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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 200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其资助的重点学术期刊的遴选过程，并分别介绍了受资助的 24 种

期刊的概况、编辑力量及资助经费的使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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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办刊条件、使部分优秀的中国科技期刊进一步

提高其总体水平和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 1999
年起每年划拨 300 万元设立“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1999
年该基金联合中国科协期刊资助基金对我国的 125 种科技

期刊进行了资助。2000 年，本着“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

支持、公正合理”及“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开档次、支持创

新”的资助方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

组织和实施了该基金的遴选及资助。

1 遴选过程

本次遴选过程大致可分为初选、申报和评审 3 个阶段。

初选阶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

部根据 1999 年的资助经验及向部分科研人员、期刊编辑和

文献检索人员的咨询，规定期刊的申请资格为：（1）已进入

ISI 系列（包括 SCI 和 CC 系列）的所有中国科技期刊（以 1999
年 ISI 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为准）；（2）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公布的“1998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总被引频次位

列前 50 名的期刊。

申报阶段 根据以上二个条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共初选了 85 种科技期刊，一方面向这

些期刊发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部分重点学术期刊

实施资助的通知”和相关申请表格；另一方面在相关网站

（www. nsfcpub. net）和《科学时报》发布相关信息。在规定的受

理申请时间 2000 年 4 月 1 ～ 30 日，计有 72 种期刊递送申请

材料。

评审阶段 科学基金杂志部将 72 种期刊的申请材料

经过汇集、整理后分发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各相关学

部，受理的各学科期刊数分别为：数理科学：13 种；化学：14
种；生命科学：27 种；地球科学：5 种；工程 与 材 料 科 学：

8 种；信息科学：5 种。各学部在 2000 年夏季举行的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会期间，分别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对相关期

刊进行评审。评审结果返回科学基金杂志部后，经汇总和整

理交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讨论，最后决定 2000
年度重点资助 24 种科技期刊。受资助的 24 种科技期刊在美

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库（ISI）、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P）

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等检索系统中被收录和被引证情况见表 1。

评审结束后，科学基金杂志部于 2000 年 11 月 15 日召集

了“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实施和管理工作座谈会，来自

24 种受资助期刊的近 50 位编辑部主任和上级主管领导到

会，并就如何搞好科技期刊的编辑、管理工作和开展期刊间

的相互交流进行了探讨。

2 资助期刊简介

2.1 数理学科

（1）Acta Mathematica Sinica-English Series
（数学学报英文版）

Acta Mathematica Sinica-English Series 是由中国数学会主

办、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承办的英文版季刊，创刊于 1985
年。

该刊的主编为张恭庆、李炳仁、林芳华、田刚先生。编委

会由 29 位海内外著名数学家组成（其中海外编委 9 位）。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2 人（硕士 1 人，平均年龄

29 岁）。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47，作者总数为 76，境外作者数为

21，占总数的 27.6%。

该刊 目 前 已 进 入 SCIE、SA 等 10 种 国 内 外 主 要 检 索

系统。

通讯地址：100080 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数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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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 2001 年度资助期刊在 1999 年被收录和被引证情况一览表

检索系统 ISI ISTP CSCD
刊名 引证指标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数学学报（英） @ @ 83 0.130 80 0.139

力学学报（英） 157 0 .346 24 0 .095 55

物理学报 @ @ 772 0.415 637 0.358

中国物理快报（英） 739 0 .681 408 0 .459 540 0.533

化学学报 730 0 .317 820 0 .340 730 0.327

中国化学快报（英） 500 0 .224 279 0 .147 232

分析化学 @ @ 2287 0.915 1418 0.670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1203 0 .540 1972 0 .641 1598 0.584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93 0 .153 461 0 .464 401 0.432

植物学报 @ @ 1639 0.809 1437 0.734

中国药理学报（英） 488 0 .196 642 0 .453 401 0.234

中华医学杂志（英） 716 0 .111 28 0 .112 181

中华外科杂志 1092 0 .632 743 0.281

作物学报 817 0 .463 616 0.364

中国农业科学 865 0 .730 612 0.534

遗传学报 644 0 .723 510 0.625

大气科学进展（英） @ @ 137 0.372

地球物理学报 @ @ 793 0.688 650 0.555

材料科学技术（英） 130 0 .282 37 0 .085 38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94 0 .225 173 0 .488 130 0.271

