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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文件】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设立学术委员会的决定 

 

经理事长会议研究决定，本会下设学术委员会，承担科研项目评审

等项工作。 

主  任：何志刚（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副主任：胡正武（台州学院教授）、周丽萍（嘉兴学院编审） 

    成  员：陈石平（浙江工业大学编审）、方秀菊（浙江科技学院编

审）、钱欣平（浙江大学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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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11 日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设立编辑委员会的决定 

 

经理事长会议研究决定，本会下设编辑委员会，承担“双优”评选、

学报编辑通联和青年编辑等项工作。 

主    任：沈  敏（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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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高利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教授）  

    黄品全（浙江海洋大学学报 副编审） 

    组织委员：徐秀斌（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教授） 

    钱亚仙（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教授） 

    周莉花（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副编审） 

   青年委员：毛文明（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编审） 

   陈雯兰（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副编审） 

   李啟正（浙江理工大学期刊社  讲师） 

   杨 阳（浙江海洋大学学报 研究实习员）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 5 月 23 日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设立秘书处的决定 

 

经理事长会议研究决定，本会下设秘书处，承担会讯、会议、通讯

联络及综合服务等项工作。 

秘 书 长：寿彩丽（兼）（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副秘书长：王晓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理科版） 

成    员：周红兵（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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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双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王海蕾（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边征莹（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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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 23 日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聘请徐枫编审等为咨询委员的决定 
 

 

本会各理事单位： 

经本研究会理事长网络会议研究，为充分发挥本研究会退

休或退位老领导的智库作用，进一步做好本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决定聘请徐枫、徐镇强、张荣连、傅恒、俞樟华、王小同、 

周志锋 7 位专家为本研究会第二批咨询委员。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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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同意吸收《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实用肿

瘤杂志》为我会会员的决定 
 

经《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实用肿瘤杂志》编辑部申请，理

事长工作群讨论，同意吸收上述两单位为本会会员。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 6月 23日 

 

【课题项目信息】 

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关于开展 2016年科研项目申报与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学报编辑部：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会学术研究工作，提高编辑学研究水平，经商请

浙江省期刊协会，并经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研究，决定

于近期开展 2016 年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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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对象：本学会理事单位的在职工作人员。 

2.已在本研学会立项课题但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二、申报类别 

   1.2016 年度科研项目包括重点研究项目和一般项目两个类别。重点

研究项目的周期为两年，研究会拟酌情给重点项目一定的经费支持；一

般项目的研究周期为一年。每个申报者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项目类别进行

申报，限报 1 项，不得重复申报。 

   2. 重点研究项目应围绕当前编辑学研究面临的焦点、热点、难点问

题开展研究。 

    三、申报程序 

     1.申报者需认真填写项目申请书一式二份（附件一），经所在单位

签署意见、盖章后，由申报者所在单位统一将纸制申报表与汇总表（附

件四）寄到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陶舒亚处（邮编：310018，办电：

0571-28877504），并将申请书和汇总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陶老师

tsy2783@163.com。 

    2.2016 年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30 日，逾期不再受理。 

    四、课题结题要求 

   1. 2016 年前的科研项目申请课题结题者，须填报《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科研项目结题表》（附件二）一式

二份，并附相应成果 1 份。成果形式为论文的，要求公开发表；成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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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著作的，要求公开出版。论文附复印件，专著提交原件一份。 

    2.本次申报工作同时接受 2014 年及以前立项项目的结题申请，请要

求结题的项目负责人填写结题表（附件二），并将结题表打印稿及相关

成果的复印件寄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毕开风。（邮编：310018，电话：

0571-28877505） 

浙江省期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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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15 日 

 

 

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科研项目结题名单（2016 年） 

 
 

根据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关于对 2014 年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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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

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同意对史小丽的《高校科技期刊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研究》等

15个项目准予结题。现将结题项目名单公布如下： 

 

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课题结题名单（2016年） 

序

号 

课题负

责人 
单位 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项 目

类别 

1 史小丽 宁波大学 
高校科技期刊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研

究 

ZGXB201

404 
重点 

2 鲁翠涛 温州医科大学 
国际开放存取期刊的图形摘要写作

规范研究 

ZGXB201

401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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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清华 浙江大学学报 
中文学术期刊吸引学者代表作的路

