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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纪要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8 月 1 日在黑
龙江省大庆市召开。35 位常务理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确定第 19 次年会主题为“媒体融合与高校科技期刊的转型发展”。
针对如何维护研究会评优的品牌、进一步提高各奖项的影响力，与会常务理事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确定双年份由研究会组织评优、单年份由各委员会组织评优的评比制度。
会议讨论了部分单位提出的期刊集体入会、非高校主办期刊及高校承办期刊的会员资
格等问题。常务理事们认为，期刊集体入会有利于研究会发展会员、方便单位会员交纳会
费，应积极考虑。会议责成组织委员会起草有关管理办法，在常务理事 QQ 群里再充分讨
论。高校承办期刊申请入会，要以期刊版权页有关信息为依据。非高校主办、但属于教育
行政部门主管的期刊申请入会，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由常务理事在 QQ 群单议。会议还确
定各专业委员会和研究会理事会的任期做到基本同步。
各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了 2015 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颜帅理事长总
结了上半年研究会的工作，明确了下半年的任务。

科技期刊集体入会管理暂行办法
2015-09-07
第一条 集体入会的含义：某单位(学校、出版社、期刊社等等) 2 种以上(含种)的期刊
同时用一份公函提出加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下称本团体)的申请。
第二条 集体入会的期刊申请加入本团体并成为会员，必须拥护本团体的章程；教育
部、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等主管、主办的科技期刊申请加入本会，须经常务理事会专门
审议。
第三条 集体申请加入本团体的程序是：
(一)单刊填写《单位会员登记表》(可从 www.cujs.com 下载)，集体提交。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四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如果 1 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的，
视为自动退会。
第五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团体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
以除名。
第六条 会费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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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所在期刊交纳会费按本届研究会的相关
规定执行。
第八条 学校、出版社、期刊社等单位已有多于 3 种(不含)期刊是本团体会员的，统
一交纳本届(2015—2019)会费可按本办法第六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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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医学期刊官网
进行认证和置顶的协调函(附 216 家医学期刊官方网址)
百度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期刊是展示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最新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
的科技期刊投稿方式很多是采用网站投稿，但这块学术净土也被一些不法分子所觊觎并假
冒。他们利用投稿作者习惯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检索获得科技期刊网站（网址）进行投稿
的特点，通过各种方式将假冒网站排到前面，让作者难辨真假。这些虚假网站以期刊社（编
辑部）的名义，开设投稿端口、设立投稿邮箱，并向投稿作者收取和诈骗审稿费、版面费
等费用。这些行为不仅给广大的作者造成了经济损失，同时造成了期刊的稿源流失，严重
扰乱了我国科技期刊的正常发展，损害了科技期刊甚至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声誉。
最近，贵公司与中消协、中调协联合发起推出的百度保障，努力致力于打造放心搜索、
有保障的搜索环境。用户在登录百度账户状态下，在百度搜索结果中点击百度保障范围内
网站，因假冒官网、资质或钓鱼欺诈而蒙受经济损失，可向百度申请保障。但我们发现，
恰恰是我们检索出来的假冒网站就有百度保障的图标，且有百度推广的图标，这使得受骗
者更易上当，而最终还是难以索赔，也使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对百度搜索引擎的可信度提出
质疑。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代表 200 多家医学会员期刊就“关于在
百度搜索网页中频繁出现假冒高校医学期刊网站置顶的事宜”特向贵公司致协调函。为了
给科技期刊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也为了贵公司的声誉，希望贵公司恪守国家互联网信息
相关审核制度，对假冒网站进行有效审核并阻止，协同我会及会员期刊单位清除网上相关
虚假信息。同时为了避免更多作者在百度网页搜索中置顶的假网站上当受骗，现将本会
200 多家医学期刊的名称和官网网址（见附表）抄送贵公司，希望百度搜索引擎将这些正
规官网放在搜索结果的置顶位置，或通过本会授权和认证的“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
（http://www.jcme.org.cn）
”中的会员期刊链接进入各期刊官方网站。
欢迎贵公司与我会共同创造良好的高校科技期刊互联网环境！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09-30
附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及 216 家医学期刊官网网址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http://www.cujs.com
http://www.jcme.org.cn
http://www.aydx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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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蚌埠医学院学报
包头医学院学报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长治医学院学报
成都医学院学报
承德医学院学报
川北医学院学报
创伤外科杂志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大连医科大学学报
大理学院学报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腹腔镜外科杂志
分子影像学杂志
分子诊断与治疗杂志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复旦学报（医学版）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肝胆外科杂志
肝胆胰外科杂志
赣南医学院学报
广东药学院学报
广东医学院学报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贵阳医学院学报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
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
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
海南医学院学报