金属学报 915 0 .500 667 0.351

硅酸盐学报 474 0 .379 305 0.278

光学学报 656 0 .340 560 0.282

电子学报 592 0 .235 418 0.166

@表示被 ISI 收录，但没有引证数据

网址：mathchina.math. ac. cn / acta
联系人：史永超；电话：010-62551910；

传真：010-62568356
E-mail：syc@math03.math. ac. cn

（2）Acta Mechanica Sinica（English Series）
（力学学报英文版）

Acta Mechanica Sinica 是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主办的英文版季刊，创刊于 1985 年。

该刊的主编为王自强研究员、Chen Shiyi 教授、Gao Hua-
jian 教授。编委会由 28 位海内外著名力学家组成，顾问委员

会由 45 位海内外资深力学家及国际知名刊物的主编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博士 1 人，平均年龄 43
岁），编务 1 人（兼）。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40，作者总数为 99，境外作者数为

12，占总数的 12.0%。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SA、EI 等 9 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80 北京中关村路 15 号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 力学学报编辑部

网址：www. cstam. org. cn

联系人：赵大刚；电话：010-62554107；

传真：010-62559588
E-mail：lxxbe@cstam. org. cn

（3）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
物理学报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33 年。

该刊的主编为王乃彦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53
位海内外著名物理学家组成（其中海外编委 9 位）。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技术编辑 1 人，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45，作者总数为 1081，境外作者数

为 33，占总数的 3.1%。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EI 等 16 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80 北京 603 信箱 物理学报编辑部

网址：wulixb. iphy. ac. cn；wulixb. chinajournal . net . cn；

www. wanfangdata. com. cn / periodical / wlxb
联系人：章志英；电话：010-82649026，82649656；

传真：010-82649027
E-mail：wulixb@aphy. iphy. ac.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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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英文版月刊，创刊于 1984 年。

该刊的主编为甘子钊院士。顾问委员会由黄昆、李政

道、杨振宁、周光召等著名物理学家组成，编委会由 40 位在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且热心于期刊工作的学者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4 人（博士 1 人，平均年龄 40
岁），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24，作者总数为 1500，海外作者数

75，占总数的 5.0%。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 等 13 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80 北京 603 信箱 中国物理快报编辑部

网址：www. iop. org
联系人：武建劳；电话：010-82649490，82649024；

传真：010-82649604
E-mail：cpl@ aphy. iphy. ac. cn

2.2 化学学科

（1）化学学报（Acta Chimica Sinica）
化学学报是由中国化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33 年。

该刊主编为沈延昌教授。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多位

海内外知名化学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4 人。

1999 年该刊共刊发论文 212 篇，作者总数为 930，境外作

者数为 9，占总数的 1.0%。

该刊已被 SCI、CA 等检索系统收录。

通讯地址：200032 上海枫林路 354 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学报编辑部

联系人：沈 洪；电话：021-64163300-2651；

传真：021-64166128
E-mail：bianji@pub. sioc. ac. cn

（2）Chinese Chemical Letters（中国化学快报）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是由中国化学会主办、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承办的英文版月刊，创刊于 1990 年。

该刊主编为梁晓天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多位

海内外知名化学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兼职编辑 1 人，技术编

辑及编务各 1 人。

1999 年该刊共刊发论文 341 篇，作者总数为 1334，境外

作者数为 15，占总数的 1.1%。

该刊 已 被 SCIE、CA、日 本 科 技 文 献 速 报 等 检 索 系 统

收录。

通讯地址：100050 北京先农坛街 1 号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 中国化学快报编辑部

联系人：姜芸珍；电话 /传真：010-63165638
E-mail：cclbj@ imm. ac. cn

（3）分析化学（Chinese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学是由中国化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72 年创刊。

该刊的主编为汪尔康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国

内 62 位著名化学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技术编辑和编务各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97，作者总数为 1436，境外作者