径分析 

ZGXB201

403 
重点 

4 吴彬 
温州医科大学

期刊社 
科技期刊建设思路 

ZGXB201

406 
一般 

5 章莹 
浙江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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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GXB201

230 
一般 

6 时艳钗 丽水学院学报 
当前期刊评价的模式对地方高校学

报发展的影响研究 

ZGXB201

414 
一般 

7 刘  岩 
浙江工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 

我国科技期刊引文评价指标抽样调

查分析——基于 CCD 的统计数据 

ZGXB201

402 
一般 

8 陈雯兰 
浙江水利水电

学院 

论科技期刊中的图表规范与编辑角

色 

ZGXB201

415 
一般 

9 周芷汀 
浙江师范大学

学术期刊社 
学术期刊经营与学术经营关系研究 ZGX0825 一般 

10 罗英 

浙江国际海运

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 

地方高职院校内刊学报特色化发展

之研究 

ZXG2010-

5 
一般 

11 季魏红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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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GXB201

220 
一般 

12 熊  觉 
中共浙江省委

党校学报 

学术期刊编辑的伦理操守与德性倡

导——基于学术道德失范的视角 

ZGXB201

210 
一般 

13 夏登武 宁波大学 高校学报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ZGXB201

409 
一般 

14 丁敏娇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动态分析及

问题探讨 

ZGXB201

223 
一般 

15 于  芬 
浙江科技学院

学报编辑部 

利用信息技术加强期刊编辑互动服

务的途径和效果研究 

ZGXB201

413 
一般 

 

 

 

 

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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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各学报编辑部： 

 

根据《浙江省期刊协会、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关于开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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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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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

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同意洪寒梅的《中文科技期刊的 XML 结构化自动排版

技术研究》等 5 个项目为重点项目；金一超的《学报特色化发展中编辑的学术功能

及其实现——以评价功能为重心》等 14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现将立项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类别 

1 洪寒梅 浙江大学学报 
中文科技期刊的 XML 结构化自动排版

技术研究（ZGXB201601） 
重点 

2 陶侃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互联网+”时代的编辑新业态与编辑的

智慧型再构研究（ZGXB201602） 
 重点 

3 贾建敏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 
微信公众平台对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的

研究（ZGXB201603） 
重点 

4 杨文欢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 
互联网时代地方高校学报特色化的实现

机制（ZGXB201604） 
 重点 

5 鲁翠涛 
温州医科大学《肝胆胰

外科杂志》编辑部 

国内期刊应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策略

研究（ZGXB201605） 
 重点 

6 金一超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编

辑部 

学报特色化发展中编辑的学术功能及其

实现——以评价功能为重心

（ZGXB201606） 

一般 

7 刘岩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编

辑部 

论科技期刊编辑的审稿工作：专家信息

的采集与审稿中的问题（ZGXB201607） 
 一般 

8 王燕 
浙江海洋大学 学报编

辑部     

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微信平台建设研究

（ZGXB201608） 
一般 

9 吴昔昔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 
微时代下打造学术期刊的服务新模式

（ZGXB201609） 
一般 

10 赵翠翠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 

医药卫生核心期刊网络在线投审稿系统

利用现状分析及问题探讨

（ZGXB201610） 

一般 

11 曹桂飞 《财经论丛》编辑部     基于参考文献评价功能的学术论文被引 一般 



 

 11 

频次分布研究（ZGXB201611） 

12 陈媛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服务——论学术

传播的多元性共生（ZGXB201612） 
一般 

13 舒仕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编辑部 

浙江省高校文科学报地方文化类栏目研

究（ZGXB201613） 
一般 

14 田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互联网+”时代地方高校非核心刊物生

存状况和发展路径研究（ZGXB201614） 
一般 

15 于芬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编

辑部 

浙江高校学报数字化之微信公众平台建

设调研（ZGXB201615） 
 一般 

16 吴江洪 丽水学院学报编辑部 
科技论文中表格编排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ZGXB201616） 
一般 

17 陈雯兰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

报 

论编辑人职业魅力的展现与塑造

（ZGXB201617） 
一般 

18 吴飞盈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 
ORCID 在学术期刊审稿专家库管理中

应用的可行性研究（ZGXB201618） 
一般 

19 季魏红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 
在编辑审稿过程中如何防范违反作者署

名伦理道德行为的研究（ZGXB201619） 
一般 

 

 

