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网络会讯 

 

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编辑      2016年 11月 4日 第 4期（总 第 26期） 

 
                                                                                                          

目    次 

 

【会员活动巡览】 

□ 省期刊协会高校学报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在绍兴举行 

□ 《丝绸》创刊一甲子，记录“丝路”60 年 

□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换届大会成功举行 

 

【获奖信息】 

□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浙江省入选 18 种 

□ 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2014-2016 年度优秀期刊”入围 17 种 

□ 关于公布“浙江省期刊编校知识竞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 浙江省 5种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近期重要活动资讯】 

□ 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首届联合年会暨期刊发展论坛通知 

□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组织开展首届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浙江赛区初赛



 

 2 

的通知 

□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 20次年会通知 

□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关于收取会费的通知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快讯】 

□ 教育部名栏建设研讨会暨首届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培训通知】 

□ 第 49 期全国重要科技类期刊社主编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主  办：学会秘书处      本期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地 址：310028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浙大出版社期刊中心 0571-88272803  E-mail: 

shoucaili@zju.edu.cn 

        311121 杭州余杭塘路 2318 号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0571-28865872  E-mail: 

wangxy419@126.com 

 

mailto:shoucaili@zju.edu.cn


 

 3 

【会员活动巡览】 

省期刊协会高校学报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在绍兴举行 

 
为落实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知精神，浙江

省期刊协会高校学报工作委员会于 2016年 8月 18日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召

开了工作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葛慧君同志《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过

讨论研究，确定了我省参加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理事单位名单，并对各会员单位撰

写有关学术论文和推荐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年的相关人选等事宜做了布置。 

    会议由浙江大学学报执行总编徐枫主持，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

长方岩等出席了会议。浙江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宁波大学学报、杭州师

范大学学报、浙江警察学院学报、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嘉兴学院学报、浙江工商大

学学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浙江省委党校学报、台州学院学报、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等 12家省内期刊被推荐为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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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供稿） 

 

 

 

《丝绸》创刊一甲子，记录“丝路”60 年 

六十次春秋的更替，六十载辛勤的努力。《丝绸》创刊一甲子，记录丝路六十年。

2016年 10月 15日，由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办，《丝

绸》杂志社、浙江理工大学丝绸技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丝绸》创刊 60周年纪

念活动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十五届中央委员、原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中国丝绸协会杨永元会长、浙江理工大学陈文兴校长、中国

丝绸协会钱有清副会长、浙江理工大学陈文华副校长等领导出席庆典。此外，还有

来自国内外丝绸研究机构、各省市丝绸行业协会、丝绸行业企业、丝绸保护检测单

位、纺织高校及期刊等的 120余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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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 60周年之际，正值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之机，行业迫切需要总

结发展经验，规划发展路径。近半年来，《丝绸》杂志邀请了业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对

丝绸行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丝绸行业管理专家钱同源先

生、四川省丝绸协会陈祥平会长、江苏丝绸协会罗永平监事长、杭州市丝绸文化研

究中心费建明理事长、丝绸国礼大师李加林教授、武汉纺织大学李建强教授等纷纷

给杂志投稿，部分文章前期网络发表之后，在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丝绸》创刊 60周年之际，杂志社对老丝绸人——丝绸之路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凌兰芳先生和 80后新丝绸人——达利（中国）集团总经理林典誉先生进

行了专访。新老丝绸人对丝绸的不同理解和感受也为大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丝绸人

对行业发展的信心。在 60周年庆典之际，这些文章被系统地整理成册，出版了《丝

绸》60周年纪念专刊，并在 60周年庆典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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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丝绸》杂志成立 60周年之际，杂志社认真梳理了历史资料，整理了《丝绸》

