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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 

会议通知 
 

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快速繁荣离不开中国期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期刊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流期刊集群的持续引领。当下，在世界一流期刊方阵建

设的新征程中，期刊同仁应努力把握国家大力发展期刊事业的战略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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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数据库中心、评价主体、传媒机构以及其他所有与期刊生产、传播

与服务相关的机构需要紧密联合起来，在一流期刊建设中加强交流、集思广益、

竭力合作，努力促进我国期刊“出版-传播-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升，早日

实现我国期刊事业的强国梦想。 

“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以下简称“期刊大会”）是一个期刊管理者、

期刊办刊人和期刊评价研究者的联合交流平台，最初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

究中心（RCCSE）等机构联合发起并成立组委会，负责组织和召开每两年一次的

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在往届大会的基础上，经广泛联络和协商，并经当地疫情

防控部门同意，第六届“期刊大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12—14 日将在山东省青

岛市举行，现就会议相关事宜做出如下安排。 

 

一、大会主题 

新时代的期刊发展与学术繁荣 

——一流期刊建设背景下的期刊平台质量与服务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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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1.邀请期刊主管部门领导和国内主流的期刊评价体系研究团队

作专题报告；2.各组成单位专家代表作大会报告；3.专家（含期刊评价专家）-

期刊人面对面交流活动；4.优秀刊社代表典型发言；5.分组讨论和交流。 

 

三、参会人员 

主要参会人员包括：1.本届大会组委会组成单位负责人或代表、特邀领导和

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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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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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优秀刊社的特邀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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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专家主要有： 

董毅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

期刊处处长； 

邱均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

师，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项

目主持人和首席专家； 

王  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 

任胜利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

长、主编； 

张俊娥  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2017、2020 版）》项目研制负责人； 

王文军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教授，CSSCI 数据库来

源期刊项目主要负责人； 

潘云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学计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研制工作主要负责人； 

段艳文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期刊年

鉴》杂志社原常务副社长、主编； 

傅  游  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高性能计算中心

主任，山东科技大学期刊社社长； 

杨红艳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主任助理，书报资

料中心评价研究部主任，编审； 

伍军红   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中

国知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主要研制成员之一； 

王  琳  科睿唯安（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博士； 

姜显福  重庆非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信息持续更新中……） 

 

四、大会组织 

主办单位： 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期刊社 

中国科教评价网（金平果评价网）（www.nseac.com） 

全国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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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 

青岛科技编辑学会 

《评价与管理》编辑部  

《Data Science and Informetrics》编辑部 

 

五、会议分论坛报告征集 

为实现各地域办刊经验和思想的充分交流，本届论坛特向参会者征集分论坛

报告（内容围绕期刊高质量发展主题即可），请有愿意分享论坛报告的期刊同仁

积极向会务组报名（报名方式:57650973@qq.com），力争向每个省市征集 1~2 份

精彩论坛报告，报告征集截止时间 2021 年 11 月 1 日。 

论坛会务组将根据报告内容和效果评选论坛优秀报告人奖（一等奖、二等奖），

并按标准向报告人提供报告劳务费。 

 

六、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会议报到时间：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会议报告时间：2021 年 11 月 13—14 日 

会议报到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218 号青岛海都大酒店 

 

七、会议注册 

1.会议注册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开始。 

2.会议注册费缴纳说明：为了准确预订房间、会前开好发票、避免会议报到

当天代表聚聚排队情况等，本次会议注册费采取会前缴费方式，由会议服务方代

为收取注册费并开具发票，汇款请备注“期刊大会-参会人员单位和姓名”，缴

费成功后请将缴费凭证图片保存好。 

会议期间，代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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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报告费等服务组织工作的会务费，其收费标准如下： 

1）山东省省外参会代表： 

2021 年 6 月 20 日—7 月 20 日，按 1300 元/人收取（时间划分以转账单据时

间为准）； 

2021 年 7 月 21 以后注册，按 1500 元/人收取； 

2）山东省省内参会代表统一按 1000 元/人收取。 

会议注册费（即会务费）发票由会务公司“杭州脉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为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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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注册流程： 

1）可通过快钱二维码（下方，可实现公务卡在线转账）或者银行账号转账，

转账成功后备份交易凭证（单据）照片。 

2）扫描会议注册码，填写相关注册信息，并上传缴费成功页面（单据）照

片，提交成功后即视为注册成功。  

3）会议注册费缴纳账号或快钱二维码如下： 

账户名称：杭州脉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杭州银行下沙开发区支行 

账号：3301 0401 6000 0869 720 

备注：“期刊大会-参会人单位-姓名”  

 

 

 

 

 

 

 

 

 

 

第一步：扫缴费二维码         第二步：扫注册登记二维码 

 

因国内疫情防控要求，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批准参会，目前还有部分名额，欲

报名从速，请大家相互转告和支持。 

5.会议住宿费标准：标间/单间均为 400 元/天/间，该费用报到当天在现场

按需向酒店缴纳并开具发票。 

 