 

浙江省期刊协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 

                                           2016 年 6 月 23 日 

 

【会议报道】 

浙江省期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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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召开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何志刚供稿   2016 年 6月 23日） 

 

根据 2016 年的工作安排，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

编辑工作研究会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杭州师范大学恕园 3 号楼 202 会

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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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闻出版局周国良先生到会指导。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评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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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申报的科研项目。经评委讨论，并经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

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同意洪寒梅的《中文科技期刊的

XML 结构化自动排版技术研究》等 5 个项目为重点项目；金一超的《学

报特色化发展中编辑的学术功能及其实现——以评价功能为重心》等 14

个项目为一般项目。二是评议部分申请结题的项目。经认真评议，并经

浙江省期刊协会和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审核批准，史小

丽的《高校科技期刊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研究》等 15 个项目准予结题。 

会议要求，2014 年以前立项的科研项目，至今尚未结题的，要抓紧

时间完成研究任务，及时申请结题。会议强调，重点项目的结题，要求

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 1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否则按一

般项目结题；一般项目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1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在

发表论文时，要求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举办 

第二届老编辑座谈会暨咨询委员聘任仪式 

 

2016 年 6 月 23 日，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在杭州师范

大学仓前校区举办了第二届老编辑代表座谈会暨咨询委员聘任仪式。

学会名誉理事长徐枫,八届秘书长徐镇强,八届副理事长张荣连、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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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二届老编辑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 

应邀与会。省新闻出版

局周国良先生出席会议

并对当前期刊形势作分

析与讲话。与会老编辑

们深情回顾了学会工作

的甜酸苦辣，本着为会

员服务，怀着对学会工作一颗火热的“学报心”倾注了大量精力与心

血,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新任九届理事长们就搞好学会工作纷纷

积极建言献策。会议由寿彩丽秘书长主持,理事长方岩作会议小结，

副理事长杜月英、何志刚、周丽萍、高利华、沈敏一同与会。              

 按照上届理事会的传统,为充分发挥研究会老领导们的智库作

用，进一步做好本研究会的各项工作，聘请徐枫、徐镇强、张荣连、

傅恒、俞樟华、王小同、周志锋为第二批咨询委员。方岩理事长代表

理事会向与会老编辑们颁发了聘书。    (2016 年 6 月 23 日) 

                                             

                                                          

 

 

 

 

 

 

 

 

       

图 2  徐枫名誉理事长接受聘书                     图 3   张荣连编审接受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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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傅恒副编审接受聘书                    图 5  徐镇强编审接受聘书 

                                                              

                                                           

 

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首届联合年会 

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筹备会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召开 

  

 

为进一步发挥高校学报研究会的服务功能，推动学报事业更好、更

快发展，加强苏浙两省期刊间的交流互动，不断提高两省学报的办刊水

平，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江苏和浙江两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拟于 2016

年 11 月中下旬联合举办年会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为确保首届会议办

出特色、办出成效，更好地为两省会员服务，经协商， 2016 年 7 月 3

日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召开了筹备会议。苏浙两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

长、部分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出席了会议。 

首先，方岩理事长代表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对江苏

省高等学报研究会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单介绍了浙江省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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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及近期开展的系列活动。随后，江

苏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康敬奎理事长介绍了江苏省学报研究会的基

本情况并重点汇报了大会的渊源、总体思路和初步设想。最后，与会嘉

宾对会议筹委会的设立、会议主题、具体议题、会议时间、会议地点、

会议模式和会议日程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通过集思广益，达

成了如下基本共识： 

1.以筹备会议与会代表为基础，成立首届联合年会暨学术期刊发展

论坛筹备委员会，人员根据会议具体要求，进行适当补充和微调。 

2.会议主题初定为“学术期刊的价值与社会发展”，并围绕此主题开

展学术期刊发展论坛征文。 

3.会议时间初定为 2016 年 11 月中下旬；会议地点初定为江苏淮安。 

4.大会参会代表初定为各会员单位负责人及入选论文作者。 

5.具体会议议题根据征文情况待定。 

6．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报名情况再议。 

苏浙两省学报研究会联合举办年会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是省际高

校学报研究会共谋发展、交流合作和创新服务的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

必将为苏浙两省期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赢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必将促

进两省期刊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升刊物的质量，并有助于两省期刊的

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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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会议现场                                图 2参会人员合影 