历史档案，建立了丝绸 60年技术文化资料库。《丝绸》60年全文数据库包含了从 1956

年至 2016年《丝绸》杂志刊登的 1万余篇文章或信息，其中部分文章和信息为首次

数字化。内容围绕丝绸特色进行展开，涵盖了蚕桑种养、纺纱制丝、生产织造、面

料开发、服装设计、历史文化、生产管理等领域。该数据库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中

国丝绸科技与文化的状态，也见证了中国丝绸行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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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60周年庆典之时，《丝绸》杂志的主管主办单位对 28名“《丝绸》杂志突出

贡献奖”、15名“《丝绸》杂志优秀审稿专家”和 10名“《丝绸》杂志高影响力作者”

分别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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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60周年纪念活动当天，与会领导与嘉宾对丝绸行业与产业的发展历史

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进行了探讨：舒惠国部长提出丝绸是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也

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行业，同时还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产业，希望《丝绸》杂志今后继

续发挥行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姚穆院士非常关心《丝绸》杂志的发展，并对杂志

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杂志能够坚持丝绸纺织的特色，振兴中国纺织行业；

钱同源先生回顾了自己在浙江丝绸科技情报服务站时办《丝绸》杂志的历史与经历，

并对杂志的发展表示肯定；国际丝绸联盟主席李继林先生祝贺《丝绸》杂志创刊 60

周年，并希望今后《丝绸》杂志能够更好地发挥行业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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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也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骄傲。正如主持

人所说的“六十年栉风沐雨，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共谱华章，心系丝绸、胸怀

天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丝绸》杂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丝绸行业发展的兴

衰，为促进丝绸行业的科技进步和推动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丝绸》将

继续坚持创刊时“严谨、求实、研究、水平”的办刊理念，继续为促进丝绸学科和

行业进步服务。 

 

 

作者与来源：文/李启正；图/宣晨、李广清、马昕、祝莹、陈和榜 

《丝绸》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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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换届大会成功举行 

 

 
 

     10 月 27 日，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换届选举大会在绍兴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选举鲁越青

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孔宝根、蒋燕为副理事长，聘请方岩、寿彩丽

为研究会顾问，聘请高利华为名誉理事长。 

绍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旨在团结绍

兴市高校学报编辑工作者，加强学报编辑部之间、学报编辑部和审阅专

家之间、学报编辑部与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联系，共同提高刊

物水平和质量，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成立四年来，研究会积极搭建学

报科研平台，通过承办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等活动，扩大学报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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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同时积极开展学术专题讲座、论文写作规范指导等活动，服

务科研、教师、教学，加强了研究会理事单位之间、省内外同行之间的

学习交流。 

省学报研究会方岩理事长、寿彩丽副理事长出席了会议，并对第一

届理事会的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对换届大会的成功举行和新一届理事

会的当选表示了热烈祝贺。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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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信息】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浙江省入选 18 种 

 

按照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遴选方案，经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常务理事会议审定，共选出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 20种、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104种、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 254种、中国高校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 69种。

浙江省入选 18种，名单如下： 

 

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1 种）：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 辑：应用物理与工程 

 

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5 种）：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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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版）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9 种）： 

工程设计学报 

肝胆胰外科杂志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健康研究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丝绸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中国高校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3 种）：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中国计量大学学报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方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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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2014-2016 年度优秀期刊”我会入围 17种 

 

特等奖  

中国水稻科学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B辑：生物医学与生物技术  科学 24小时  

国际肝胆胰疾病杂志（英文版）  水处理技术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茶叶科学  

 

一等奖  

新型建筑材料       环境污染与防治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今日科技  丝绸  Rice Science  浙江农业学报  工程设计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中国稻米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海洋学研究  大坝与安全  

 

二等奖 

护理与康复    实用肿瘤杂志     健康博览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中国肿瘤    机电工程    现代纺织技术  

杭州科技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海相油气地质   轻工机械   新农村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高校应用数学学报  中国茶叶加工  现代实用医学  

浙江农业科学  

 

特色奖  

浙江创伤外科         食药用菌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心脑血管病防治     浙江医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浙江中医杂志    照相机    现代农机     现代城市 

肿瘤学杂志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肝胆胰外科杂志     浙江预防医学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周红兵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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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浙江省期刊编校知识竞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期刊社（编辑部）： 