http://xuebao.ahtcm.edu.cn
http://xuebao.bbmc.edu.cn
http://www.btmc.cn
http://www.baojianyixue.com.cn
http://xuebao.bjmu.edu.cn
http://manu13.magtech.com.cn/cczyy/CN/
volumn/current.shtml
http://xuebao.czmc.com
http://cdyu.cbpt.cnki.net
http://xuebao.cdmc.edu.cn
http://noth.cbpt.cnki.net
http://cswk.paperopen.com
http://cyxb.alljournals.ac.cn
http://dlykdx.cnjournals.net
http://118.145.16.228:8080/jwk_dlxyyx/CN/
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ddxbyxb.cn
http://aammt.tmmu.edu.cn
http://www.ajsmmu.cn
http://fqjw.cbpt.cnki.net
http://www.j-fzyx.com
http://yxyq.cbpt.cnki.net
http://fjykdxxb.paperopen.com
http://jms.fudan.edu.cn
http://gszyxyxb.gszy.edu.cn
http://www.gandanwaike.com
http://gdy.qk.wmu.edu.cn
http://gnyx.chinajournal.net.cn
http://branch.gdpu.edu.cn/xuebao
http://gdy.gdmc.edu.cn/xuebao
http://gszb.chinajournal.net.cn
http://xbbjb.gmc.edu.cn
http://xuebao.gyctcm.edu.cn
http://www.gjkqyxzz.cn
http://www.jinn.org.cn
http://gwyx.xjtu.edu.cn
http://jhmu.paperopen.com
http://hnyy.cbpt.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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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河南外科学杂志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医学版）
湖北医药学院学报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湖北中医杂志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护理学报
护理学杂志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华西药学杂志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吉林中医药
暨南大学学报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江西中医药
交通医学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解放军护理杂志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局解手术学杂志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口腔生物医学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研究
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辽宁医学院学报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kfyz.chinajournal.net.cn
http://hkdyxb.cbpt.cnki.net
http://hlwk.cbpt.cnki.net
http://xnyb.chinajournal.net.cn
http://yyyx.cbpt.cnki.net
http://hbzyy.cnjournals.com
http://www.hbzyzz.net
http://hbmdyx.cbpt.cnki.net
http://yxb.hunnu.edu.cn
http://www.hnctcm.edu.cn
http://www.hlxb.com.cn
http://www.hlxzz.com.cn
http://www.hxkqyxzz.net
http://www.scypzc.com
http://tjxb.hust.edu.cn
http://xuebao.jlu.edu.cn/yxb
http://bjb.jlmpc.cn
http://zyjl.chinajournal.net.cn/WKB3/
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ZYJL
http://jnxb.jnu.edu.cn
http://zzs.ujs.edu.cn
http://www.ajutcm.com
http://www.ajutcm.com
http://zzs.ntu.edu.cn/frame.aspx?type=jtyx&from=sin
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jfjyygl.yywkt.cn
http://cpnj.smmu.edu.cn
http://jyjxxyxb.paperopen.com
http://jjssxzz.cn
http://kmykdx.cnjournals.cn
http://www.kqhmwkzz.com
http://kqswyx.njmu.edu.cn
http://www.stomatology.cn
http://www.kqyxyj.com
http://202.201.1.44/jweb_yx/CN/volumn/
current.shtml
http://xbzrb.lnmu.edu.cn
http://lzxb.cbpt.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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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医杂志
临床肝胆病杂志
临床骨科杂志
临床急诊杂志
临床与病理杂志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泸州医学院学报
牡丹江医学院学报
免疫学杂志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南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器官移植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神经药理学报
沈阳医学院学报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实用临床医学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实用疼痛学杂志
实用肿瘤杂志

http://lnzy.cbpt.cnki.net
http://www.lcgdbzz.org
http://www.lcgkzz.cn
http://www.whuhzzs.com
http://www.lcbl.net
http://www.cjcep.com
http://xb.lzmc.edu.cn
http://mdjb.cbpt.cnki.net
http://myxzz.tmmu.edu.cn
http://nmgykdxxb.paperonce.org
http://nkjwzzzz.chmed.net
http://qks.ncu.edu.cn
http://www.j-smu.com
http://jnmu.njmu.edu.cn
http://xb.njutcm.edu.cn
http://zzs.ntu.edu.cn/frame.aspx?type=yxb
http://xbonline.nxmu.edu.cn
http://qks.qmu.edu.cn
http://www.organtranspl.com
http://qddxyxyxb.qdu.edu.cn
http://xuebao.ccmu.edu.cn
http://ebhyxbwk.njournal.sdu.edu.cn
http://yxbwk.njournal.sdu.edu.cn
http://sdyx.chinajournal.net.cn
http://xuebao.sxmu.edu.cn
http://shan.chinajournal.net.cn
http://tgxt.sntcm.edu.cn
http://xuebao.shsmu.edu.cn
http://www.shzyyzz.com
http://www.gwkf.cbpt.cnki.net
http://www.ndmh.com
http://www.actanp.com
http://www.syyxyxb.com
http://www.syyd.cbpt.cnki.net
http://qks.ncu.edu.cn
http://www.sylcyy.com
http://www.pcjol.net
http://www.syzlz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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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心电学杂志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泰山医学院学报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皖南医学院学报
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微生物与感染
胃肠病学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西北药学杂志
西北医学教育
徐州医学院学报
心脏杂志
现代妇产科进展
现代临床护理
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现代医学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
现代中医药
湘南学院学报（医学版）
新医学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新乡医学院学报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延安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延边大学医学学报
眼科新进展
药物生物技术

