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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及成员 

（一）大会主席、执行主席、副主席 

大会主席 

方  新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海良  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烈云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会执行主席 

谢红星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大会副主席 

穆荣平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杨宗凯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三）合办单位 

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国际排名专家委员会（IREG） 

（四）承办单位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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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委员会 

主  任：Ronald Rousseau  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主席、

比利时工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obert J. Morse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任、研究员 

邱均平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科学计量学委

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评

价与管理》杂志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  员：蒋国华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科学计量学委 

员会主任、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武夷山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王战军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梦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估处处长、研究员 

叶之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教授 

王汝宽  中国医学信息研究所前所长、中华医学会信息分会前会长、

研究员 

王晓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庆华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文斌  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Phil Baty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主编 

Martin Ince  英国 QS 调研公司主任 

黄福涛  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 

Etienne Zé Amvela  喀麦隆雅温得大学教授 

江彰吉  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执行长 

骆桂好  香港教育评审局总监 

黄慕萱  台湾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明月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侯永琪  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国际交流处处长、辅仁大学教授 

梁立明  河南师范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  石  上海大学情报学研究所教授 

王  伟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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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海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沙勇忠  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兰州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中心副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文庭孝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系主任、教授 

吕  萍  EI 北京代表处主任、中国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研究员 

刘  煜  汤森路透科技集团中国区总裁、首席代表 

柳建乔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审 

王伟军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曰芬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教授 

崔  雷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副主任、教授 

张士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研究员 

段宇锋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书记、副教授 

张  洋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 

王碧云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评价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谭春辉  《中国科教评价网》总编、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金  诚  《高教发展与评估》执行主编、编审 

（六）组织委员会 

主  任：董有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陈传夫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斯辉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东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  员：钱建国  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周叶中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壮海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常晓琳  武汉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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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湘  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赵雪梅  武汉大学人事部部长、教授 

胡勇华  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研究员 

卢江滨  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部长、研究员 

吴  平  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燕今伟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 

黄明东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纲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  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海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叶孔森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党总支书记 

李玉海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蓉英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霞  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高新发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胡伟雄  《中国科教评价网》执行总裁、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副教授 

（七）秘书处 

秘 书 长：邱均平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科学计量学 

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评价与管理》杂志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秘书长：方  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伟军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蓉英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 

高新发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八）支持单位 

汤森路透科技集团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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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表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11 月 4 日 

星期四 

07：30 – 24：00 代表报到 
赵蓉英 

查  荔 

武汉大学 

珞珈山庄一楼大厅 

12：00 – 13：30 午  餐 余  波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18：00 – 19：30 晚  餐 赵金利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11 月 5 日 

星期五 

07：00 – 08：00 早  餐 余  波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08：30 – 9：40 开幕式、合影 
谢红星 

邱均平 

外语学院报告厅 

外语学院门前 

09：40 – 10：00 茶  歇 赵蓉英 外语学院一楼大厅 

10：00 – 12：00 

大会报告（1） 

报告人：周远清  会长 

Ronald Rousseau 

Robert J. Morse 

谢红星 

穆荣平 

陈传夫 

外语学院报告厅 

12：00 – 13：30 午  餐 赵蓉英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13：30 – 18：00 

大会报告（2） 

报告人： 赵蓉英、Phil Baty 

刘文斌、Martin Ince 

黄慕萱、刘 煜 

侯永琪、黄福涛 

王伟军、颜端武 

蒋国华 

蔡明月 

刘春茂 

崔  雷 

山  石 

沙勇忠 

叶之红 

高新发 

王曰芬 

王  伟 

外语学院报告厅 

18：00 – 19：30 欢迎晚宴 
谢红星 

董有明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11 月 6 日 

星期六 

08：00 – 12：00 

分会场一：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 
庞景安 

刘焕成等 
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分会场二：大学评价的理论与

方法 

刘  永 

王洪斌等 
珞珈山庄第二会议室 

分会场三：计量学与大学评价

的应用 

王伟军 

王继民等 
珞珈山庄第四会议室 

12：00 – 13：30 午  餐 赵蓉英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13：30 – 14：30 
大会报告（3） 

报告人：吕  萍、李  婧 
王学东 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14：30 – 15：30 闭幕式 
燕今伟 

邱均平 
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15：30 –  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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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日程安排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1. 与会代表全天报到注册，办理各种手续。 

2. 准备去长江三峡或武当山文化考察的代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和保险合

同，办理相关手续。 

3. 地  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一楼大厅。 

 