根据浙江省期刊协会 2016 年工作安排，“浙江省期刊编校知

识竞赛”已圆满结束。竞赛内容为纠正期刊编辑中常见的文字性、

逻辑性、知识性差错，以及数字用法、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版

式体例等方面的规范性差错；竞赛题型为选择题、改错题、编校

实务题。参赛人员发挥日常积累，严守赛场纪律，展示了我省期

刊编校工作者的业务水准和精神风貌。 

现将“浙江省期刊编校知识竞赛”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一等奖 5 名 

浙江教学月刊社巫作猛、浙江大学期刊中心於国娟、浙江大

学期刊中心陈园、浙江考试柴婉飞、家庭教育杨希 

二等奖 10 名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郑辛甜、家庭教育冯永平、小学生时代李

乾坤、浙江教学月刊社方龙云、浙江大学期刊中心金蕾、家庭教

育何彩琰、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周梦烨、浙江教学月刊社戴立波、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龚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王海雷 

三等奖 15 名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曹粤锋、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毛红霞、浙江

教学月刊社陆姹妮、浙江教学月刊社陈玉赛、浙江教学月刊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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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瑾、丽水学院学报时艳钗、浙江树人大学学报陈维君、家庭教

育陈益民、浙江教学月刊社张炳栩、小学生时代陈倩、浙江艺术

职业学院学报李宁、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刘双庆、浙江省期刊总社

陈婷婷、浙江教学月刊社李益、浙江省期刊总社王凌晖、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程勇、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黄向苗、浙江大学

期刊中心洪寒梅、职业教育陈艳、中国茶叶李书魁、中学生天地

史申 

上述获奖人员协会将颁发证书，予以表彰。建议各期刊出版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励。希望获奖人员再接再厉，不断

提升业务水平。全省期刊工作者要坚持学习业务知识，努力提高

编校技能，为做大、做优、做强浙江期刊共同努力。 

 

浙江省期刊协会 

2016 年 8 月 30日 

 

我省 FITEE, WJP, RS, FQS, WJEM 

入选 2016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8 月 8 日，2016 年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入选名单正式公布，浙江

大学出版社 Fronti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lectronic Engineering（信息与电子

工程前沿），World Journal of Pediatrics（世界儿科杂志），Rice Science（水稻科学），

新刊 Food Quality and Safety（食品质量与安全），World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世界急诊医学杂志）五种期刊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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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由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实施，目的是引导一批重要学科领域

的英文科技期刊提升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使其在同类期刊中的国际排名进入前

列，以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支持创办一批代表我国前沿学科、优势学

科或填补国内学科空白的英文科技期刊，初步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一

流科技期刊群，增强科技期刊服务创新的能力。在该计划资助项目中，A、B、C 类

面向有 CN 号、连续出版 3 期以上的英文科技期刊，资助金额分别为 200 万元/年、

100 万元/年和 50 万元/年，一次评审确定，连续资助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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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金额为 50 万元，每年遴

选一次。 

项目通知发布以来，引起了科技界和期刊界的高度重视，符合申报条件的英文

科技期刊积极申报，全国申报期刊共计 267 种（其中，新创办期刊 70 种）。包括 26

位院士在内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作为申报期刊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队参加陈述

答辩。 

通过专家委员会评审及学术影响力指标定量计分，最终遴选出 A 类项目 15 项，

B 类项目 40 项，C 类项目 50 项，D 类创刊项目 20 项。 

Fronti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lectronic Engineering（信息与电子工程前

沿）由中国工程院与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是中国工程院院刊。该刊主管单位为中国

工程院，出版单位为浙江大学出版社。该刊目前已被 SCI-E, Ei-Compendex, DBLP, IC, 

Scopus, JST, CSA 等多个数据库收录。2015 年影响因子为 0.339。 

World Journal of Pediatrics（世界儿科杂志）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主

办，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于 2005 年创刊，目前已被 SCI-E, MedLine/PubMed, 