http://zzs.ujs.edu.cn
http://sykqyxzz.paperopen.com
http://scdx.cnjournals.com
http://tsyxyxb.paperonce.org
http://tjykdxxb.paperopen.com
http://www.tjzhongyiyao.com
http://tjyxxb.cnjournals.cn
http://wnyx.chinajournal.net.cn
http://xbm.lupapf.com
http://wyjk.cbpt.cnki.net
http://jmi.fudan.edu.cn
http://www.cjge-manuscriptcentral.com
http://www.wcbx.cn
http://xb.qk.wmu.edu.cn
http://mjwhu.cbpt.cnki.net
http://yxxb.xjtu.edu.cn
http//: www.jdyxb.cn
http://xbyz.chinajournal.net.cn
http://xbyx.cbpt.cnki.net
http://xb.xzmc.edu.cn
http://www.heartj.cn
http://www.xdfckjz.com
http://www.xdlchl.com
1. http://jmurology.xjtu.edu.cn
2. http://www.zgmnwk.com
http://www.xdyx.org.cn
http://jzzy.cbpt.cnki.net
http://xdzyy.sntcm.edu.cn
http://www.xnumed.com
http://www.xinyixue.cn
http://xjyy.cbpt.cnki.net
http://www.xxyxyxb.com
http://www.xb.ynutcm.edu.cn
http://ytysyzb.paperonce.org
http://xuebao.yau.edu.cn
http://journal.ybu.edu.cn
http://www.ykxjz.com
http://www.ywsw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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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与研究
药学教育
药学进展
医学与社会
医学争鸣
医药与保健
医用生物力学
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遵义医学院学报
浙江创伤外科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浙江临床医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针灸临床杂志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中国肺癌杂志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中国临床医学
中国美容医学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中国糖尿病杂志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中国新生儿科杂志

http://www.pcarjournal.net.cn
http://jiaoyu.cpu.edu.cn
http://www.cpupps.com
http://www.yxysh.org.cn
http://www.fmmuxb.cn
http://take.chinajournal.net.cn
http://www.mechanobiology.cn
http://www.yxyjr.com
http://yjmz.chinajournal.net.cn
http://zyyxy.paperopen.com
http://www.zjcswk.net
http://www.journals.zju.edu.cn
http://www.zjlcyx.com
http://xuebao.zcmu.edu.cn
http://www.hljucm.net/department/ver30item/
zzs/zj.html
http://www.zdxbyxb.com
http://www.zfsj.cbpt.cnki.net
http://www.cjcp.org
http://www.cjchc.net
http://www.xyosbs.com
http://www.lungca.org
http://www.obgyncn.com
http://www.mchchina.com
http://www.zggrkz.com
http://www.gdyxjy.cn
http://www.zglcyx.com
http://www.zgmryx.com
http://pfxbxzz.paperopen.com
http://www.zpwz.net
http://www.zgsyz.com/synk/CN/volumn
/current.shtml
http://gwsy.cbpt.cnki.net
http://www.zgsjjs.cn
http://www.cds.org.cn
http://casp.ijournals.cn
http://zgwcwk.paperopen.com
http://xsez.cbpt.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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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中国药物化学杂志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中国医学创新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中华解剖与临床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刊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中药与临床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中医学报
中医眼耳鼻喉杂志
中医儿科杂志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信息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Biomedical Research
The Chinese-German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Bone Research
Eye Science
Genes & Diseases

