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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最新信息传递

1.新书上架。

在集团和学校领导高度关怀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2019 年图书馆新购图书 1 万余册，经过国庆期间加班

突击，现已加工完成，上架流通。本次新购图书均为近两年具有一级、二级出版资质出版办社出版的图书，涉

及 12 大类、35 小类，在书种选择上，加强了与高等职业教育和我校专业的关联性，强化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的针对性。

新 书 清 单 已 上 传 图 书 馆 网 页 ， 广 大 读 者 可 以 通 过 学 校 官 网 首 页 下 方 “ 图 书 管 理 系 统 ”

http://192.168.170.25:8080/webopac/app?apge=webopac 查询图书，也可以在图书馆网页的馆藏资料栏目下

自行下载书目详单。

图书检索方法：

用火狐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打开以下网址 http://192.168.170.25:8080/webopac/app?apge=webopac
输入关键词查找你想要的书目

点击右边的检索，得出如下图内容

点击详细书目信息，得出如下图内容

http://192.168.170.25:8080/webopac/app?apge=webopac
http://192.168.170.25:8080/webopac/app?apge=web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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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索书号为 D922.67/2 ,便可以在书架上相应的位置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

图书馆在进门的显要位置设立了“最近新书”展示区，集中存放新书，以方便广大读者快速阅读和借阅新

书。

2.移动图书馆-超星借阅机上线，电子阅览室开通使用。

移动图书馆实现的四大功能：

1 与 OPAC 系统的集成：实现纸质馆藏文献的移动检索与自助服务。

2 与数字图书馆门户集成 ：实现电子资源的一站式检索与全文移动阅读。

3 与全国共享云服务体系集成：实现馆外资源联合检索与文献传递服务。

4 构建读者信息交流互动平台：实现公告信息发布与读者个性化服务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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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介绍：

首先，下载安装学习通 app
方式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学习通”，查找到图标为 的超星学习通 App，下载并安装。

方式二：用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请选择在浏览器打开，如下图所示

3.参加秋季馆配会。

参加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2019 年秋季馆配会，现场采集新书目 150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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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刊加工上架

5.书库副本下架、打包、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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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书资讯

1.法律

《互联网金融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本书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理论入手，探索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的从业经验，重点研究我国 P2P 网贷平台、

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及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等法律理论和实务问题。本书同时介绍

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立法例，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发展较早、立法较为成熟的美国、英国

的有关立法经验，同时也研究了世界上较为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制定的有关规则，如

美国的 Lending Club、Prosper，英国的 Zopa、Funding Circle、RateSetter 等，期望

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合规构建有所启示。出版时间 2019-7-15

《电子证据法律问题研究》在网络和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在我国还是其

他国家，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都在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电子数

据证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在遏制网络恶意入侵、互联网金融犯罪、计算机信息破

坏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围绕电子证据及其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

究。主要从国内外电子证据发展情况及我国电子证据实体性质、电子证据取证及其规范、

体系化电子证据立法所表现的多层次性法律规范、电子证据与其相关联主体的责任关系

以及电子证据鉴定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出版时间 2019-3-1

《电子可转让记录立法的“单一性”难题和破解》主要研究单据的“纸质”要素在

可转让单据法律制度中的功能以及如何在电子环境中实现该功能。全书分为三部分。一

部分研究可转让单据电子化的现状和法律障碍，指出法律对可转让单据“纸质”的要求

主要是为了实现“单一性”，分析当前商业实践和现有各国立法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第二部分研究“单一性”的“功能等同”规则为何难以制定，提出“信用”是“可转让

性”的事实基础，分析电子环境下与纸质单据相同的信用来源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并据

此对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 2017 年制定的《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进行评价。第三部

分考察我国电子提单、电子票据和电子仓单的实践情况，分析我国的商业利益和法律特

点，对我国是否应该签署《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以及我国应如何进行相关国内立法

提出具体建议，是关于电子可转让记录法律问题的一本专著。出版时间 2019-5-30

《刑法前沿问题研究》选取刑法学前沿问题，按专题进行分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刑事犯罪的严格责任问题；刑事犯罪中的罪数形态问题；职务犯罪的主体认定和刑事责