Scopus, EMBASE,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等多个数据库收录。该刊 2015

年影响因子为 1.025，位居 SCI Q3 区，已连续六年位居亚洲同类期刊第一。 

Rice Science（水稻科学）由中国水稻研究院主办，主管单位为农业部。该刊于

1990 年创刊，目前已被 CABI, Scopus, Web of Science 等多个数据库收录。 

Food Quality and Safety（食品质量与安全）由浙江大学创办，主管单位为教育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058/6497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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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出版单位为浙江大学出版社。该刊邀请我国农生领域著名学者、浙江大学科学

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昆松教授（博士）和法兰西学院院士 Dr. Mondher Bouzayen 共同

担任主编，组建的编委包括有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

国际知名学者，有力地保证了该刊的国际一流水平。该刊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此

类学术期刊领域的出版空白，对提升我国在食品安全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将产生重大

的意义。目前，该刊已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将通过牛津大学出

版社的平台实施该刊的海外发行，扩大海外影响力。 

World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世界急诊医学杂志）创建于 2010 年 6 月，

是由浙江大学主办的国内急诊医学唯一全英文期刊。WJEM 邀请来自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家，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

专家，以及中国大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的教授组成专业水平一

流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编委会，由来自中国的王建安教授、美国的 Susan M. Briggs

教授和美国的 Steven M. Dubinett 教授联合担任主编。目前已被美国化学文章（CA）、

荷兰文摘（EM）、俄罗斯 VINITI database 等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收录。 

 
 

 

 

 

 

 

 

 

 

 

 

 

 

 

 

                                       （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夏添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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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要活动资讯】 

 

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首届联合年会 

暨期刊发展论坛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发挥高校学报研究会服务功能，推动学报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加强苏

浙两省期刊界交流互动，不断提高两省学报办刊水平，提高期刊核心竞争力，浙江、

江苏两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拟于 2016年 12月初在江苏淮安联合举办年会暨期刊发展

论坛，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主题：学术期刊的价值与社会发展。 

2．会议时间：12月 1-3日。 

3．会议地点：江苏省淮安市翔宇大道 156号神旺大酒店。 

   市区建议线路：淮安汽车南站可乘坐 35路公交至中级法院站 

                 淮安汽车北站及火车站可乘坐 52路公交至中级法院站 

                 涟水机场可乘坐机场大巴至终点万达嘉华酒店（步行到神

旺大酒店大约需要 8-10分钟） 

4．会议议程： 

（1）12月 1日 9:00-22:00,会议代表报到;19:30,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研究会

常务理事会，江苏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 

（2）12月 2日 8：30-11：30，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14：30-17：00，大

会主题交流。 

（3）12月 3日 9：00-11：30 ，分组交流；下午，离会。 

5．与会人员：参会代表为学会常务理事、理事、各会员单位代表及提交论文

者。 

6.会议征文：欢迎各会员单位围绕会议主题组织论文撰写和推荐，并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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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前将参会论文（已发表过的论文或摘要亦可）发至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胡

晓雯电子邮箱，以便会务组及时整理、汇总成册。 

7.会议须知：会务费 600元/每人，食宿费用自理。 

8.回执反馈：请未提交参会回执的代表，于 11月 20日前将回执发至会务组胡

晓雯邮箱，以便会务组及时做好会务安排和接待工作。 

会务组联系人 

孙义清：yiqing202@163.com, 13605236389； 

蒋海龙：jhl555@263.net,     13511557028； 

胡晓雯：149859337@qq.com, 13770493305。 

 

苏浙高校学报研究会首届联合年会暨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会务组 

                                  2016年 11月 6日 

 

 

 

 

 

会议回执 

姓名  职称/职务  

拟提交论文题目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微信号码  QQ 号码  

工作单位  

是否住单间 单间                     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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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组织开展首届 

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浙江赛区初赛的通知 

 

各报刊单位：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关于举办首届全国报

刊编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新广人教〔2016〕382 号）精神，经

研究，决定开展首届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浙江赛区初赛。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及方式 