http://www.cjebp.net
http://www.cjebm.org.cn
http://www.zgykdxxb.cn
http://zgyh.cbpt.cnki.net
http://ywyb.chinajournal.net.cn
http://journal.cmu.edu.cn
http://www.actacams.com
http://web3.fimmu.com/csmp/index.html
http://zxpw.chinajournal.net.cn
http://www.zgyxcx.com
http://www.zhsyeklczz.com
http://www.zhyxjyzz.com
http://www.cjac.com.cn
http://zhzyyxk.cbpt.cnki.net
http://nhqks.cnjournals.com/yx
http://www.csumed.com
http://xuebao.sysu.edu.cn
http://zylc.paperopen.com
http://www.zyxy.com.cn
http://zyx.cbpt.cnki.net
http://zyyebhzz.paperopen.com
http://zyekzz.gszy.edu.cn
http://www.shzyyzz.com
http://www.hljucm.net/department/ver30item/
zzs/xx.html
http://www.zxyjhhl.com.cn
1. http://ees.elsevier.com/jpa;
2. http://www.elsevier.com/locate.jpa
http://www.jbr-pub.org
http://zdlczl.chmed.net
http://tjxb.hust.edu.cn
http://www.nature.com/ijos/index.html
http://www.cjcsysu.cn
http://www.nature.com/boneres
http://www.eyescience.com.cn
http://www.genesndisea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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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关于 2015 年年会征文及专项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单位及个人会员：
根据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工作计划，2015 年年会将于 11 月在昆明召开。本次年
会主题为“媒体融合与高校科技期刊的转型发展”。请各单位及个人会员围绕年会主题积极
策划和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为此，研究会将从 7 月 1 日起开展年会征文及专项课题申报活
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征文时间与范围
征文时间：201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征文作者之一应是本会单位会员成员或个
人会员。征文可以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是在 2014 年以来已经公开发表的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网刊文章等(仅需提交中文题名、全部作者姓名、单位名、城市名及邮政
编码、详细摘要、关键词，并在文末注明所发表的媒体和发表日期)。
2 征文主题与内容
征文内容包括围绕年会主题及分议题“媒体融合与传播平台建设” “高校出版资源的整
合与互动发展” “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的转型与品牌建设”等开展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工作总
结、经验交流等。征文不限于以上内容，只要与科技期刊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提交。
3 课题立项申报
结合年会征文活动，研究会拟开展“媒体融合与高校科技期刊的转型发展”专项课题研
究活动。本会单位会员成员或个人会员征文内容与年会主题相关的，提交时可附加“科技
期刊学”专项课题研究申报表。经组织评审，批准立项的课题授予研究会专项课题编号并
签订课题研究合同书。“媒体融合与高校科技期刊的转型发展”专项课题计划立项 10～15
项，欢迎相关征文作者踊跃申报。
4 征文出版与评优
征文将在年会召开前后以电子版形式非正式出版(本会网站发布)，并自动列为本会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的候选对象(评选通知另行发布)。被评选为优秀论
著的将由本会颁发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金笔奖”(一等奖)或“科技期刊学研究银笔
奖”(二等奖)。
5 征文格式与提交
征文需要有完整的中文题名、全部作者姓名、单位名、城市名及邮政编码，需要 200～
500 字的中文摘要以及符合规范的中文关键词。正文 3000～8000 字，包括国内外相关研
究或情况的简介，论述主体与结果结论。参考文献应是近 5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且在文中
标出引用之处的各类纸版或电子文献，文献著录格式参照国标 GB/T 7714—2005 或 GB/T
7714—2015。
请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将征文发送至 gxkjqk@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年
会征文。如有任何问题，也请致函以上邮箱。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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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通知
各单位及个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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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决定开展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1 评选对象
凡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且第一作者为中国高
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单位或个人会员的有关科技期刊学研究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专
著等均可申报参评。已投稿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第 19 次年会的征文自动列入
评选对象，无需申报。
2 申报时间与方式
即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将参评论著(或详细摘要)电子版发送至学术工作委员会
邮箱 gxkjqk@163.com，同时邮件说明参加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并提交全部作
者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
3 评选程序
本次评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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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 19 次年会期间颁奖。
4 评选结果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优秀论著评选活动将评出一等奖 3~5 名、二等奖 5~10 名，
分别颁发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度“科技期刊学研究金笔奖”和“科技期刊学研究
银笔奖”。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 6 月 30 日

