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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
会议通知
各位期刊学界、业届的同仁：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承载着展示科技创新成果、传承社会文化精髓、分享国际学术研究进展的重
要任务，而且肩负着在国际科学技术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构建中
国话语权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
的期刊发展政策和媒体出版技术为期刊人鼓起了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名刊
之勇气！在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中，期刊出版工作理应抓住十九大后新一轮
改革创新的机遇，锐意进取，敢为出版事业之先。全国各级期刊管理部门、编辑
出版单位、科研学术团体、学术数据库中心、评价主体、传媒机构以及其他所有
与期刊编辑-出版-传播-应用相关的机构需要紧密联合起来，在新一轮创新改革中
加强交流、集思广益、竭力合作，努力促进我国期刊“出版-传播-应用”事业整体
水平的新发展，早日实现我国期刊事业的强国梦想。
经广泛联络和协商，由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研
究院（杭电）、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中心、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CNK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
书馆等 12 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第五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组委
会成员由各组成单位负责人、期刊编辑专家、研究专家、评价专家、管理专家组
成。其目的是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就当前期刊的质量与发展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
广泛交流，促进我国期刊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第五届期刊大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20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现就会议相关事宜作出如下安排：

一、大会主题
新时代的期刊发展与学术繁荣
——中国期刊的品质化、数字化、集约化、国际化
二、大会形式
采取专题报告、大会发言、专家访谈和分组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具
体日程安排会在报到时统一印制发放）。
主要内容有：1.邀请期刊主管部门领导或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2.各组成单
位领导或专家代表作大会报告
（主要为国内 7 大期刊评价体系和学术文献二次转
载体系专家报告）；3.专家（含 7 大期刊评价体系专家）-期刊人面对面交流活动；
4.优秀期刊编辑部代表典型发言；5.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发言；6.分组讨论和交流。

三、参会人员
主要参会人员包括：1.本届大会组成单位负责人或代表、特邀领导、专家和
嘉宾；2.各类各级期刊的编辑人员、研究人员、评价人员和管理工作人员；3.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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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图书馆、文献情报单位的期刊订购和管理人员；4.各级科研管理部门的领导和
工作人员；5.所有论文作者和典型交流材料的期刊代表等。

四、大会组织
主办单位： 第五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12 家单位组成）
承办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全国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武汉尔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评价与管理》编辑部
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五、会议征文和会议报告材料提交事宜
1.本次会议对优秀论文作者（第一作者）或会议报告人提供会务费减免政策，
具体详见会务注册信息部分。
2.鉴于会期在 10 月份，会议征文（word）截止投递时间由原定的 2018 年 6
月 30 日推迟至 2018 年 9 月 15 日，论文电子版投递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征文收
集邮箱 6481867@qq.com，投稿时请务必在邮件标题上注明第五届“期刊大会论
文+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特别提出的是，我们非
常欢迎编辑部集体撰稿赐稿。
3.本届会议继续开设分会场报告环节，热烈欢迎各位编辑同仁在分会场作相
关主题报告，报告选题同会议征文选题，请各位报告人将报告 PPT 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提交至组委会报告材料收集邮件 qikanpingjia2014@163.com,邮件标题
请注明“期刊大会发言材料+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4.论文格式请按《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要求排版，讲求统一规范；论文首
页下面标注作者 E- mail+手机号，以便联系。所有评审录取的论文将汇编成论文
集，供会议交流使用，并由第五届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评选出优秀论文一
等奖、二等奖和优秀奖，在会上颁发奖励证书。此外，对于选题合适的优秀论文
将推荐到《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杂志上正式发表。

六、重要时间和地点
会议缴费注册截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10 日；
会议报到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
开会时间：2018 年 10 月 19-20 日;
会议报到、住宿、开会地点：成都郦湾国际酒店（四川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
道兴盛西路 8 号，具体交通情况详见附件）。