参赛对象为全省报刊单位及所属子报子刊、所属互联网新

媒体平台，参赛方式为团体赛。 

每个参赛团队由 2 名参赛选手组成。参赛选手须具有新闻

采编从业资格证、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或是从业一年（含）

以上的在职在岗的编辑、校对人员。 

二、竞赛内容 

大赛以《编校质量常用标准规范》、新版《标点符号用法》

等技术文件为基础，结合工作实际增加时事政治、法规常识、

语文基础知识、编辑基础知识、校对基础知识、编校技能操作

等内容，主要考查编校人员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水平。 

初赛试题由大赛组委会命题组统一制定。 

三、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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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为笔试，决赛

为综合知识竞赛。各省赛区第一名的参赛团队，获得参加决赛

资格。 

（二）浙江赛区初赛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省报业协

会、省期刊协会共同承办。报纸参赛团队向省报业协会报名，

期刊参赛团队向省期刊协会报名。 

所有参赛团队需填写《首届全国报刊编校大赛报名表》（见

附件），加盖本单位人事部门公章或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公章并注

明“同意参赛”，同时提供资格证或劳动合同复印件。上述材料

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分别提交至省报业协会和省期刊协会

（报名表请先发电子邮件，再快递或传真补交盖章纸质原件）。 

（三）初赛比赛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决赛由大赛组委会

组织，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四、奖项设置 

初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由省局向获奖团队

颁发证书。 

初赛纳入省局人才培养规划，对参加初赛的选手视同参加

当年继续教育培训。 

五、联系方式 

（一）省报业协会联系人：李艺潇 

联系电话：0571-85310787 

电子邮箱：1735429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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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邮编：310039 

（二）省期刊协会联系人：贾仁亨 

联系电话：0571-85108805 

电子邮箱：zjqkxh@163.com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附件：首届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报名表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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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关于召开第 20 次年会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 20 次年会定于 2016 年 11 月 21—23 日

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年会主要内容有：1）发布“2016年度中国高校杰

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遴选

结果；2）召开七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和七届三次理事会议；3）组织所

有参会代表参加本会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

协会、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2016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 

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1 月 22 日 19：00—21：00，召开七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请常务

理事留意 QQ 群有关信息）； 

11 月 23 日 13：00—13：30，召开七届三次理事会议（请理事留意

QQ 群有关信息）； 

11 月 23 日 13：30—15：00，举行“2016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

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遴选结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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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入选期刊编辑部请留意 6—7 月份发送《参选申报表》时所用的邮

箱）。 

请参加以上活动的代表将第 20 次年会参会回执（附件 1）发送至

cujs2016@sfsoftware.cn。 

以上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请见附件 2。 

 特别提示：本会第 20 次年会与“2016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同期举

行，敬请留意《2016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议程邀请函》的有关安排（特

别是住宿和用餐）以及《2016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议程》（附件 3）

（附件 3 已在本会网站、微信、CUJS 会员 QQ 群发布）。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6 年 10 月 24 日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未 来 论 坛 

尊敬的编辑部负责老师， 

      2015 年 12 月 18日-19 日，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以“数字化、国际化、知识服务化”为主题，首次联合举办

了“2015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全国学术期刊界 2100 多人参加了论坛。 

mailto:%E5%8F%91%E9%80%81%E8%87%B3cujs2016@sfsoftware.cn
mailto:%E5%8F%91%E9%80%81%E8%87%B3cujs2016@sfsoftwar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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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述主办单位协商，今年的“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定于2016年11月22-23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以“转型、融合、发展——学术期刊服务创新”为主

题，同期发布《2016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报告》，在 23 日还将按照学术期刊

的质量把关与学术评价、学术引领与导向作用、出版定位与创新服务、融合发展与

集约化经营、国际化战略与运行模式、学术出版伦理规范设置了六个专题论坛，邀

请了数十位专家和领军人物演讲，并为感兴趣的期刊提供了“期刊评价指标解读与

办刊决策服务”专场报告会。详见附件邀请函及论坛详细议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尽兴交流。 