关于发布“科技期刊编辑与出版”初审通过答案的通知
各单位及个人会员：
本会于 2015 年 7 月发布了“科技期刊编辑与出版”问题目录，以研究项目的形式向广
大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者征集答案，这一活动得到了高校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者的积
极响应。目前，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答案提交上来，研究会组织部分专家进行了评审，并将
审核意见反馈应答者进行修改完善。对于审核通过的答案，被录用者将与研究会签订《科
技期刊学研究项目合同书》《发表同意书》，相关答案在研究会网站“编辑论坛”等栏目中
发布以进一步征求意见，本会也将给予一定的研究资助，并最终将答案集结成书予以出版。
由于答案的提交和审核是在不断进行中的动态过程，因此本会将初审通过一篇发布一
篇，陆续发布其他系列问题的答案。对已发布的答案如有异议，欢迎提出修改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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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请以电子版形式反馈至电子邮箱 Zqding1028@163.com)，但谢绝重新回答。
欢迎广大科技期刊编辑同仁继续踊跃参与回答目录问题。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 2015 年第 1 次会议纪要
2015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广东汕头市召开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农业期刊专委
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会议，40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第六届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刘明寿编审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有：(1)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徐用吉编审
传达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一二次会议精神，并主持农业期刊专委
会换届工作；(2)黄金祥编审代表农业期刊专委会作第六届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工作报告；
(3)学习教社科[2015]1 号文《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
的意见》，并就《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研究落实农业期刊专委会 2015 年工作计
划。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高见教授出席会议。
会议选举产业了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七届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主任：翁贞林(江西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副主任：刘明寿(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物科学
版编辑部主任)，张玉(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杨华生(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
齐广(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兼任秘书长)，袁文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副主
编)。
会议代表纷纷表示，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期刊出版步入新业态和农业发展转型升
级新阶段后，农业期刊界编辑同仁们应该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强合作，共同为繁荣农业期
刊出版和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作了新贡献！会议代表对中国高校科技研究会副理事长徐用
吉编审、汕头大学学报主编高见教授莅临会议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共建共享共赢——高校医学期刊专委会上海会议简讯
2015 年 4 月 27—29 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第 2 届常务委
员会第 3 次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召开。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颜帅参会并
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陈红专教授和上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处许
强副处长到会祝贺。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校医学期刊专委会常务委员及相关专
家 50 余人出席会议。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晴、曾桂芳与会。王晴致开幕词，她对本届医学
专委会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主任委员赵金文编审汇报了医学专委会 2014 年工作总结
和今后工作计划；部分省、市、自治区常务委员对在各自地区开展会员组织工作进行了经
验交流；会议全票通过了增补任延刚等 9 位同志为常务委员的提议，讨论了《中国高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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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刊推荐审读指南(草案)》，并搭建了中国高校医学期刊审读专家委员会的初步组织框
架。
会议就建设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微信平台项目进行了讨论。《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就医学期刊的微信平台和 App 阅读终端建设作了经验介绍。
会议还邀请北大方正介绍了刊群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会议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科技期刊学研究项目(医学部分)的组织申报工作充
分征求大家意见。与会代表积极响应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倡议并
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加强编辑队伍建设、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针对有关网站、机构和
个人盗用期刊名称，传播散布虚假征稿信息和伪造录用通知等严重侵权行为，会议决定发
布联合维权声明。
各委员对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www.jcme.org.cn)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对网站
扩大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和增加会员凝聚力的意义给予肯定，并对共建共享共
赢模式进行了探讨。
本次会议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报编辑部徐敏主任团队的大力支持，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民族类期刊专委会 2015 学术年会暨第 2 届评优会议纪要
2015 年 6 月 4—7 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民族类期刊专业委员会 2015 学术年
会暨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和优秀编辑工作者评选会议在湖南吉首市
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民族类期刊专委会主办，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协办。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25 所高校的 38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民族类期刊专委会一届四次常委会会议由专委会主任福山编审主持，专委会常务副主
任兼秘书长颜昌学编审从 5 个方面汇报民族类期刊专委会 1 年来的工作，提出新的 1 年工
作计划的建议，通报了 2015-2019 年民族类期刊专委会的工作计划的拟定等事项。会议讨
论通过了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和优秀编辑工作者的评选条件和评选
办法，以及由 7 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随之，开展此次评审工作。
民族类期刊专委会 2015 学术年会由福山编审主持，吉首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学
报主编钟海平教授致欢迎词，他代表学校热烈欢迎各位民族类高校的学报同行的到来，预
祝民族类期刊专委会 2015 学术年会圆满成功。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同
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任赵惠祥编审代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和颜帅理事长向
大会表示祝贺，他希望代表们结合民族类高校科技期刊的实际情况，研讨一些带有普遍性、
规律性的内容，总结一些切实可行的办刊经验并予以推广，为“提升民族类高校科技期刊
的核心竞争力”而努力。会议期间，大家还围绕“学术媒体的融合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