 

 浙江省高等学校编辑工作研究会 

                             江苏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 

                                   2016 年 7 月 4 日 

   

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首届联合年会 

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筹备会 

                      （会议纪要） 

时    间：2016 年 7 月 3 日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浙大出版社 410 会议室 

参会人员：苏浙两省理事长、部分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会议内容： 

首先，方岩理事长代表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对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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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等学报研究会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单介绍了浙江省高等

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及近期开展的系列活动。 

随后，江苏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康敬奎理事长介绍了江苏省学报

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并重点汇报了大会的渊源、总体思路和初步设想。 

最后，与会嘉宾对会议筹委会的设立、会议主题、具体议题、会议

时间、会议地点、会议模式和会议日程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通过集思广益，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 

1.以与会代表为基础，成立首届联合年会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筹备

委员会，人员根据会议具体要求，进行适当补充和微调；工作小组原则

上以承办联合年会研究会一方成员为主。 

2.会议主题初定为“学术期刊的价值与社会发展”，并围绕此主题开

展学术期刊发展论坛征文。 

3.会议时间初定为 2016 年 11 月中下旬；会议地点初定为江苏淮安，

由淮阴师范学院承办。 

4.大会参会代表初定为各会员单位负责人及入选论文作者。 

5.具体会议议题根据征文情况待定。 

6．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报名情况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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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联合年会暨学术论坛筹备会出席代表 

江苏省： 

康敬奎（研究会理事长、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王浩斌（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版》副主编） 

张爱梅（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李金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杨春龙（研究会副理事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戴陵江（研究会副理事长、《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主编） 

许成安（研究会副秘书长、南京审计大学期刊社社长、执行主编） 

浙江省： 

方岩（研究会理事长、《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理科版》副主编） 

杜月英（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副主编） 

寿彩丽（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执行总

编） 

何志刚（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工商大学期刊社副社长） 

沈  敏（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执行总编） 

周丽萍（研究会副理事长、嘉兴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高利华（研究会副理事长、《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方志梅（研究会副理事长、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王晓月（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辑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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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首届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架构： 

顾问：朱剑 徐枫 

主任：康敬奎 方岩 

副主任：毛善锋 寿彩丽 

成员：杜月英 沈敏 何志刚 周丽萍 高丽华 方志梅  王晓月 

戴陵江 王浩斌 张爱梅 宋雪飞 李金齐 杨春龙 许成安 

   （二）首届会议筹委会工作小组名单： 

    论文组：张爱梅 李金齐 

会务组：宋雪飞 许成安 

接待组：杨春龙  

 

附件三：会议初定日程 

第一天，报到 

第二天，上午第一阶段为开幕式：（1）主办方领导致辞（2）两省研

究会理事长讲话（3）颁奖；第二阶段为主题报告。 

下午第一阶段为两省推荐代表作大会发言；第二阶段为主题交流。 

第三天上午为分组交流讨论，下午离会。 

                                       筹备委员会会务组 

2016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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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期刊信息】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关于 2016 年度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遴选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不断提

高高校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编辑出版质量，对高校科技期刊在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中所起

的作用及其质量做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以树立榜样、明确发展方向，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

究会决定举办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遴选活动，并向入选期刊颁发证书。 

1  组织领导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主持遴选工作的全过程。 

2  进度安排 

2016 年 6 月 15 日发出遴选通知，7 月 10 日前收集申报材料，7—8 月组织编辑出版质量初审和

学术指标量化评估，9 月召开常务理事会议进行审定，10 月公示入选期刊名单，11 月或 12 月

颁发证书。 

3  参选条件 

1）必须是本会的单位会员(以在本会网站 www.cujs.com 上完成注册的信息为准)，并且已经交纳

了 2015 和 2016 年度的会费。期刊申请入会或补交会费的具体流程，请参见本会网站“学会通

知”栏中的相关内容。 

2）正常出版 3 年及以上。 

3）办刊方针正确，遵守国家期刊出版政策和法规，3 年来没有违规违纪事件发生。在受理、审

读、遴选过程中，若发现参选期刊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存在政治性错误，则立即取消期刊参选