数为 3，占总数的 0.2%。

该刊已被 SCIE、CA 等国内外主要检索系统和数据库

收录。

通讯地址：130022 长春市人民大街 159 号分析化学编辑

部

联系人：李来明；电话：0431-5682801-5235；

传真：0431-5685653
E-mail：fxhx@ns. ciac. jl . cn；fxhx@ns. ciac. ac. cn

（4）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Chemical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吉

林大学和南开大学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64 年。

该刊的主编为唐敖庆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国

内 70 位著名化学家组成。

编辑部（含高等学校化学研究，英文版）现有专职专业

编辑 15 人（博士后 1 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3 人，硕士 3 人，

平均年龄 33 岁），技术编辑 2 人，编务 2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 473 篇，作者总数为 2099，境外作者

数 24，占总数的 1.2%。

该刊已被 SCI、CA 等十余种国内外主要检索系统和数据

库收录。

通讯地址：130023 长春市吉林大学北校区 高等学校化

学学报编辑部

联系人：刘永新；电话：0431-8923189-2264；

传真：0431-8925344
E-mail：cjcu@mail . jlu. edu. cn

分编辑部通讯地址：300071 天津市南开大学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辑部

联系人：刘敬义；电话：022-23509967

2.3 生命科学

（1）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Acta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Sinica）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

学研究所主办的中英文混排类双月刊，创刊于 1958 年。

该刊的主编为王德宝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49
位国内知名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4 人（平均年龄 42 岁），技术

编辑和编务各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55，作者总数为 674，境外作者数

为 16，占总数的 2.4%。

该刊已进入 SCIE、CA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200031 上海岳阳路 320 号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物化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编辑部

网址：www. life . ac. cn
联系人：袁士龙；电话：021-6437443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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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4338357；

E-mail：abbs@ sunm. shcnc. ac. cn

（2）植物学报（Acta Botanica Sinica）
植物学报是由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共同主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52 年。

该刊的主编为叶和春研究员。编委会由 59 位海内外著

名的植物学家组成（其中海外编委 6 位）。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6 人（博士 1 人、硕士 2 人，平

均年龄 40 岁），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的论文数为 265 ，作者总数为 1011，境外作

者数为 18 ，占总数的 1.8%。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CA、BA 等 60 余种国内外检索系

统。

通讯地址：100093 北京香山南辛村 20 号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 植物学报编辑部

联系人：谢巍；电话：010-62591431-6133；

传真：010-82592636；

E-mail：abs@caf . forestry. ac. cn

（3）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中国药理学报）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是由中国药理学会主办、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承办的英文版月刊，创刊于 1980 年。

该刊的主编为丁光生教授。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77
位海内外著名药理学家及国际知名刊物的主编组成（其中海

外编委 27 位）。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硕士 4 人，平均年龄 28
岁），技术编辑和编务各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220，作者总数为 854，境外作者数

为 128，占总数的 15.0%。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Medline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200031 上海太原路 294 号 中国药理学报编

辑部

网址：www. chinaphar. com
联系人：肖 宏；电话 /传真：021-64742629，64742908

E-mail：aps@mail . shcnc. ac. cn

（4）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中华医学杂志）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是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英文版月

刊，创刊于 1887 年。

该刊的主编为钱贻简教授。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69
位海内外著名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9 人（硕士 2 人，平均年龄 32
岁），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64，作者总数为 1424，境外作者数

为 160，占总数的 11.2%。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Medline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710 北京东四大街 42 号 中华医学杂志英

文版编辑部

网址：www. cmj. org

联系人：王 德；电话：010-65265564；

传真：010-65271226
E-mail：wangde@cmj. org

（5）中华外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Surgery）
中华外科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51 年。

该刊的主编为黄艹
延庭教授。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74

位海内外著名外科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硕士 1 人，平均年龄 40
岁），录入员和编务各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70，作者总数为 1698，境外作者数

为 7，占总数的 0.4%。

该刊目前已进入 Medline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710 北京东四大街 42 号 中华外科杂志编

辑部

网址：www. cmacjs. com. cn
联系人：王 莉；电话 /传真：010-65273361

E-mail：cmawk@263. net

（6）作物学报（Acta Agronomica Sinica）
作物学报是由中国作物学会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育种栽培研究所承办的中文版双月刊，创刊于 1950 年。