讨论和交流，并对民族类期刊专委会的 5 年工作计划提出了补充性建议。
经过评审专家组的严格、认真评选，从参评期刊中分别评选出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
汉文版“优秀科技期刊”10 种；民族文版“优秀科技期刊”2 种；汉文版“特色科技期刊”8 种；
民族文版“特色科技期刊”3 种。新疆农业大学的张琼等 11 人被评为“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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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技期刊优秀主编”；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金淑兰等 21 人被评为“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
科技期刊优秀编辑”。以上评选结果，经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公示并批准后择时颁奖。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汉文版优秀科技期刊奖(10 种)：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新疆农业科学
延边大学农学学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汉文版特色科技期刊奖(8 种)：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广西科技大学学报
琼州学院学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民族文版优秀科技期刊奖(2 种)：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维文版)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民族文版特色科技期刊奖(3 种)：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综合蒙古文版)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维文版)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科技期刊优秀主编奖(11 人)：
张 琼(新疆农业科学)
张 忠(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包金山(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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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蓉(新疆大学学报)
廖 萍(广西科技大学学报)
王希营(兰州大学学报)
德·呼格吉勒图(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常军民(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郑慧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时 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自科版)
福 山(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第 2 届中国高校民族类科技期刊优秀编辑奖(21 人)：
金淑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杨晨晨(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张巧莲(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周 芳(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王 艳(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艾拉坎木·依郎江(新疆医科大学学报维文版)
王 芳(新疆农业科学)
唐 惠(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王开胜(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艾合买提·吾买尔(新疆大学学报)
郑 瑛(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科版)
梁王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钟 琳(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韩长友(延边大学学报自科版)
高平亮(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梁志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罗 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张 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李建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向阳洁(吉首大学学报)
马殷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技术类期刊专委会 2015 年年会纪要
2015 年 7 月 21－22 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专委会 2015 年年会在
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专委会主办，西安交
通大学《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承办，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协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
科技期刊的代表和特邀嘉宾近 50 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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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举行 2015 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优秀期刊、优秀栏目、特
色栏目及优秀编辑学论著评审会，评委会由专委会副主任及秘书长和特邀嘉宾河北科技大
学副校长、《神经药理学报》主编张丹参教授等共 9 人组成。
研究会副理事长、《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版)》主编毛善锋编审，中国高校
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西安交
通大学《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社长李明德教授分别代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西安
交通大学、技术期刊专委会和《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致辞。专委会副主任、河海大学期
刊部马敏峰编审和专委会副主任、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主任任延刚编审分别主持了会议。
专委会秘书长、《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编辑部朱明副编审代表专委会主任、上海海
事大学杂志社社长袁林新编审总结了技术类期刊专委会 2014—2015 年度工作，专委会副
主任李明德教授介绍了此次技术类期刊“三优一特”的评价标准和过程，专委会副主任任延
刚编审宣读了 2015 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优秀期刊、优秀栏目、特色栏
目及优秀编辑学论著的评奖结果。《护理学杂志》等 36 家期刊获得“优秀期刊”奖、《实
验室研究与探索》等 12 家期刊获得“优秀栏目”奖、
《计算机辅助工程》等 4 家期刊获得“特
色栏目”奖、《实用心电学杂志》编辑部顾艳等 16 人获得“优秀编辑学论著”奖，以上奖项
需经公示并报请研究会批准后在 2015 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年会上颁奖。
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各位报告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技术期刊的经
营与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毛善锋编审的“网刊元数据和 DOI 注册元数据自动提取”，研
究会副理事长赵大良编审的“传统出版媒体转型路径的思考”，河海大学期刊部彭桃英编审
的“科技期刊能力构建思考”，河海大学期刊部马敏峰编审的“高校集中办刊条件下积分管
理模式探讨”，《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编辑部朱明副编审的“高校科技期刊广告经营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编辑部唐红波副主任的“新媒体时代科技期刊创新
优势资源的新探索”等报告，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和反响。
大家认为，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技术类期刊专委会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入的成员期刊不断增加，但成员期刊主要集中在江苏、上海、陕西和
东北等省市和地区，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高校技术类科技期刊加入，
待各地区更多高校技术类科技期刊加入研究会后，在适当时机考虑成立专委会常务理事
会，以便更好地开展交流工作和为会员服务。
今后专委会的评奖活动将根据研究会的统一部署结合专委会的具体情况进行。
衷心感谢西安交通大学《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及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为本次年
会的成功举办提供的大力支持！
2015 年中国高校技术类期刊优秀栏目获奖名单
序号