资格。 

4）编辑出版质量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4  遴选项目、名额及办法 

4.1  遴选项目及名额 

本次遴选的项目及名额如下：1）杰出科技期刊，10～20 种；2）百佳科技期刊，100 种；3）优

秀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200～300 种。 

4.2  申报办法 

填写《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参选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 

http://www.cu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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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报“杰出科技期刊”的，可向下兼报 1 个项目（“百佳科技期刊”或“优秀科技期刊”）。主报

“百佳科技期刊”的，只可向下兼报“优秀科技期刊”。主报“杰出、百佳或优秀科技期刊”的，

不可兼报“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主报“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的，不可兼报其

他项目。 

4.3  参选材料 

1）《申报表》Word 版发送至邮箱：cujs2016@sfsoftware.cn。Word 文件的命名规则为：CN 号前

7 位_完整的刊名（示例：11-2442_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申报表》打印盖章件一式 2 份。快递地址见下一条。 

3）申报“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的，须提供 2015 年最后 1 期和 2016 年第 1 期样刊各 1

册。快递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学研大厦 B605B；邮编：100084；联系人：段然；电话：

010-62770175-3418。 

4）申报“杰出科技期刊”“百佳科技期刊”或“优秀科技期刊”的，无需提供样刊。本会常务

理事会直接从有关数据库中下载 PDF 全文进行审读。 

4.4  遴选办法 

在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三的前提下，“杰出科技期刊”“百佳科技期刊”统一利用有关全文数据库、

检索数据库和评价机构的评价成果进行遴选；“优秀科技期刊”在利用全文数据库、检索数据库

和评价机构等的有关评价成果的同时，分类、分层次遴选，适当考虑地区分布。 

在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的前提下，“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主要按差错率由低到高排序，

必要时适当考虑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择优遴选。 

4.4.1  “杰出科技期刊”“百佳科技期刊”的遴选 

主要考查以下 3 个方面： 

1）期刊荣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5 年“百强科技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4、

2015 年“百杰期刊”；中国知网“2014、2015 年最具（优秀）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4 年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支持项目（A、B、C 类）。 

2）期刊传播与利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2015—2016）；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2014、2015）。 

3）期刊国际影响力：SCIE、Ei、MedLine 等数据库来源期刊。 

根据上述评价内容遴选出“杰出科技期刊”“百佳科技期刊”建议名单，由常务理事会最终确定

入选名单。 

4.4.2  “优秀科技期刊”的遴选 

主要考查以下 3 个方面： 

1）4.4.1 节中的各项数据（如果有）。 

2）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4、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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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扩刊版）（2014、2015 年版）。 

3）期刊的行业影响力。 

参照上述评价内容，分类、分层次，并适当考虑地区分布，遴选出“优秀科技期刊”建议名单，

由常务理事会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4.4.3  “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的遴选 

按差错率由低到高排序，适当考虑期刊的学术指标，遴选出“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建

议名单，由常务理事会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4.5  政治、编辑出版质量复审 

入选期刊均须参加政治、编辑出版质量复审，审读通知另文发布。 

5  证书 

“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中国高校编辑

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均颁发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盖章的入选证书。 

特此通知。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6 年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通知 

各单位会员及个人会员：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积极开展科技期刊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确定开展 2016年度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学

研究优秀论著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申报对象 

凡在 2015年 1月 1 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且第一作者为中国高

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会员单位人员”或“个人会员”的有关科技期刊研究方面的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专著等均可申报参评。2015年度申报本项评选但未获奖，

且是 2015年 1月 1 日后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可以继续申报。 

2  申报时间与方式 

2016年 6月 1日起至 2016年 9月 30日前将申报表和申报论著电子版发送至学术工

作委员会邮箱 gxkjqk@163.com（图书专著发送封面、版权页、内容简介、目录等 PDF

或扫描图片）。邮件标题注明“2016年优秀论著评选申报”，申报表见后。 

3  评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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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评比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下进行，由学术工作

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通信评审。评审结果报送理事长办公会审批。审批通过后在

2016年第 20次理事会期间颁奖，并在研究会网站公布。 

4  授予奖项 

本次评选活动将评选出：金笔奖 3~5名，授予雕刻第一作者姓名的金笔一支及奖状；

银笔奖 10~20名，授予雕刻第一作者姓名的银笔一支及奖状；优秀奖 20~30名，授

予奖状。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1 日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6 年第 2 期编辑培训班通知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培训计划，本会 2016年第 2期编辑业务培训班定于 2016年 8

