652856.htm） 

 



【期刊资讯摘要】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举行品牌创建 50 周年庆典 

      
2012 年 10 月 30 日，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品牌创建 50 周年庆典 30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庆典后还举办了“以创新为导向的学术期刊出版与学术成果评价”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者就科研管理

创新、学术成果评价创新、学术期刊出版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会上首次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书报资料中心共同研制的《“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2
版）》名录，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等 772 种国内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作为 2012
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代表重要转载来

源期刊上台领取了证书。 

          

     成立于 1958 年的书报资料中心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科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信息资

料提供机构。“复印报刊资料”作为书报资料中心最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产品，在学术界享有“精选千家

报刊，荟萃中华学术”的盛誉。50 年前，7 本“复印报刊资料”首次出版，逐步发展成为百余种按学科

门类进行分类、编辑、出版的二次文献期刊群，基本覆盖了我国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二级学科。 
   
 

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在莫斯科召开  
发布时间：2012/10/9  

10 月 1 日，华文期刊走向世界迈出重要一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俄罗斯联邦政府财

经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在

莫斯科举行。此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华人研究国际学报》、《九州学林》、《澳门研究》

等期刊代表，就华文学术期刊推动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即《实

现华文学术期刊全球联合 促进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全文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2-10-08/146526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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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