期刊名称

栏目名称

1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实验室建设与科学管理

2

中国有线电视

热点关注

3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泵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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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业科技开发

专论综述

5

集装箱化

市场经纬

6

水运管理

市场分析

7
8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中国粉体技术

工程技术
粉体纳米技术

9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综述与展望

10

食品科学技术学报

专家论坛

11

光学仪器

应用技术

12

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

专家论坛

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暨编校大赛、“先进集体”评选会议纪要
2015 年 8 月 24—26 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农业期刊专业委员会 2015 年学术
年会暨编校大赛、第二届中国高校农业期刊“先进集体”评选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
次会议的主题是媒体融合视野下高校农林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农业期刊专委会主办，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3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徐用吉编审莅会指导。
预备会议于 23 日晚召开，与会代表听取了本次会议和农业期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
讨论通过了会议议程，专委会主任翁贞林编审对下一阶段专委会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农业期刊专委会 2015 年学术年会由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齐广教授主持，贵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杨军昌主任代贵州大学副校长金道超教授致辞，他代表学校热烈欢迎来自农林
高校的各位学报同行，感谢各位对贵州大学以及贵州大学所办期刊的支持，预祝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东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徐用吉编审代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代表颜帅理事长和佟建国秘书长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希
望高校农林期刊以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尊重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
动高校农林期刊融合发展，他说，本次会议主题密切结合期刊发展的新形势，开展学术报
告、竞赛、评优等活动，必将在推动高校农林期刊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制度建设，加速
农林期刊融合发展建设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专委会主任翁贞林编审对专委会一年来的主要
工作、本次年会的 3 项工作以及下一年度的工作设想作了报告。
第一阶段学术报告由专委会副主任杨华生编审主持。中国农学会期刊处韩忠超处长和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徐用吉编审分别作了“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农业期刊发
展”和“媒体融合视野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的学术报告。
第二阶段学术报告由专委会主任翁贞林编审主持。知网等协作单位分别作了“面向知
识创新管理的办刊模式”、“面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服务”、“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新技术
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科技期刊”的报告，涉及如何产生高质量的文章，如何利用微信平台，
如何进行移动出版，如何实时查看引证报告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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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辑编校大赛由专委会副主任袁文业副编审主持。大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参赛
选手认真思考，赛场气氛紧张而活泼，经过多轮答题，最终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
三等奖 6 名和优秀奖 30 名。
“先进集体”评选会议由专委会副主任张玉编审主持。经过评审小组严格、认真的评选，
从参评单位中预评出第二届中国高校农业期刊“先进集体”25 个，经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
究会公示并批准后将于 11 月年会上进行颁奖。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围绕农林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自动排版、CTP 印刷、编辑校
对、编辑类论文的写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全体会议代表对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同行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年编校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郭丰红(上海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二等奖
窦春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霍振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王雅娇(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
三等奖
陈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郭丽娟(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
刘伟霄(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
马秋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屈李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史亚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业学报》编辑部)
优秀奖
程红(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戴芳天(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董梅(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段丽丽(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邓天福(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何承刚(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何謦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简友光(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姜爽(东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版)编辑部)
李朝晖(《新疆农业科学》编辑部)
李小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李中新(《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梁虹(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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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岭(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刘美爽(东北林业大学《森林工程》编辑部)
刘庆颖(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卢奇(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马荣博(山西农业大学期刊社)
潘华(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王芳(《新疆农业科学》编辑部)
王广建(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王慧(湖南农业大学期刊社)
曾晶(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温晓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杨辉(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编辑部)
张琼(《新疆农业科学》编辑部)
张海宁(上海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张志钰(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
张前锋(江西农业大学期刊社)
周晓南(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5 年第二届中国高校农业期刊先进集体评选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单位

主办单位

1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安徽科技学院

2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东北林业大学

3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广东海洋大学

4 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贵州大学

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6 《河北林果研究》编辑部

河北农业大学

7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北农业大学

8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农业大学

9 湖南农业大学期刊社

湖南农业大学

10 江西农业大学期刊社

江西农业大学

11 《经济动物学报》编辑部

吉林农业大学

12 《菌物研究》编辑部

吉林农业大学

13 《麦类作物学报》编辑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4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内蒙古民族大学

15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内蒙古农业大学

16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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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森林工程》编辑部

东北林业大学

18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上海海洋大学

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 《西北农业学报》编辑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1 《西北植物学报》编辑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2 《新疆农业科学》编辑部

新疆农科院，新疆农业大学，新疆
农学会

2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农业大学

24 《中国兽医学报》编辑部

吉林大学

2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ISMTE 第 8 届北美会议成功举办
ISM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anaging and Technical Editors，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
学会)第 8 届北美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0—21 号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举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副总编兼期刊中心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颜帅应邀参加会议并作大会报
告。他介绍了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概况、管理体制、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实施情况以及中国科技期刊网络出版、开放获取的最新进展，等等。中国科学院、国内
高校的其他几位期刊编辑也参加了会议。
ISMTE 成立于 2008 年，致力于为同行提供交流机会、开展教育培训，以多种渠道、
多种方式宣传推广期刊的最佳实践。ISMTE 在国际科技期刊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次北
美会议注册参会的人数达到 220 多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美国化学会(ACS)、国际
电子电器工程师学会(IEEE)、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自然出版集团(NPG)、爱思唯
尔(Elsevier)、斯普林格(Springer)、威利(Wiley)、Aries 等出版机构都有代表参会或赞助。
除了北美会议、欧洲会议，2016 年 4 月初 ISMTE 将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亚洲会议。颜
帅是新加坡会议的程序组成员。20 号中午，程序组利用午餐时间专门研究了日程安排，
再次确认了新加坡会议的主要报告及报告人。新加坡会议已开始网上注册
(www.ismte.org)。
ISMTE 会议前一天 COPE 召开了其北美会议。COPE 与 ISMTE 前后在同一酒店开会
已渐成传统，明年新加坡的亚洲会议也是如此。