月 28日至 9月 2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参加培训的人员经考核合格，可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统一印制的《结业证书》（40学时）。现将本次培训通知如下。 

1．培训对象：科技期刊和学报的主编、主任、编辑及其他人员。 

2．培训内容：期刊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论文编排格式，科技期刊的定位与评价，数字

出版，期刊国际化与影响力提升，版权与出版伦理，编辑职业发展与编辑学研究等。 

3．培训时间：培训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期间撰写 1 篇 2 000 字以上指

定选题范围的原创论文。其中 8月 28日报到，8 月 29日至 9月 1日授课，9月 2日提交论文并

撤离。培训论文电子版可发至 zhangtieming@bjfu.edu.cn（纸质版也可报到时提交）。论文选题

范围附后。 

4．培训地点：山东省烟台市东方海天酒店（烟台市莱山区海韵路 12号，0535-6888199）。 

烟台火车站距酒店 6 km左右，乘坐 10路公交车，到达财会培训中心，步行约 50 m，到达

终点；乘出租车约 15～20 元左右。烟台高铁南站距酒店 9 km 左右，可乘机场巴士到酒店停车

场；出租车费用 20～30元左右。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有机场巴士（4号线，30元）直接到酒店停

车场；乘出租车费用约 200元左右。 

5．请参会人员准备 1张近期 2英寸免冠照片以及按规定撰写的 2 000字以上原创论文 1篇，

不提交论文者不颁发结业证书。培训费、资料费、证书手续费等合计 2 3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住宿费 480元/天/标准间（2个床位）。培训费 2 300元/人请务必于培训前缴纳，缴纳

方式如下。 

1）银行转账。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海淀东区支行；开户行号：103100025059；户名：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账号：11-250501040011052。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AF%E6%8F%90%E5%89%8D%E5%8F%91%E8%87%B3zhangtieming@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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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邮局汇款。收款人地址：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0号北京科技大学期刊中心。收款人

姓名：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3）注意事项。银行转账或邮局汇款后请及时告知秘书处（cujs@ustb.edu.cn）。内容包括：

交费时间、XXX培训费、发票抬头、联系人电话等信息。发票统一在培训班开班时领取。 

6．请参加培训人员于 2016年 8月 15日前将回执（EXCEL表内容请完整填写）作为附件发

至邮箱 zhangtieming@bjfu.edu.cn，邮件将自动回复确认是否能参加培训。 

7．由于证书、床位数量限制，培训班报名额满即止。报名后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培训，

请尽快告知本会。未发回执且未收到本会 Email 确认的学员恕不接待。联系人：郑进宝(电话：

13661061860)。 

8．本次培训无参观考察活动。家属恕不接待。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6年 6月 25日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信息】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关于申报学会编辑学

研究基金资助课题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七届领导班子的工作计划以及

第七届第五次常务理事会的会议精神，为应对数字化出版的挑战，

进一步加强我会学术研究工作，提高编辑学研究水平，推动编辑学

学科建设，学术委员会拟于 2016 年 10 月在山西大学召开工作会议，

评审编辑学研究基金资助课题。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此次课题设置拟围绕编辑学理论与实践问题，重点突出当前编辑

学研究面临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申报课题可以是学会列出的

参考题，也可以在对学报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拟题目。 

(2)提倡联合攻关，合作申报课题。由申报主持人填写申报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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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后，报山西大学学术期刊社 王欢 老

师处（邮编：030006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王欢老师

联系电话：0351-7018311，邮箱：258160544@qq.com）。届时将由学

术委员会会议评审并由学会审核批准。 

(3)此次设重点资助课题 10 项左右、一般资助课题 35 项左右、立项

课题若干。对于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拟分别资助 5000 元、

2000 元的资料打印费，凡经审批通过的课题，由学会直接将课题资

助费寄课题主持人。立项课题经费自筹。 

(4)申报表务请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前寄出，过后不再受理。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2016年 6 月 12日 

 

友情提示：课题申报表（复印有效）、课题指南下载，请进                                                                              

http://www.cusjs.com/page/Default.asp?ID=757 查看。 

 

 

2016 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期刊编辑业务培训及

改革发展报告会通知 

 

为了促进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和学术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增进

http://www.cusjs.com/page/Default.asp?ID=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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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的学术研究、信息交流和继续教育，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决定举办“2016 年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暨高