 十一月五日（星期五） 

地  点：全天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枫园文科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大会 

 

（一）开幕式 

时    间：上午 8：30 – 9：40 

主 持 人：邱均平  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    容：1. 大会执行主席、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致辞 

       2.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碧晖教授讲话 

          3. 大会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教授致辞 

          4.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陈安丽同志讲话 

5.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 

主席 Prof. Ronald Rousseau 讲话 

6. 全体领导和代表集体合影留念 

9：40 – 10：00：会间休息，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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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报告（1） 

 

1. 报告人：周远清  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授 

题  目：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形势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几个问题 

主持人：谢红星  副校长 

时  间：10：00 – 10：40 

2. 报告人：Prof. Ronald Rousseau（罗纳德·鲁索 教授） 

题  目：Reference analysis: a view in the mirror of citation analysis 

主持人：穆荣平  教授 

时  间：10：40 – 11：20 

3. 报告人：Robert J. Morse（罗伯特·莫尔斯 主任） 

题  目：University Ranking-The U.S. News Ranking Experience with U.S. Colleges 

and U.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Why and how we do the Best Colleges rankings? 

What is the future of world college ranking systems versus national college 

rankings systems? Implications of academic rankings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主持人：陈传夫  教授 

时  间：11：20 – 12：00 

12：00 – 13：30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教授在珞珈山庄宴请周远清会长等到会

主要领导和特邀嘉宾 

12：00 – 13：30  午餐  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三）大会报告（2） 

时  间：下午 13：30 – 18：00，每人报告 25 分钟 

4. 报告人：赵蓉英 教授 

题  目：An Evaluation Report on Subject Competitivenes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2010) 

主持人：蒋国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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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告人：Phil Baty  副主编 

题  目：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re sophisticated global ranking system 

主持人：Prof. Ming-yueh Tsay（蔡明月  教授） 

6．报告人：Prof. W. Liu（刘文斌 教授） 

题  目：A 3D Framework of Research Excellence Evaluation 

主持人：刘春茂  教授 

7．报告人：Martin Ince  主任 

题  目：Ranking the World’s Universities – why, how and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 

主持人：崔  雷  教授 

8．报告人：Prof. Mu-hsuan Huang（黄慕萱 教授） 

题  目：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unting Inflation in the Assessment of  

Research Impact at the Country Level 

主持人：山  石  教授 

茶歇：15：35 – 15：55 

9．报告人：刘  煜  博士 

题  目：Finding Meaningful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Higher Education 

主持人：沙勇忠  教授 

10．报告人：Prof. Yung-Chi Hou（侯永琪  教授） 

题  目：The Effective Use of Global Rankings in Making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Plans and Positioning for Building a World-Class 

主持人：叶之红  教授 

11. 报告人：Prof. Futao Huang（黄福涛  教授） 

题  目： Building up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主持人：高新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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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告人：邱均平、王伟军  教授 

题  目：A Repor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and  

Subjectsin China 

主持人：王曰芬  教授 

13．报告人：颜端武  副教授 

题  目：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in scientometric analysis 

主持人：王  伟  教授 

 

（四）欢迎晚宴 

时  间：18：00 – 19：30 

地  点：珞珈山庄二楼餐厅 

主持人：谢红星  大会执行主席、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致祝酒辞 

董有明  大会组委会主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致辞 

 

 

 十一月六日（星期六） 

 

（一）分会场讨论 

时  间：上午 8：00 – 12：00 

地  点：珞珈山庄 

内  容：分三个分会场讨论，中心议题是：科学计量、大学评价与社会发展，包

括论文作者报告、评价经验介绍、自由发言及广泛交流等。 

 

第一分会场讨论会 

地  点：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内  容：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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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①庞景安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②刘焕成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副馆长、教授 

③马建华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观察》执行主编 

④杜文涛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⑤张士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研究员 

⑥段宇锋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副教授 

联系人：杜  晖（13294162279）、伍  超（13476147913）、吴  慧（15527722097） 

论文作者发言： 

1、发言人：Prof. Ming-yueh Tsay（蔡明月  教授） 

题  目：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Science, 1999-2008  

2、发言人：Mohammad Aazami 

题  目：Faculty Members of Kerm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Produc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ive Factors 

3、发言人：山  石 

题  目：The Rank-Size Form and the Size-Frequency Form of Zipf’s Law and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Graph Processes 

