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科技期刊新刊创办与培育研修班通知

各科技期刊新刊创办单位：

为加快我国新创办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服务

能力，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特组织科技期刊新刊创办与培育研修

项目，以便广大科研工作者和新刊创办者更好地了解科技期刊创办的

具体业务、快速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外支撑资源等有关情况，提高新刊

创办成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 协办单位：MaximumAcademic Press（MAP）

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ciOpen

Wiley

DOAJ

二、培训对象

1. 有新刊创办意愿的科研人员、期刊编辑；

2. 新刊创办不久、想尽快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期刊编辑。

三、培训内容

（1）我国科技期刊新刊创办趋势和特点

（2）国内新刊有关资助项目调研和分析



（3）国内外重要期刊检索库新刊收录业务案例剖析及常见问题

（4）国内期刊创办手续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5）国内期刊资助项目入选新刊经验分享

（6）国内外新刊集群化发展经验分享

（7）国内新刊快速发展的业务经验分享

四、培训时间

2022年 5月 30—31日，2天。因疫情防控需要，全程在线培训。

本次研修班将提供由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盖章的学时证明。

五、培训费用

2000元/人。协办单位享受优惠，1600元/人。

六、报名方式及发票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交费。

（报名二维码）

1.对公转账，请确认银行信息：户名：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开 户 行 ：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北 京 市 海 淀 东 区 支 行 ； 账 号 ：

11250501040011052。



2.支持银联（公务卡）在线支付。

3.报名中请选择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发送到填写邮

箱，纸质发票通过填写地址邮寄。

七、注意事项

1.本次培训针对新刊创刊或者有意向创刊的单位，对提升期刊影

响力的期刊也可以报名。

2.根据目前疫情防控政策需要，本次培训将安排全程线上培训，

付费成功后，我们会邀请入群，后续培训信息将通过微信群进行通知。

3.入群后，请将您群中昵称改为“单位+姓名”。

本次研修班联系人：李老师：13161809118；韩老师：13121309118。

八、“期刊诊室”项目

组织方还将在课程培训之外，根据新刊和老刊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另行组织国内外具有丰富办刊经验的专家团队，打造针对专门主题的

定制化咨询项目，提供深入分析咨询服务。“期刊诊室”项目不在课

程培训中，须另报名、缴费和约定时间，欢迎有意向者提前填写登记

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2022年 5月 15日



科技期刊新刊创办与培育研修班课程安排
（5月 30—31 日）

序号 课程内容 时间 授课人 单位和职务

开班仪式

（5月 30 日上午）
8:30-8:35 张铁明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研究会理事长

模块一 新刊项目研究和国内外检索库收录

（5月 30 日上午 8:35—12:00）

1
我国新创办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

分析
8:35-9:00 丁佐奇

中国药科大学博士

生导师、编审

2 从成功案例看新刊定位 9:00-9:30 待定

3
从项目申报看科技期刊创办的策

略、问题与建议
9:30-10:00 待定

4
从项目申报和评审要求看科技期

刊新刊的筹划
10:00-10:30 待定

5
创办新的英文科技期刊的几点思

考
10:30-11:00 宁笔 科睿唯安业务总监

6
Scopus 助力中国期刊国际影响

力提升
11:00-11:30 陈秋霞

Elsevier 科研产品

部资深产品经理

7
科技期刊申请Medline和 PubMed

收录的要点与注意事项
11:30-12:00 刘谦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期刊发展部主任

模块二 新刊国内外检索库收录、项目经验分享和集群化建设

（5月 30 日下午 13:30—17:30）

序号 课程内容 时间 授课人 单位和职务

1
中国科技新刊的评价要素分析

——以 CSCD 为例
13:30-14:00 刘筱敏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研究馆员、部门

副主任

2
潜力与信心——新创办学术期刊

评价思路
14:00-14:30 马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科学计量与

评价研究中心 副

主任

3
DOAJ 概况——申请流程和中国

申请常见问题
14:30-15:00 沈岑育

DOAJ Managing

Editor

4
《碳资源转化》入选高起点新刊

经验分享
15:00-15:30 许光文

沈阳化工大学校

长、教授，Carbon

Resources

Conversion 主编



5
Genes & Diseases 创刊及个性化

发展的路径探索
15:30-16:00 张辉洁

重庆医科大学期刊

社 Genes &

Diseases 编辑部主

任、副研究员、副

编审

6
立足创新引领前沿，打造卓越争

创一流
16:00-16:30 蔡云泽

上海交通大学期刊

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

7
国际一流英文期刊的创办

——以 KeAi 为例
16:30-17:05 柴钊

北京科爱森蓝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8
以数字化传播国际平台 SciOpen

助力新刊培育
17:05-17:30 张莉

清华大学出版社期

刊中心副主任兼学

术推广部主任

模块三 新刊集群化建设和优秀新刊经验分享

（5月 31 日上午 8:30-12:00）

序号 课程内容 时长 授课人 单位和职务

1 南农世界一流期刊集群发展历程 8:30-9:05 程宗明
南京农业大学教

授、博导

2 新刊创办：流程及要点 9:05-9:30 高艳利
Wiley 高级期刊出

版经理

3 破解编辑流程 9:30-9:55 李健 威科集团出版总监

4 创办国际高起点科技大刊探索 9:55-10:20 史永超
中国科协科技导报

社副社长、副主编

5

那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提升我

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办

刊实践

10:20-10:45 刘志强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研究会副理事长兼

学术工作部主任，

上海大学期刊社副

社长

6
《纳微快报（英文）》期刊的创办

与发展历程
10:45-11:10 张丽英

《纳微快报（英

文）》期刊编辑部主

任

7

学会创办学科系列期刊的策略及

常见问题——四川省医学促进会

的办刊实践

11:10-11:35 李春华

四川省国际医学交

流促进会期刊编辑

部主任

8

提高服务能力，增强国际化期刊

核心竞争力——《癌症通讯》特

色办刊实践

11:35-12:00 阮继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编辑部主任



模块四 新刊创办注意事项和提问互动

（5月 31 日下午 14:00-16:00）

序号 课程内容 时长 授课人 单位和职务

1 新刊宣传体系设计与构建 14:00-14:25 孔敏
南京农业大学英文

期刊编辑部编辑

2
中国科技期刊海外出版商合作情

况调查及其对新刊创办的启示
14:25-14:45 待定

3
国内期刊创办手续常见问题及注

意事项
14:45-15:05 待定

4 根据本期培训内容，讨论互动 15:05-15:50

结班仪式

结班仪式 15:50-16:00 张铁明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研究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