校学报改革与发展前沿报告会”。培训会将举办两期，第一期拟于 8

月中旬举办，由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石家庄市西美金五

洲酒店有限公司协办。第二期拟于 11月中旬在福州举行，期间将举

办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青年编辑岗位技能大赛”。有关通

知另行发布。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2016年 6 月 23日 

具体内容请进 http://www.cusjs.com/page/Default.asp?ID=757 查看。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拟开展首届

“名栏工程”入选期刊评优活动 

 

自 2004 年教育部启动“名栏工程”以来，先后评选了 3 批共 65

家名栏入选期刊，有力地促进了高校社科期刊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

的提升。为了落实国家有关文化体制改革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

神和部署，检阅名栏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总结办刊办栏经验，经研

究并报请教育部社科司批准，决定于今年 7 月中下旬开展首届“名

栏工程”入选期刊评优活动，10 月中下旬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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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期刊认真阅读通知，按有关要求积极配合，把评优工作做细做好。

学会号召广大会员单位总结经验，肯定成绩，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为进一步全面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简讯二则（嘉兴学院周丽萍供稿） 

一． 为纪念中国高校学报诞生 110 周年，抒发学报同仁为我

国学报事业发展做贡献的情怀和感人故事，全国高等学校文

科学报研究会于 2016 年 1 月至 4 月举办“惜缘——我和学

报”征文竞赛活动。此项活动得到许多会员单位和个人的积

极响应，共收到征文稿 67 篇。由研究会相关领导和编辑委

员会部分成员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征文稿进行了认真阅读和

逐篇评议，共评出获奖作品 33 篇，其中金奖 5 篇、银奖 10

篇、铜奖 18 篇。我省《嘉兴学院学报》编辑部周丽萍同志

获铜奖。 

二． 为纪念中国高校学报创刊 110 周年，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

发展，2016 年 5 月 29 日，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主办，苏

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的，“中国高校学报 110周年纪念暨学术期刊

高峰论坛”在苏州大学本部红楼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全国的

期刊界、学术界、出版界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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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编协信息】 

华东编协 2016 年学术年会暨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在赣州召开 

（来自华东编协  创建日期 2016/6/1 王婧） 

 

 

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华东编协）2016年学术年会暨九届

五次常务理事会于 2016年 5月 10—13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康莱博国际酒店召开。 

5月 11日 8:30—8:50，华东编协九届五次理事会在酒店二楼子康厅举行。会议

由朱学春副理事长主持。赵惠祥理事长汇报了协会九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的情况，

并介绍了 2016年学术年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学报编辑论丛（第 22集）》优秀论

文的评选情况。 

9:00—11:30，华东编协 2016年学术年会在子康厅召开，来自华东地区各高校

科技期刊编辑部近 200名会员代表出席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朱学春副理事长主持。会议特别邀请了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邱廷

省教授致欢迎词，介绍了江西理工大学极富特色的学科建设情况；江西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报刊处严全胜处长介绍了江西省期刊发展概况及作为管理机构对学术期刊所

做的支持和扶持工作，同时也对期刊发展提出展望。 

大会报告和学术交流部分由曹雅坤副理事长主持。大会报告部分首先由赵惠祥

理事长做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 2015 年的工作总结及 2016年的工作展望，包

括会议组织、会员招募（截至 2015年底，本编辑协会已有 221种期刊，922名会员）、

《学报编辑论丛（第 22集）》的出版、2015 年华东编协优秀论文评选、华东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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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2016年的重点工作等。随后进行了优秀论文的颁奖仪式，由杜月英副理事长

宣读 2015年华东编协优秀论文获奖名单，在隆重的音乐声中，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

代表上台领奖。 

学术交流部分，由福州大学学报顾泉佩编审以“学报编辑杂谈”为题，结合自

己 30多年的学报编辑经历及对众多期刊的审读经验，娓娓道来，侃侃而谈，提出在

数字出版时代，有了更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报编辑不能仅仅停留在执行规范和标

准，更应该关注论文的学术质量和报道质量，应尽快从做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编辑走

向做一名学术层面的真正的责任编辑。为此，学报编辑不仅要把握好基本的业务素

质，还要紧跟时代发展，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更要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不