    论坛由同方知网承办，会议期间为每家编辑部承担 1 人在北京会议中心的住宿

费，其他与会人员住宿费自理。会务组统一提供就餐，交通费自理。热诚邀请贵刊

主要负责同志拨冗出席。此次会议报名有如下两种方式： 

1. 网页报名 请点击链接地址：http://form.mikecrm.com/LeCn1t   

2. 纸质传真 传真号码：010-627918173、 邮件回复 zlgl@cnki.net   

 

为便于会务接待，请您于 11 月 10 日前通过上述方式反馈回执信息 

http://form.mikecrm.com/LeCn1t
mailto:zlgl@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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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关于收取会费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 

  根据本会第 7次会员代表大会有关精神，按照章程规定，本会决定自本通知下

发之日起，收取第 7届理事会任期（2015—2019年）内的会费。现将有关缴费办法

通知如下。 

  1）收取会费是落实国家有关社团管理部门文件精神，保证本会经费基本来源，

正常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更好地为广大会员服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请各单位会

员积极配合，尽早足额交纳。 

  2）本会会费现按“单位会员”收取。如果 1所学校有 2个及以上单位会员（不

同刊物或学报不同文种版本等），按实际单位数 1种期刊交纳 1份会费。会员参加

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评奖、各种会议等），将以会费交纳情况作为参加资格的条

件之一。 

  3）普通单位会员、理事所在单位会员、常务理事所在单位会员会费标准见通知

附件。本次需交纳 2015—2019年 5年的会费，请尽量一次交清。 

  4）本通知根据本会《会员通讯录》发放。如有错误或对会费交纳有疑问，请及

时与本会秘书处联系。如遇单位会员名称变化，或有新单位加入本会，请及时与组

织委员会及秘书处联系。会员可在研究会网站（www.cujs.com）查阅本单位交纳会

费情况。 

  5）交费方式有银行转账和邮局汇款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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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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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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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日期，××期刊 2015—2019 年度会费，开具发票的抬头，发票的邮

寄地址，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 

   秘书处联系人：佟建国；通信地址：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0号北京科

技大学期刊中心；电话：010-62334776。 

  组织委员会联系人：曾桂芳；通信地址：100083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8号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电话：010-82801551；

E-mail: zengguifang@bjmu.edu.cn。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年 9月 10日 

http://www.cujs.com/
mailto:cujs@ust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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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费收取标准 

1）普通单位会员：300元/年； 

2）理事所在单位会员：500/年； 

3）常务理事所在单位会员：2000元/年 

4）个人会员暂不收取会费。 

5）根据《科技期刊集体入会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3种以内（含 3种）的期刊，

每刊 300元/年，第 4到第 10种期刊，每刊 200元/年；第 11到第 20种期刊，每刊

150元/年；多于 20 种期刊的，由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确定。集体入会会费必须

统一交纳。 

6）常务理事（或理事）所在单位如果多于 1种期刊，则其中 1种期刊交纳 2000元/

年（或 500元/年），其余各刊按普通单位会员交费。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信息】 

教育部名栏建设研讨会暨首届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为了落实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检阅名栏建设所取得的成

绩，更好地总结办刊、办栏经验，表彰、鼓励成绩突出者，在教育部社

会科学司的指导下，教育部“名栏工程”入选期刊联络中心于10月28-30

日在北京联合大学召开了“导向•特色•创新——教育部名栏建设研讨会

暨首届颁奖大会”。开幕式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出版处处长

田敬诚、中宣部出版局期刊处副处长杨震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

闻报刊司报刊处处长卓宏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出席大会并致辞。会上，6 位专家学者围绕

大会主题：导向•特色•创新交流了办刊、办栏经验。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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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刘曙光作总结陈词。 

此次评奖活动启动于今年 5 月，这是自 2004 年“名栏工程”启动

以来的首届评奖活动。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组织设立了

15-17人的总评委会，采取自愿申报、会议评审、统一评分、专家讨论，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选出名栏建设成就奖 11 家，名栏建设优