八、注意事项 

1.参会人数限制。由于往届会议规模大、人数多，因 11 月份为青岛市旅游

旺季，当地酒店住房相对紧张，请每位参会代表务必尽快完成注册手续。 

2.参会证明。本届期刊会议交流学习为期刊业界学术交流会议，按照国家新

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三条的相关规定，会务组将提供 16 学时的参加期刊学术

研讨会的证明。 

3.特别说明。由于会议人数较多，而且到达时间分散，因此，本次会议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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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接站，请自行按时按要求前往会场报到参会。 

4.交通路线。具体交通路线详见通知附件。 

 

九、会议联系人 

工作人员 A（青岛）: 

山东科技大学期刊社： 

办公电话：0532-86057918 

于学梅：13791980916 

傅  游：15053208816 

工作人员 B（武汉）： 

本届组委会秘书处： 

胡小洋：13163289292（会议内容组织） 

邱作谋：18963958845（会议注册及组织服务） 

会议 QQ 群：538729144（加群时请注明：编辑部名称） 

 

特别提醒：线下会议组织非常不易，请大家务必遵守当地防疫要

求，尽力配合工作人员完成各项防疫监控工作，并做好个人防护。 

 

 

                            第六届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组委会 

                                      秘书处（代章） 

                                   二 O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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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 

疫情防控须知 

 

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证会议的顺利开展和与会代表的健康，请您自

觉做好自身健康管理，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信息填报工作。对于违反常态化

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隐瞒、虚报旅居史接触史、瞒报漏报健康状况、逃避防疫措

施等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根据当地政府防疫政策和疫情防控实际需要，

必要时将对有关工作安排进行适当调整，请广大参会人员理解、支持和配合。 

10 月 19 日青岛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当前全球整体疫情走势仍在高位，近

期陕西省等地区出现本土病例，全国现有多个中风险地区。当前疫情发展仍有其

不确定性，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巨大，存在发生输

入性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 

《山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会议活动防控指南（修订版）》要求：

主办城市以外参会人员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报到后再进行 1

次核酸检测，2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方可参会。主办城市参会人员报到时现场进

行 1 次核酸检测。所有工作人员和会议服务保障人员等会前 14 天不安排省外出

差和旅行，如确需出省，参会时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报到时

现场再进行 1 次核酸检测，2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方可参会（参会代表在酒店的

核酸检测费用由会议主办方承担）。 

有以下情况的人员，不得参会： 

⚫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 尚在隔离观察期、居家隔离观察期或健康监测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

者； 

⚫ 会议报到日前 14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

不适者； 

⚫ 会议报到日前 14 天内有国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地级市和有扩散风险的毗

邻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 

⚫ 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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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报到日前 21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和正在进行居家健康

监测的人员。 

⚫ 未完成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接种人员。 

 

【需要马上完成的工作】 

会前健康自查和筛查工作：请参会代表、现场列席人员、会议各工作组工作

人员、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新闻媒体记者、会议服务保障人员等所有涉会人

员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会议前 21 天）扫描下方健康筛查二维码，如实

填报《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参会人员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后期有

变动信息请及时登陆更新并再次提交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涉会人员的

健康筛查信息，并及时进行信息汇总上报。 

 

 

疫情多变，为了保障参会嘉宾的安全与健康，大会将会与青岛当地防疫部门

保持实时沟通，如有最新的疫情防控通知，我们将通过短信和会议微信群向您发

送通知。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秘书处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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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交通路线图 

青岛海都大酒店（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218号） 

 

 

 

 

 

 

 

 

 

 

 

 

 

 

 

 

机场、火车站乘车路线 

一、胶东国际机场乘车路线： 

1.坐胶东国际机场 705 路机场巴士至西海岸新区东部办公中心全季酒店下车，延长江路西

行 750 米即到海都大酒店：08：00 至 22：30，约每 30 分钟 1 班，票价：30 元； 

2.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打车至青岛海都大酒店，距离 60 公里，费用约 200 元，时间 60 分钟左

右。 

二、青岛火车站乘车路线： 

1.乘坐隧道 3 路，至西海岸新区东部办公中心下车，路对面西行 200 米左右即到，票价为 2

元； 

2.打出租车，价格为 120 元左右。 

三、青岛北站（火车站）乘车路线： 

1.青岛北站乘坐青荣城际铁路 C6521/4 青岛方向至青岛站，步行 470 米到铁路青岛站（兰山

路站），乘坐青西快线（西海岸汽车总站方向），到上流汇站下车，向北步行约 1.3 公里即到

青岛海都大酒店； 

2.打出租车，价格约 150 元左右。 

四、青岛西站（铁山火车站）乘车路线： 

1.青岛西站乘坐黄岛 K22 路至隐珠地铁站（茶马古道站）步行 127 米到隐珠站(B 口)乘坐

地铁 13 号线（井冈山路方向）至井冈山路站（C 口），向东步行 400 米即到青岛海都大酒

店； 

2.打出租车，价格约 100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