断提升个人素质。概括起来，学报编辑要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精于学习、勤于学

习。顾泉佩编审的报告反响热烈，所提出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

鸣。 

5月 11日下午及 12日，与会代表就学术期刊评价的新动向、学术期刊的媒体融

合趋势以及新的编校标准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开展了自由交流。 

本次会议得到江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大会

各项议程得以顺利进行。全体与会会员对他们热情、周到的安排和服务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国科协 财政部 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关于继续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的通知 
2016 年 06 月 22 日 

      

 

   科协发学字〔2016〕65 号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有关直属单位，中国科学院院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中国工程院学术与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各中央报刊主管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进一步促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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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提升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能力，增强科技期刊服务创新能力，中国科协、 

协  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决定继续共同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力  提升计划。现将期刊影响力计划第二期项目（2016-2018）2016 年度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设置 

  本计划采取“以奖代补、定额资助”的形式，共设置 A、B、C、D 四类支持项目，具体内容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附

件 1）。 

  二、申报条件 

A、B、C 类面向有 CN 号、连续出版 3 期以上的英文科技期刊；D 类面向符合《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 

理规定》要求的期刊主办单位。 

  三、申报流程 

1.申报期刊注册并登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期刊重点项目管理数字平台——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专项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网址为 http://58.250.204.14:9407/egrantweb/，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申报 

项目，填报相关信息。 

  2.申报期刊主办单位注册并登陆管理平台，对申报期刊材料进行审核。 

  3.期刊影响力计划办公室对经主办单位审核的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 

4.审核通过的申报期刊获得申报资格，须向期刊影响力计划办公室提供纸质申报材料，所报送材料如无特殊说明， 

均需报送一份。所有材料一律用 A4 文本打印。 

  四、申报材料 

  1.A、B、C 类项目申报材料 

  （1）由主要主办单位出具正式报送函（报送函抬头写“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办公室”）； 

  （2）《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申报书》（通过管理平台打印后加盖公章，详见附件 2）； 

  （3）2015 年出版的样刊 1 套； 

  （4）期刊出版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其他有利于申请立项的材料。 

  2.D 类项目申报材料 

  （1）由主要主办单位出具正式报送函（报送函抬头写“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办公室”）； 

  （2）《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申报书》（通过管理平台打印后加盖公章，详见附件 2）； 

  （3）其他主办单位同意文件（多家主办单位需提供，可在报送函或申报书上加盖公章）； 



 

 31 

  （4）出版单位报拟创办期刊的主要主办单位的请示文件（拟新成立期刊出版单位不提供）； 

  （5）出版单位的出版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拟新成立期刊出版单位不提供）； 

（6）主办单位、主管单位法人证明文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机关法人证明文件）； 

  （7）出版单位法人证明文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8）主要主办单位、主管单位的国有资产证明文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机关法人不提供）； 

  （9）出版单位同主要主办单位、主管单位隶属关系或出资关系的证明材料（拟新成立期刊出版单位不提供）； 

  （10）《期刊出版申请表》（通过管理平台打印）； 

  （11）拟任出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中级以上）； 

  （12）编辑出版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至少 3 人，其中 2 人中级以上）； 

  （13）工作场所使用证明文件复印件（租赁合同或自有产权证书）； 

  （14）其他有利于申请立项的材料。 

  五、其他 

1.《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申报书》最后一页申报诚信声明页必须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不可 

以签名章代替。 

2.申报项目的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确保材料的真实性，不得谎报、编造业绩， 

如查出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评审资格及下一周期申报资格。相关申报材料将视情向社会公布。 

3.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专项管理平台系统开放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0 日，请在此期间填 

写申报信息。 

4.纸质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至 20 日。请按照申报要求将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国科协学会 

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86 号东 501 室，100081），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一经收取，恕不退还。 

   

  申报咨询方式：                             

  中国科协                                     教 育 部 

  联 系 人：许冰  赵勣                          联 系 人：李人杰 

  联系电话：010-62132403，68581259              联系电话：010-66096358 

  传    真：010-62128879                          传    真：010-6602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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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科学院 

  联 系 人：王琰琰                               联 系 人：金建辉 

  联系电话：010-83138967                         联系电话：010-68597596 

  传    真：010-83138291                          传    真：010-68597564 

   

   中国工程院             

  联 系 人：姬学 

  联系电话：010-59300186 

  传    真：010-59300289 

   

  材料报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许冰 

  联系电话：010-62132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