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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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办刊人和期刊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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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教评

价研究院（CASEE）、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人民大学报

刊资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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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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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价中心、

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 12 家单位联合成立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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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期刊办刊专家、研究专家、

评价专家、管理专家组成，其目的是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就当前一流期刊建设中

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为快速推进我国期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第六届“期刊大会”将于 2021 年 9月 10—12日（延期至 2021 年 9月底

-10月初，待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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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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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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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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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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0 日（延期至 9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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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10—12日（延期至 9 月底或 10月初，待定） 

会议报到时间：2021年 9月 10日（延期，待定） 

会议报到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 159号青岛康大豪生大酒店 

七、会议注册 

1.会议注册时间：2021年 6月 20日—8月 20 日（延期至 9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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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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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代表参会食宿统一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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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报告费等服务会议组织工作的会务费，其收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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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延期至 9月 15日），按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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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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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及视为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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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严格控制参会人数，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批准参会，

注册人数满额立即关闭注册通道！注册未满员时，2021 年 8月 20日（延期至 9

月 15日）以后也不再接受会议注册报名，请大家相互转告，敬请理解！ 

5.会议住宿费标准：商务单/标间为 400 元/天/间，豪华单/标间为 450 元

/天/间，该费用到会场报到当天在现场按需向酒店缴纳（住宿发票由酒店根据实

际住宿情况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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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项 

1.参会人数限制。由于往届会议规模大、人数多，9—10月份为山东青岛旅

游旺季，当地酒店住房相对紧张，请每位参会领导、专家和代表务必于 2021 年

8月 20 日（延期至 9 月 15日）18：00前完成注册手续。 

2.学时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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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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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的期刊编辑交流

与学习学时证明。 

3.特别说明。由于会议人数较多，而且到达时间分散，因此，本次会议难以

安排接站，请各位参会代表注意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特别是来自疫情中高风

险区域的参会人员需注意当地的疫情防控实时信息）、注意人身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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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会议组织及相关会议安排的解释权归本届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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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位置及路线 

 

 

酒店名称：青岛康大豪生大酒店 

酒店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 159号  

酒店总机：0532-55710888 

1.青岛火车站 （距酒店约 24公里） 

从青岛火车站东出口步行 200 米到达西陵峡路火车站公交站,乘坐隧道 3 路

到达机关东部办公中心公交站,换乘真情巴士 4 路到达鲁商蓝岸国际公交站下，

步行 200 米即到酒店。（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 40 分钟左右到店，费用 180 元左

右） 

2. 青岛北站（距酒店约 37 公里） 

从青岛北站(地铁口 F口) 乘坐地铁 3号线到达青岛站地铁站 K口出，步行

400米到达西陵峡路火车站公交站，乘坐隧道 3路到达机关东部办公中心公交站，

换乘真情巴士 4 路到达鲁商蓝岸国际公交站下，步行 200 米即到酒店。（直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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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出租车或网约车 1小时左右到店，费用 240元左右） 

3. 青岛西站（距离酒店约 25公里） 

从青岛西站公交站乘坐黄岛 K21 路到达滨海新村公交站，换乘新区快线 K1

到达鲁商蓝岸国际公交站下，步行 200 米即到酒店。（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 1 小

时左右到店，费用 180元左右） 

4.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距酒店约 53公里） 

从机场国内航站楼站乘坐发往黄岛开发区机场巴士（705号线）到达鲁商蓝

岸公交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到酒店或乘坐机场巴士到达终点站打车 10 分钟左

右到达酒店。（直接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 1小时 20分钟左右到店，费用 280元左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