4、发言人：刘春茂 

题  目：A Case Study of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HEIs  

Oriented to Local Economy Development 

5、发言人：王  伟 

题  目：Adva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on Informetrics 

6、发言人：庞景安 

题  目：Analyzing on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authorship Network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7、发言人：徐  芳 

题  目：Modifications to the g-index to Improve its Discriminatory Power 

8、发言人：杜文涛 

题  目：Study on Impact Factor of Scientific Journals 

9、发言人：陈  浩 

题  目：Empirical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during 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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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言人：周  萍 

题  目：The Specialization of Chinese Journa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1、发言人：刘玉仙 

题  目：Scientometric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12、发言人：高  霞 

题  目：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diffusion—the case of h-index literature 

13、发言人：肖  明 

题  目：Mapping Time-Sliced Research Fronts of JASIS&T 2000-2009 by 

Using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14、发言人：杨思洛 

题  目：The utilization law of Web academic information：An exploring from 

the domain name of web citation 

15、发言人：于  洁 

题  目：Imbalanced phenomenon of regional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mainland 

China 

16、发言人：钟  镇 

题  目：Referencing Characteristic for PhD. Dissertations: a case study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7、发言人：张  玲 

题  目：Study of Paper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Disciplinary Benchmarks 

18、发言人：李  青 

题  目：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world Shrimp Research Trends 

19、发言人：赵蓉英，许丽敏 

题  目：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from the Bibliometrics to 

Webometrics 

20、自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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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讨论会 

地  点：珞珈山庄第二会议室 

内  容：大学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主持人：①刘  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②王洪斌  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③刘益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④文庭孝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系主任、教授 

        ⑤蒋华林  重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 

⑥汪  立  浙江海洋学院主任、教授 

联系人：王菲菲（15994292542）、苑  钰（13100607415）、张晓培（13098806076） 

论文作者发言： 

1、发言人：Etienne Zé Amvela 

题  目：Auto-evaluation and building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A case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Yaounde I in Cameroon 

2、发言人：Iskandar Abdullah 

题  目：Top Academia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Staff, 

Departments and Colleges in King Saud University 

3、发言人：邱均平、瞿  辉 

题  目：Study on Knowledgemetrics and its Application 

4、发言人：刘益东 

题  目：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Positioning and Display of Innovative 

Points: Quadrant Analysis of Academic Prior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5、发言人：邵伟文 

题  目：Research on Multi-indica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6、发言人：任全娥 

题  目：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chievements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ward-Winning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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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言人：王  理 

题  目：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Framework: A 

Case of Colleges of Technology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8、发言人：曹  燕 

题  目：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9、发言人：杨瑞仙 

题  目：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search of Small World 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d HIST Algorithm 

10、发言人：潘  璐 

题  目：Teaching Evaluation and Efficiency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 

A Case Study in a college in ChongQing 

11、发言人：余小波 

题  目：A Comparative Study on Index System’s Setting Idea of China Folk 

University Ranking 

12、发言人：王姗姗 

题  目：Reflection on Quality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13、发言人：何国军 

题  目：Research on Competenc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a’s  

General Book Publishing Houses 

14、发言人：王菲菲 

题  目：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uthor Co-citation and Author Bibliographic- 

Coupling Relationship in Scientometrics 

15、发言人：刘  璇 

题  目：A new scholars’ impact evaluation method base on academic collaboration 

16、发言人：李德昌 

题  目：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Shi Principle of University Appraisement 

—Shi Scientific Theoretical Visual Angle 

17、自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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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场讨论会 

 

地  点：珞珈山庄第四会议室 

内  容：计量学与大学评价的应用 

主持人：①王伟军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王继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党委书记、副教授 

③樊秀娣  同济大学办学质量评估院主任、副研究员 

④黄仕军  山东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⑤杨晓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⑥牛培源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 

联系人：曾  倩（13407126240）、刘艳玲（15207178411）、向  俊（13036131528） 

论文作者发言： 

1、发言人：邱均平、丁敬达 

题  目：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ies 

2、发言人：刘朝马 

题  目：University Evaluation and ZSTU Development 

3、发言人：陈贵梧 

题  目：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apers in the Field of  

Informetrics (2000-2009): An Empirical Study 

4、发言人：谭细龙 

题  目：Teachers College of Provincial Status and Functional 

5、发言人：吴正荆 

题  目：Study on the Equity of Public Library Resource Allocation 

6、发言人：高桂娟 

题  目：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7、发言人：张  琳 

题  目：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Eigenfactor Metrics in  

Evaluating CSSCI Law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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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言人：冯振业 

