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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财大科字„2018‟1号 
 

 

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及说明 

 

为了提高全校师生科研工作的积极性，适应全国科研体制改

革的需要，根据国家学科分类，并结合我校学科建设实际，经研

究确定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现将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期刊指导目录类别 

期刊目录共分为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类，具体目录见附表。 

二、对目录期刊中（含外文版）学术论文的有关要求 

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原期刊层级认定无效： 

1.短论、书评、简报、会议报道、会议综述等非主栏文章或

介绍性文章。 

2.社科类及工科类论文字数少于 4000 字，或理学类及艺术

作品类（根据刊物版面折合字数）字数少于 3000字，或指定文摘

被转载的字数少于 3000字。 

3.目录期刊中每期（每次）刊载论文超过 50 篇或每年发文

总数超过 600篇的期刊论文层级降两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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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作者、同一年中在同一期刊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

身份发表 2篇以上论文的，最多认定为 2篇。 

5. 在国外开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予认定。 

6.各种在原有正刊期数之外增加的期数版本，无论取名如

何，一律不予认定层级。 

三、其他说明 

1．论文分区认定：SCI以上一年度中科院提供的分区表为准，

SSCI以上一年 JCR分区为准。 

2.发表在其他期刊上与我校的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优势学科

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相关的文章，经过认定后确认成果相应层级。 

3.领导人批转的应用型成果一般应有部门落实的意见（不含

简单的已阅、阅等）。 

（1）国家级领导人批转的应用型研究成果，即决策咨询类

成果，包括：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以上领导批转的决策咨

询研究成果、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采纳的

研究成果、被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刊载的研究成果、《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的研究成果等,相当于一类期刊论文 1篇。 

（2）省部级主要领导批转的应用型研究成果、向教育部《专

家建议》投稿并被教育部评为年度优秀咨询报告的稿件（以教育

部发文为准），相当于二类期刊论文 1篇、省部级其他领导批转

的应用型研究成果相当于三类期刊论文 1篇。 

4.教学案例类：入选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简称哈佛

User
高亮

User
高亮



 —3— 

案例库）、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案例库（简称毅伟案

例库）、欧洲案例交流中心案例库并由以上案例库开发机构编辑

正式出版的案例，每篇案例相当于重奖期刊论文 1篇；只录入以

上三大案例库的网络资源库（并未由国外出版社正式出版）、由

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ChinaCases.Org）收录的，每篇案例

相当于四类期刊论文 1篇。入选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百篇

优秀管理案例”，每篇案例相当于二类期刊论文 1篇。 

5.体育比赛和艺术类成果认定可同时参照“南京财经大学学

术成果奖励办法(2018版)”。 

6．本文件自 2018年 1月 1日实施。 

 

附件：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指导目录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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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印 

（共印8份） 



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中文） 
（2018 版） 

奖

励

类

型 

期刊名称 

重

奖

期

刊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中文版）、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主栏）  

一

类

期

刊 

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

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统计研究、中国农村经

济、农业经济问题、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会计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历史研究、哲学研

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

文学评论、教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外国文学评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文艺研究（论文）、美术研究（论文）、

体育科学、科学通报（论文）、管理科学学报（中文版）、

中国农业科学、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数学学报、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 

学术性报纸：人民日报理论版和光明日报理论版文章

（2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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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

类

期

刊 

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

国际贸易问题、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科学、 ;、当代经济研

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源科学、公共管理    学报、

中国管理科学、控制与决策、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审计研究、农业技术经济、中国

农村观察、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

作、心理学报、心理科学、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学、现

代法学、外语界、外国语、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

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中国语文、当代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艺术设计研究、地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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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类

期

刊 

 

财经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家、当代经济科学、

经济评论、中国经济问题、上海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

经济地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保险研究、税务研究、

人口与发展、人文地理、旅游学刊、数理统计与管理、统

计与信息论坛、改革、中国会计评论、公共行政评论、社

会保障评论、外国经济与管理、国外理论动态、中国青年

研究、伦理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自然

辨证法通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道德与文明、出版

发行研究、现代传播、新闻界、当代作家评论、外国文学

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中国翻译、现代外语、中国

外语、现代法语、心理科学进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研

究与发展管理、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体育与科

学、中国体育科技、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法制与社会发

展、政法论坛、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比较

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教育学报、比较教育研究、中国

教育学刊、中国大学教学、情报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

动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公共卫生、

中国比较文学、文学遗产、文艺争鸣、美术观察、装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语言学、管理评论、管理科

学 、 管 理 学 报 、 系 统 管 理 学                                                                                                                                                                                                                                                                                                                                                                                                                                                                                                                                                                                                                                                                                                                                                                                                                                                                                                            

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中国安全



 —4— 

科学学报、预测、系统工程学报、管理工程学报、食品科

学、中国粮油学报 

综合类社科期刊：开放时代、学术月刊、江海学刊、

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

治、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 

学术性报纸：中国教育报理论版（2500 字左右） 

高校综合性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其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四

类

期

刊 

除上述已列出的 CSSCI 所有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

软科学、运筹与管理、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与管理、电子

学报、通信学报、数学年刊（A 辑）、应用数学学报、系统

科学与数学、计算数学、控制理论与应用、中国食品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情报科学、数学进展、

数学物理学报（A 辑）、应用概率统计、数值计算与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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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工程、运筹学学报、工业化学研究与应用、

仪器仪表学报、食品工业科技、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植

物保护、中国油脂、分析测试学报、艺术评论、艺术工作 

高校综合性学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华中

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理、工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上海交