任；单位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环境犯罪的定罪与量刑；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

合同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制

研究等等。出版时间 2019-10-01

《破产程序中利息债权审查问题研究》在严谨完整的体例框架下，充分总结提炼了

不同理论学说、我国现行立法的具体内容、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各地司法机关的立场和

态度，较为全面的梳理了管理人审查利息债权中的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

对现实争议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亦对管理人的每一项利息审查提出具有可操

作性的建议，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问题导向、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是本书的三大亮点，

基于利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共性，本书不仅可以直观地为管理人的债权审查实践提供

指引，亦对法律界人士的理论研究和诉讼实务活动颇有裨益。出版时间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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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管

《抖音运营：蓝 V 攻略·爆款内容·品牌营销·落地应用》是一本深入浅出地

介绍抖音运营的工具书，也是一本系统阐述企业制定抖音运营策略的指导书。本书

将抖音运营分为产品运营篇、蓝 V 攻略篇、爆款内容篇、品牌营销篇、落地应用篇

五大部分，从入门级的抖音崛起背景、产品特性、算法机制、盈利模式，到基础级

的申请入驻、视频制作、需求挖掘，再到进阶级的爆款打造、抢占心智、资源整合，

之后到高手级的品牌裂变、模型与体系搭建、精准引流、高效转化等，都能在本书

中找到答案。

如今，“双微一抖”已经成为企业新媒体运营的基本标配。作为一款现象级短

视频产品，抖音凭借完善的内容生态、强大的用户基础、以及丰富的变现渠道，“价

值洼地”效应日益显现，吸引了众多品牌企业、政府部门以及时尚达人的入驻合作。

本书详细分析了抖音 App 的设计理念与运营逻辑，分别从蓝 V 攻略、爆款内容、

品牌营销、落地应用等四个方面着手，内容涵盖了抖音号的注册流程、运营定位、

内容规划、视频制作、吸粉引流、营销推广、品牌攻略、广告投放、转化变现等运营实战技巧，并创造性地提

出“抖音 ”的概念，深度剖析了抖音短视频在电商、餐饮、旅游、影视、汽车等领域的落地应用，旨在帮助企

业、品牌、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提供科学有效的运营指导。出版时间

2019-11

《金融科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金融服务业一直扮演着财务“守护神”的

角色。金融行业的运作本质要求用户和管理资金池的公司之间应该建立高度的信

任。遗憾的是，这种信任却被一次又一次地破坏。这直接影响到金融领域科技型初

创企业的创立，使得企业必须以完全信任和透明的方式作为运作的前提。这些致力

于创新金融服务领域的初创企业主要以科技公司为主，因此被统称为金融科技公

司。金融科技公司具有敏捷、轻资产和变革性等典型互联网科技行业的特征。但与

已有的传统科技企业不同，金融科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本书从金融业演进、金融

科技重塑金融业、金融科技创新的技术颠覆、全球金融科技的现状、孵化金融科技

公司、金融科技的未来等方面，讲述了金融科技如何用技术驱动金融服务业变革的。出版时间 2019-11

《科创板投资策略十讲》2019 年 7 月 22 日，首批科创板企业挂牌上市，中国资

本市场正式迈入“科创时代”。参照美英等发达国家科创立国的发展进程，优秀的制

度设计孕育优秀的科创企业。科创板的设立将助力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为中国科创企

业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依托中信建投证券的科创板研究报告，《科创板投资策略十讲：制度、交易与案

例分析》全面介绍科创板上市条件、发行与承销制度、估值定价、新股申购与交易策

略、上市与持续监管等，并综合 TMT、高端制造、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优秀企业案例，

就优质科技企业界定、投资策略、投资风险、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做了深度解析。对于