该刊的主编为庄巧生院士。编委会由 21 位海内外著名

的作物遗传育种、栽培生理、生化和生物数学、生物技术等领

域的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平均年龄 48 岁），技术

编辑和编务各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32，作者总数为 485，境外作者数

为 18，占总数的 3.8%。

该刊目前已进入 CABI 等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81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科院

作物所 作物学报编辑部

网址：xbzw. chinajournal . net . cn
联系人：谢毓男；电话 /传真：010-68918548

E-mail：xbzw@chinajournal . net . cn

（7）中国农业科学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中国农业科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承办的中文版双月刊，创刊于 1960 年。

该刊的主编为吕飞杰教授。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45
位海内外著名农业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7 人（硕士 3 人，平均年龄 40
岁）。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39，作者总数为 610，境外作者数

为 17，占总数的 2.8%。

该刊目前已进入 CABI、AGRIS、AGRICOLA 等国内外主要

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81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中国农业科

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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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 chinaagrisci . com
联系人：路文如；电话：010-68919808，68976244；

传真：010-68976244
E-mail：zgnykx@mail . caas. net . cn

（8）遗传学报（Acta Genetica Sinica）
遗传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中国遗传学会

共同主办的中英文混排类双月刊（2001 年已改为月刊），创刊

于 1974 年。

该刊的主编为朱立煌研究员。编委会由 39 位国内著名

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07，作者总数为 474，境外作者数

为 47，占总数的 10.0%。

该刊目前已进入 CA 等多种国内外检索系统收录。

通讯地址：100101 北京安定门外大屯路 917 大楼 中国

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遗传学报编辑部

联系人：周 素；电话：010-64889354；

传真：010-64889348
E-mail：swli@ genetics. ac. cn

2.4 地球科学

（1）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大气科学进展）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是由国际气象和大气科

学学会中国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共同主办

的英文版季刊（2001 年已改为双月刊），创刊于 1984 年。

该刊的主编为吴国雄院士和王明星教授。编委会和顾

问委员会由 43 位海内外著名气象学家组成（其中海外编委

18 位）。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2 人，技术编辑 2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50，作者总数为 122，境外作者数为

19，占总数的 15.6%。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 等多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029 北京德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 大气科学进展编辑部

网址：www. iap. ac. cn / publ
联系人：刘爱弟；电话：010-62050179；

传真：010-62028604
E-mail：daqi@public. east . cn. net

（2）地球物理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
即 Acta Geophysica Sinica）

地球物理学报是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文版双月刊，创刊于 1948
年。

该刊的主编为刘光鼎院士。编委会由 40 多位海内外著

名地球物理学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4 人，技术编辑和编务各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02，作者总数为 373，境外作者数

为 11，约占总数的 2.9%。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 等 20 余种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00101 北京 9701 信箱 地球物理学报编辑部

网址：www. geophysics. ac. cn
联系人：郭爱缨；电话 /传真：010-64889049
E-mail：geophy@163bj. com

2.5 材料科学

（1）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材料科学技术）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是由中国金属学

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科学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主办、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承办的英文版双月刊，创刊于 1985
年。

该刊的编委会主任为师昌绪院士，主编为胡壮麒院士。

编委会由 37 位海内外著名学者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3 人，技术编辑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43，作者总数为 531，境外作者数

为 88，占总数的 16.6%。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EI、CA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系

统。

通讯地址：110016 沈阳文化路 72 号 JMST 编辑部

联系人：安 青；电话：024-23843169，

传真：024-23843605；

E-mail：anqing@ imr. ac. cn

（2）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是由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有

色金属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主办的中文版双月刊，创刊

于 1970 年。

该刊的编委会主任为周廉院士，主编为殷为宏教授。编

委会由 50 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硕士 4 人），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02，作者总数为 385，境外作者数

为 8，占总数的 2.1%。

该刊目前已进入 SCIE、SA、EI、CA 等十余种国内外检索

系统。

通讯地址：710016 西安市北关 51 号信箱 稀有金属材料

与工程编辑部

联系人：石应江；电话：029-6231117，

传真：029-6231103
E-mail：xyjscl@pub. xaonline. com

（3）硅酸盐学报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硅酸盐学报是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办的中文双月刊，创