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理、工学版）、

吉林大学学报（理、工学版） 

    学术性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版（2500 字左右） 
 

五

类

期

刊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法国研究、中国广告、社会工作

与管理、中国粮食经济、粮食科技与经济、体育类重点专

业期刊、群众、高校辅导员、艺术教育、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音乐与表演）、艺术与设计 

除上述已列出的CSSCI所有来源期刊扩展版，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 

除上述已列出的所有 CSCD 自然科学中文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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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外文） 
（2018 版） 

奖励类型 期刊名称 

重 奖

期刊 

Science** 、 Nature** 、UTD* 和 FT*、 ESI

排名前 1%*论文 、 

SSCI 一区、二区、SCI 一区论文 

一类期刊 SSCI 三区论文、SCI 二区论文 

二类期刊 SSCI、A&HCI 来源期刊、SCI 三区论文 

三类期刊 SCI 四区论文 

四类期刊 
社会科学与人文会议录索引（CPCI-SSH，原

ISSHP）收录的会议论文、软件工程的 A 类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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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索引 EI 来 源期刊、在国外正式出版的有正式

刊号的英文国际期刊 

五类期刊 

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S，原 ISTP）、工程索引

（EI）全文收录的会议论文（核心数据，有主题词

和分类号） 

上述会议论文必须在国外正式出版（5000 字以

上） 

 

 

 


	机关代字
	文件标题
	图章
	份数




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中文） 
（2018 版） 


奖


励


类


型 


期刊名称 


重


奖


期


刊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中文版）、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主栏）  


一


类


期


刊 


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


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统计研究、中国农村经


济、农业经济问题、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会计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历史研究、哲学研


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


文学评论、教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外国文学评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文艺研究（论文）、美术研究（论文）、


体育科学、科学通报（论文）、管理科学学报（中文版）、


中国农业科学、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数学学报、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 


学术性报纸：人民日报理论版和光明日报理论版文章


（2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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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


类


期


刊 


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


国际贸易问题、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科学、 ;、当代经济研


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源科学、公共管理    学报、


中国管理科学、控制与决策、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审计研究、农业技术经济、中国


农村观察、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


作、心理学报、心理科学、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学、现


代法学、外语界、外国语、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


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中国语文、当代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艺术设计研究、地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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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类


期


刊 


 


财经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家、当代经济科学、


经济评论、中国经济问题、上海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


经济地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保险研究、税务研究、


人口与发展、人文地理、旅游学刊、数理统计与管理、统


计与信息论坛、改革、中国会计评论、公共行政评论、社


会保障评论、外国经济与管理、国外理论动态、中国青年


研究、伦理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自然


辨证法通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道德与文明、出版


发行研究、现代传播、新闻界、当代作家评论、外国文学


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中国翻译、现代外语、中国


外语、现代法语、心理科学进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研


究与发展管理、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体育与科


学、中国体育科技、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法制与社会发


展、政法论坛、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比较


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教育学报、比较教育研究、中国


教育学刊、中国大学教学、情报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


动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公共卫生、


中国比较文学、文学遗产、文艺争鸣、美术观察、装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语言学、管理评论、管理科


学 、 管 理 学 报 、 系 统 管 理 学                                                                                                                                                                                                                                                                                                                                                                                                                                                                                                                                                                                                                                                                                                                                                                                                                                                                                                            


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中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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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报、预测、系统工程学报、管理工程学报、食品科


学、中国粮油学报 


综合类社科期刊：开放时代、学术月刊、江海学刊、


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


治、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 


学术性报纸：中国教育报理论版（2500 字左右） 


高校综合性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其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四


类


期


刊 


除上述已列出的 CSSCI 所有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


软科学、运筹与管理、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与管理、电子


学报、通信学报、数学年刊（A 辑）、应用数学学报、系统


科学与数学、计算数学、控制理论与应用、中国食品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情报科学、数学进展、


数学物理学报（A 辑）、应用概率统计、数值计算与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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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工程、运筹学学报、工业化学研究与应用、


仪器仪表学报、食品工业科技、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植


物保护、中国油脂、分析测试学报、艺术评论、艺术工作 


高校综合性学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华中


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理、工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上海交


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理、工学版）、


吉林大学学报（理、工学版） 


    学术性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版（2500 字左右） 
 


五


类


期


刊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法国研究、中国广告、社会工作


与管理、中国粮食经济、粮食科技与经济、体育类重点专


业期刊、群众、高校辅导员、艺术教育、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音乐与表演）、艺术与设计 


除上述已列出的CSSCI所有来源期刊扩展版，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 


除上述已列出的所有 CSCD 自然科学中文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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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论文发表期刊指导目录（外文） 
（2018 版） 


奖励类型 期刊名称 


重 奖


期刊 


Science** 、 Nature** 、UTD* 和 FT*、 ESI


排名前 1%*论文 、 


SSCI 一区、二区、SCI 一区论文 


一类期刊 SSCI 三区论文、SCI 二区论文 


二类期刊 SSCI、A&HCI 来源期刊、SCI 三区论文 


三类期刊 SCI 四区论文 


四类期刊 
社会科学与人文会议录索引（CPCI-SSH，原


ISSHP）收录的会议论文、软件工程的 A 类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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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索引 EI 来 源期刊、在国外正式出版的有正式


刊号的英文国际期刊 


五类期刊 


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S，原 ISTP）、工程索引


（EI）全文收录的会议论文（核心数据，有主题词


和分类号） 


上述会议论文必须在国外正式出版（5000 字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