题  目：SWOT Analysis of the Patent Management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9、发言人：朱  明 

题  目：Data analysis of Author’s Paper Outpu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 

Case Studying of One College 

10、发言人：叶选挺 

题  目：A Bibliometric Stud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ublications in Nanotechnology 

11、发言人：刘  宇 

题  目：Building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An Advanced Evaluation 

Methodology 

12、发言人：马  凤 

题  目：Study on Web Publication, Visibility and Impac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13、发言人：温芳芳 

题  目：Study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hina 

14、发言人：宋艳辉 

题  目：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cademic Journal Evalu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Citation Database 

15、发言人：曾  倩 

题  目：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Indexes in 2005-2009 

Based on the LISA 

16、发言人：吕鹏辉 

题  目：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NIMTE, CAS 

17、发言人：陈  娟 

题  目：A Metrolog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Paper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20 Years 

18、自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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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报告（3） 

时  间：13：30 – 14：30 

地  点：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王学东  教授 

报告人： 

1、吕  萍  EI 北京代表处主任、中国机械信息研究院研究员 

题  目：中国作者论文被 EI 收录的程序与技巧 

2、李  婧  万方数据医药事业部产品经理 

题  目：我国医学期刊、机构、主题评价的应用实践 

 

（三）闭幕式 

时  间：14：30 – 15：30 

地  点：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燕今伟  教授 

内  容： 

1、三个分会场的代表汇报讨论情况 

2、邱均平教授作大会总结 

3、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四）自由活动 

 

 十一月七日（星期日） 

上午 7：00 – 8：00 早餐 

上午 8：00 以后代表外出参观旅游或离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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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表须知 

（一）作息时间 

早    餐：07: 00 – 08: 00 

上午开会：08: 00 – 12: 00 

中    餐：12: 00 – 13: 30 

下午开会：13: 30 – 18: 00 

晚    餐：18: 00 – 19: 30 

（二）注意事项 

1. 请各位代表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迟到、不早退，按时参加会议。 

2. 进入会场后请大家自觉关闭手机（小灵通）或设置在振动状态，以免影

响会议效果。 

3. 请各位代表切实注意在汉期间的饮食、交通、旅游和贵重物品等各方面

的安全。 

4. 会议期间配备了专业医师，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者请立即与会务组联系，

及时找医生治疗，切实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在汉愉快！身体健康！ 

 

 

 

 

 

《第六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 

秘       书       处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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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务分工及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1、会务组 

负责全体代表的报到、食宿、会议资料、通讯录、代表证、照相、旅游、返

程票登记、交通等会务接待、生活安排等工作。 

人员（12 人）：赵蓉英（组长，18971284848）、杨瑞仙（副组长，13476283537）、 

余  波（副组长，027-63754393）、宋艳辉（13517297645）、

余良珍、宗  建、余  凡、吴胜男、王  敏、马丽娜、袁艳红、

李星星 

2、学术组 

负责会场布置、嘉宾签名、大会报告、发言安排、设备调试与使用、会议指

南、论文集、集体合影、学术讨论的组织等工作。 

人员（12 人）：查  荔（组长，15327328493）、马  凤（副组长，15807129689）、

严冠湘、谭春辉、王菲菲、杜  晖、曾  倩、周倩雯、张晓培、

向  俊、苑  钰、刘艳玲 

3、秘书组 

负责讲稿、新闻稿、会议纪要等文秘和宣传报道工作、分会场讨论、录音、

记录等学术交流工作。 

人员（8 人）：周黎明（组长，13627107800）、温芳芳（副组长，13554326459）、

李明杰、王姗姗、武庆圆、陈  瑞、伍  超、吴  慧 

4、联络组 

    负责车辆调度、在机场和火车站接送专家、预定返程票等交通、联络工作。 

人员（10 人）：赵金利（组长，13163206608）瞿  辉（副组长，18971679176）、

邱永忠、谢  辉、李  威、向剑勤、党永杰、颜  政、陈好敏、

马秀娟 

5、外宾接待组： 

负责会议期间陪同专家参会、就餐、翻译、交流及安全等工作。 

人员（9 人）：徐  蕾（组长，13871526606）、王姗姗（副组长，13476151635）、

刘  蕤、杨瑞仙、武庆圆、马  凤、温芳芳、周倩雯、周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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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会议记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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