刊于 1957 年。

该刊的主编为干福熹教授。编委会由 49 位国内著名的

无机材料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硕士 2 人），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155，作者总数为 592，境外作者数

为 5，占总数的 0.8%。

该刊目前已进入 CA、EI 等国内外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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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100831 北京市百万庄中国硅酸盐学会

网址：www. chinainfo. gov. cn
联系人：史可顺；电话：010-68311144-3269，68352977；

传真：010-68342016
E-mail：jccsoc@public. sti . ac. cn

（4）金属学报（Acta Metallurgica Sinica）
金属学报是由中国金属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56 年。

该刊的主编为柯俊院士，名誉主编为师昌绪院士。编委

会由多位国内冶金和材料领域的专家和知名学者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5 人，技术编辑和编务共2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285，作者总数为 1144，境外作者数

为 40，占总数的 3.5%。

该刊目前已进入 CA、EI、MA、SA 等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110016 沈阳文化路 72 号 金属学报编辑部

网址：www. imr. ac. cn
联系人：冯有为；电话：024-23843760，

传真：024-23843760，23843605；

E-mail：jsxb@ imr. ac. cn

2.6 信息科学

（1）光学学报

光学学报是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

合承办的中文版月刊，创刊于 1981 年。

该刊的主编为徐至展院士。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由 43
位著名物理学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4 人，技术编辑 2 人，编务

1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321，作者总数为 936，境外作者数

为 25，占总数的 2.6%。

该刊目前已进入 EI、SA、CA、俄罗斯文摘杂志等国内外

主要检索系统。

通讯地址：201800 上海嘉定区清河路 390 号 光学学报

编辑部

网址：www. chinainfo. gov. cn
联系人：裘佩霞；电话：021-59534379；

传真：021-59528812
E-mail：gxxb101@online. sh. cn

（2）电子学报（Acta Electronica Sinica）
电子学报是中 国 电 子 学 会 主 办 的 中 文 月 刊，创 刊 于

1962 年。

该刊的主编为王守觉院士。编委会由 79 位著名的电子

学与信息领域的专家组成。

编辑部现有专职专业编辑 8 人，技术编辑和编务共2 人。

1999 年刊发论文数为 544，作者总数为 1466，境外作者 9
人，占总数的 0.7%。

该刊目前已进入 EI、SA 等国内外检索系统。

通信地址：100036 北京 165 信箱 电子学报编辑部

网址：www. chinainfo. gov. cn / periodical / dianzixb /
www. chinajounral . net / dzxue. html.
联系人：郭 游；电话：010-68285082；

传真：010-68173796
E-mail：cje@public. east . cn. net

3 结语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部分学术水平较高的科技期刊而设立的

专项基金。本项基金从 2000 年开始将每 2 年评选 1 次，即批

准资助的期刊将得到连续 2 年的经费资助。现行管理办法

规定，该专项基金对各受到资助的学术期刊资助强度只执行

一个标准，但对不同刊期的学术期刊略有差异，即：月刊，12
万元 /年；双月刊，10 万元 /年；季刊，8 万元 /年。总经费的

余额用于专家评审费、由基金委组织的各项相关学术活动的

补贴及转接下年度继续使用。

对于专项基金的使用，“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管理办

法有如下规定：

（1）用于与提高期刊学术水平和整体质量直接有关的

组稿、编辑、出版及发行等的相关活动；

（2）用于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辑人员的

各种业务培训和与国外学术期刊同行的合作交流等费用；

（3）用于对期刊的宣传和介绍，以扩大期刊的发行量和

影响。

由于目前科技期刊的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因此，我们也

热切希望关心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广大科研人员和期刊编

辑对“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的运作和管理提供更多、更好

的建议和方案，以期在今后的遴选工作中更好地“优胜劣

汰”，使“重点学术期刊”的评选和资助更加公正、合理。

致谢： 有关各期刊的编辑人员组成和 1999 年刊发论文数

情况由各期刊编辑部统计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后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期刊编辑和管理

人员多次建议，采取一定的形式，开展期刊编辑和管理方面

的交流。鉴此，通过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联系，共同专设

“基金与期刊管理”栏目，向广大读者介绍受基金资助的期刊

在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以推动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

来稿请寄：

100085 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83 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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