推行医药期刊伦理规范 塑造健康科研出版环境
——2015 年全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研讨会纪要
“2015 年全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研讨会暨培训班”于 2015 年 6 月 16—19
日在江苏镇江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暨培训班由中国期刊协会医药卫生期刊分会和《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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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委员会承办, 得到了
中国期刊协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科教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科技部科研诚信建
设办公室、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中华医学会等主管单位领导的大力关注与支持。国内外
专家及参会代表共计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暨培训班。
本次研讨会暨培训班是继 2013 年、2014 年两次研讨会之后的第三次全国医药卫生期
刊编辑与出版伦理方面的专题会议。前两次会议邀请了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国际医
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提高卫生研究质量与透明度协作网(EQUATOR)等国际编辑与
出版伦理组织的专家参加会议，集中介绍了国际上广泛推行的编辑与出版伦理规范与编辑
政策，讨论了加强我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规范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具体实
施办法。根据大家的倡议，中国期刊协会医药卫生期刊分会成立了编辑与出版伦理委员会，
为推进我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本次研讨会暨培训班在之
前编辑与出版伦理研讨的基础上，专门组织了有关科研质量管理、科研伦理管理、科研诚
信管理方面的内容，试图通过期刊与政府部门、科研管理机构联动，多措并举，进一步推
动我国医学科研与期刊编辑出版全流程伦理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倡导科研诚信，抵制
学术不端，发挥医学期刊作为科研成果传播最后一个关口的把关作用，促进医学科研和医
药期刊伦理规范在国内的推广和普及。
大会特邀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这一专
题做了剖析，特邀中华医学会祁国明副会长做了关于我国医学科研管理和医学伦理委员会
体系建设及能力建设的报告。此外，会议还邀请卫生计生委科教司王锦倩处长、科技部科
研诚信办公室孙平博士、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姜永茂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版权工作委员会钟紫红主任、北京大学循证医学中心詹思延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
究院丛亚丽教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总编张月红教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石朝云
副总编辑、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国际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苗晨霞、同方知网马学海经理从不
同角度展示了医药卫生科技期刊办刊的新理念、新思路，以及医学科研与编辑伦理的前沿
信息；包括科研诚信的相关政策解读、我国医学科研管理和医学伦理委员会体系建设及能
力建设、医学期刊编辑与出版过程中的伦理要素、医学期刊编辑与出版领域常见的伦理学
问题及解决方案、科研透明化原则、利益冲突公开化原则、临床指南制定的相关规范、临
床科研实施与报告的相关规范、医学论文写作服务伦理规范与误区等，内容丰富多彩，使
参会代表不仅开拓了视野，也收获了很多实践知识。大会并特别设置了医学期刊评价分析
专题与研讨论坛，邀请汤森路透集团中国科技业务宁笔总监、中科院文献中心引文数据库
刘筱敏研究员、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质量研究室何峻主任介绍了提高期刊影响力的方法，
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欢迎。
本次会议着重结合我国医学期刊的实际情况，从实践的角度着手抓医学编辑伦理、出
版伦理的落实。由中华医学会牵头倡议并在会议上讨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四个编辑规范与
共识，分别是《关于指南共识类文章撰写与发表的推荐规范》《关于论文作者署名的推荐
规范》《关于论文二次发表的推荐规范》《关于论文撤稿的推荐规范》。
本次会议不光有专家的精彩演讲，而且有参会代表的积极讨论。2015 全国医学卫生
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研讨会暨培训班的召开，标志着医学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学在我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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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发展，我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正在逐步有效地践行期刊的社会责任，规
范编辑与出版行为，抵制学术不端，促进医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原文出自：http://www.medline.org.cn/new_index/zzsdt/2015710/1436509248396_1.html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与方正电子联合技术实验室正式成立
7 月 15 日，值第六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召开之际，“方正带您进入数字出版 3.0 时
代”大型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张毅君司
长、信息中心刘成勇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姜永茂社长，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杨斌董事长等领导及全国百余家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同期举行了中
华医学会杂志社-方正电子战略合作暨联合技术实验室成立签约仪式。
技术革新正不断引领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并催生新兴合作模式。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作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响应国家《关于推动传统出版
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号召，通过深度整合自身的优势资源，推动传统出版
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中华医学杂志社拥有自身的
品牌、内容优势，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拥有自身的技术和机制优势。为了充分发挥
双方在各自既有优势，提升双方在各自领域的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双方基于建设医学期刊
知识服务平台的愿景，本着紧密合作、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共同拓展医学数字出版
领域，并给予对方战略合作伙伴地位，双方商定共同组建“《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
公司及方正电子联合技术实验室”。联合技术试验室的建立将协助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从面
向传统纸质杂志出版的业务，向全媒体融合的知识服务商转型，提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
垂直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正如张毅君司长在致辞中所言：“面向未来，新闻出版行业须将优质内容与适宜技术
相结合，不断打造优秀产品，让受众更好地感受‘方寸之间，大千世界’的精彩。”未来，实
验室将在技术的推动指引下，力争早日实现精准、专业、个性化的推送服务，做好数字医
疗期刊行业领军人的示范表率作用。
原文出自：http://www.medline.org.cn/new_index/zzsdt/2015722/143754525356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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