七、会议注册及相关缴费说明
会议注册缴费说明：本次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由四川盛大会展服务公司负责。
为了准确预订房间、会前开好发票、避免会议报到当天代表排队拥挤等，本次会
议注册费采取会前缴费方式，由四川盛大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并开具发票，
汇款请备注“期刊大会-参会人姓名-发票抬头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汇款
后请尽快将缴费单据拍照件和参会回执发送至 6481867@qq.com 邮箱。为方便会
务联系请加入 QQ 群：538729144（加群时请注明：编辑部名称）
。会议期间代表
食宿、交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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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费标准：会议注册费含会议设备租用费、场地租用费、会议资料印
制费、专家报告费等服务会议组织工作的会务费（会议费、会展费）等，其收费
标准如下：
（1）优秀论文第一作者或会议报告人的会议注册费标准为 800 元/人；
（2）其他参会者会议注册费标准为：2018 年 9 月 25 日 18:00 前缴费的按
1100 元/人收取，2018 年 9 月 25 日以后缴费的按 1300 元/人收取（含现场刷公
务卡的情况），时间划分以汇款单据时间为准；需刷公务卡的代表，可在报到
当天在酒店前台办理，但必须于 2018 年 10月10日 18:00 前发送“参会回执”给
会务组并作出说明。
会议注册费缴费账号信息如下：
户 名：四川盛大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1289 0458 0410 802
开户行：招商银行成都红照壁支行
会议住宿地点安排及住宿费标准：
会议住宿由会议报到所在酒店即成都郦湾国际酒店提供（住宿条件优），住
宿发票在离店时由其根据实际消费金额开具。住宿费价格标准如下：
(A) 商务双床房（28 m2 ） 360 元/天（180/每人每床）
；
2
(B) 行政双床房（32 m ） 420 元/天（210/每人每床）
（主要房型）；
2
(C) 商务大床房（28 m ） 390 元/天；
(D) 行政大床房（32 m2 ） 450 元/天。
请各位参会代表根据实际情况在“参会回执”中提前确定住宿类型，会务将
按回执单时间先后安排所选房型，如果所选房型订完，则联系安排其他房型。

八、注意事项
1.参会人数限制。由于往届会议规模大、人数多，10 月份四川成都当地酒店
住房相对紧张，因此请每位参会领导、专家和代表务必认真填写“参会回执
表”（见附件1），并于2018年10月10日18:00前发电子邮件（6481867@qq.com）
至会务组。
2.学时证明。本届期刊会议交流学习时间为 2 天，会务组会提供 16 学时的
期刊编辑交流学习学时证明，
3.由于会议人数较多，而且到达时间分散，因此，本次会议难以安排接站，
请各位参会代表注意人身安全，自行前往会场，市内交通及乘车路线详见会议地
点路线图附件 2）。

九、联系人（手机）
邱作谋：18963958845；胡小洋：13163289292；
何 婧：13518114650；刘召君：13207186863。
会议 QQ 群：538729144（加群时请注明：编辑部名称）

第五届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
秘书处（代章）
二 O 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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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会回执下载
附件 2：成都市地图及会议酒店交通情况

成都郦湾国际酒店交通指南
地点及路线：
地址：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8号
附近公共交通工具：
社区巴士1051,
公交：89,17,44,96,158,305,342,762,30,54,111,314,716,822路
火车北站：到酒店约 9.2 公里，车程 18 分钟
线路 1：公交 17 路,54 路车高家庄约 1 小时,步行 1149 米至酒店 10 分钟/打车起步价
8 元；
线路 2：出租车车程 18 分钟,约 28 元左右（根据交通状况有所增减）；
线路 3：地铁 1 号线，火车北站---天府广场转乘地铁 2 号线-----至迎宾大道 C/D 口--乘坐社区巴士 1051(兴盛西路站)

火车东站：到酒店约 27 公里，车程 33 分钟
路线 1：地铁 2 号线，费用 6-12 元，兴盛西路 8 号;
地铁 2 号线 19 公里/25 分钟， 地铁费用 4 元+公交 2 元/出租车起价费 8 元;
（火车东站—迎宾大道 C/D 出口 16 站---社区巴士 1051 /出租车车程 5 分钟以内。步行 10 分钟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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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2：乘出租车：费用在 50 元左右
从成都火车东站出发到成都郦湾国际酒店，27 公里，车程 33 分钟，普通出租 8

元起价，速腾 10 元起价。

双流机场：到酒店约 25.8 公里，车程 30 分钟
线路 1：

双流机场---岷山饭店（6：:0-22:00，每 15 分钟一班）票价：15 元，
乘地铁 1 号线---天府广场----2 号线---迎宾大道----成都郦湾国际酒店
线路 2：
机场至酒店出租车：打车 30 分钟左右车程，约 60 元左右
三环---羊犀立交—往犀浦方向行驶 800 米即到。
（根据交通状况有所增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