秀奖 25 家，名栏建设优秀主编奖 11 名，名栏优秀责任编辑奖 29 名，

名栏优秀论文奖 23 篇，名栏研究优秀论著奖 6 项，名栏建设工作优秀

组织奖 5家。颁奖现场机器人协助颁奖嘉宾颁奖也成为会场的一个亮点。 

我省《嘉兴学院学报》和《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分别获得了名栏建

设优秀奖、名栏优秀责任编辑奖、名栏优秀论文奖和名栏建设工作优秀

组织奖。《浙江树人大学学报》还获得名栏研究优秀论著奖。 

                              

 (嘉兴学院学报编辑部周丽萍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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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通知】 

关于举办第 40 期全国地市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 

第 49 期全国重要科技类期刊社主编 

第 41 期中央单位在京科技类期刊社主编 

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新教培〔2016〕9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人事处，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人事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出版单位主管

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根据《关于在出版行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

规定》和《新闻出版行业领导岗位持证上岗实施办法》的要求，

按照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6 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新闻出版总

署教育培训中心定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办第

40 期全国地市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第 49 期全国重要科技类

期刊主编、第 41 期中央单位在京科技类期刊主编暨贯彻落实习

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专题学习岗位培训班。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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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人员 

（一）尚未参加过全国地市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

班或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已满 5 年的报社社长、总编辑

（均含副职）及相应职务的人员。 

（二）尚未参加过科技类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或取得《岗

位培训合格证书》已满 5 年的期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编

辑部主任（均含副职）及相应职务的人员（不含内部刊物）。 

（三）有关报刊拟任上述职务人员报名时，应附上级主管

人事部门有关证明材料。 

（四）参加培训人员应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完成学习任务。 

二、培训内容和形式 

培训内容：1．当前新闻报刊业的形势与任务；2．新闻出

版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3．报刊经营管理；4. 媒体融合

与转型升级；5.报刊社改革发展及管理经验介绍等。 

培训形式:以课堂讲授、个人自学、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进

行，培训期间将组织学员交流工作经验并对培训内容进行考试

和撰写学习小结等。 

三、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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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人事处，

新疆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人事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做好学员的选派工作, 中央单位报刊社可直接报名。 

（二）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请登录新闻出版总署教

育培训中心网站的《培训信息》栏目(网址：

www.gappedu.gov.cn )。 

（三）本期三个班计划培训 200 人（其中报社班 70 人，期

刊班 130 人）,报名从速，额满为止。 

联系电话：010-68003811，68002702—8820、8800 

联 系 人：  赵静  郭艳红  李惟佳 

四、报到 

报到地点：北京市昌平区西三旗枫丹丽舍西路 1 号北京住

总国际温泉酒店(由北京爱陌客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报到时间：2016 年 12 月 5 日（13:00—18:00）    

报到地点联系电话：（010）82583496  82583497 

报到地点交通路线请见附图 

报到时请带：①本人身份证、近期免冠 2 寸照片 2 张、名

片 1 张；②报名表原件（参加培训人员的报名表必须加盖本单

位公章和上级主管或主办部门的公章）;③本社有代表性的报纸

或期刊 1～2 份，学习期间举办报刊观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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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费用 

（一）免交培训费。 

（二）食宿费自理。双人间每人每天 290 元（根据房源可

适当安排包间，包间每人每天 440 元）。 

（三）培训地点有游泳馆、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活动

项目费用自理。房间内可上网，请自备电脑。 

（四）培训班计划在 12 月 16 日（周五）午饭后结束。 

六、结业 

凡学完岗位培训要求的课程、考核合格并完成学习小结者，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凡缺勤

超过一天或考试成绩不合格或未交培训小结者，不予发证。 

  

附件：1.学员报名登记表.doc 

     2.报到地点交通示意图.docx 

                         

        总局研修学院（培训中心） 

 2016 年 10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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