想要把握住科创时代投资机遇的读者来说，本书将能提供深度且有助益的参考。出版

时间 2019-10

《跨境电商背景下物流风险管理研究》本专著以跨境电商物流风险为研究对象，开

展了跨境物流风险识别和评估、物流网络抗毁性以及物流风险传导特性三个方面的研究，

以期通过以上工作为跨境电商物流风险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本专著以跨境电商物流

风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跨境物流风险识别和评估、物流网络抗毁性以及物流风险传导

特性三个方面的研究，以期通过以上工作为跨境电商物流风险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出版时间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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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机

《大数据隐私保护技术与治理机制研究》 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大

数据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热点，数据爆炸式的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共享等技术可以提高企

业经济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隐私已经成为大数据应用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做到获取和利用数据与个人隐私安全的平衡，已然成为当下亟

需解决的一个时代命题。出版时间 2019-10-20

《数据中心热点技术剖析》本书将讨论全球和我国

数据中心的现状，重点探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器和网络方面的热点技术，解

析新时代对数据中心的新要求。在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可以对数据中心行业的热

点技术有比较全面的认知。本书将讨论全球和我国数据中心的现状，重点探讨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器和网络方面的热点技术，解析新时代对数据中心的新要求。

在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可以对数据中心行业的热点技术有比较全面的认知。出版

时间 2019-10

《推荐系统+推荐系统与深度学习（新时代·技术新未来）》通过

这本书，把推荐系统工作经验予以总结，以帮助想从事推荐系统的工

作者或推荐系统爱好者。本书的内容设置由浅入深，从传统的推荐算

法过渡到近年兴起的深度学习技术。不管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经验

的从业人员，相信都能从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有所收获。

区别于其他推荐算法书籍，本书引入了已被实践证明效果较好的深度

学习推荐技术，包括 Word2Vec、Wide Deep、DeepFM、GAN 等技术应

用，并给出了相关的实践代码；除了在算法层面讲解推荐系统的实现，

还从工程层面详细阐述推荐系统如何搭建。出版时间 2019-10

《博弈系统论——黒客行为预测与管理》在现行的系统科学中，各种“系统论”

主要都是建立在各方相互协调和配合的基础之上的，而本书则基于维纳的“反馈、

微调、迭代”赛博思想，在黑客和红客彼此对抗（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彼此钩心斗

角）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型的系统理论，称之为“博弈系统论”；它不仅能够

比较准确地预测黑客的攻击行为，而且能够用于对抗性管理，同时与之相应的管理

学，也可称为“赛博管理学”。特别是，该系统理论揭示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对

黑客的攻击行为和效果进行量化预测，以便为随后的管理和防范提供依据。

本书主要适用于三个方面的应用和人群：可供信息安全界的政、产、学、研、

用的相关人员了解黑客与红客的对抗的统一基本规律；其次，本书可供系统科学和

应用数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了解对抗环境下博弈系统的演变规律和挑战，并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本书还可供管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了解赛博时代管理学所面临的新问题

和新挑战，即动态管理学。出版时间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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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汽车

《动力电池蓝皮书：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报告（2019）》

动力电池产业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中的重要一环。在国家财政补贴

政策的强力支持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呈现大幅度增长的发展势头，因此也带动了动

力电池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整个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中包含关键原材料（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单体制造、系统集成、产品应用、回收利用以及装备

制造等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快速逐步形成完善的动力电池产业链体系。不过，

纵观全球，中国的动力电池产业链整体还不如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完善和竞争力突

出，因此本蓝皮书主要开展动力电池产业体系研究，希望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总结

发展经验及问题所在，尝试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预测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出版时间 2019-10

《汽车蓝皮书：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9）》本年度报告以交通出行为

主题，从人类出行交通简史出发，讨论未来出行的愿景；从出行场景的内涵和外

延出发，讨论出行场景的概念、未来场景的烟花分析，以及一些典型的出行场景。

就出行场景的变革，讨论未来出行的典型特征及其对汽车产业的深远影响，未来

出行时代的汽车市场规模展望，以及面向未来出行的汽车产业转型路径和实践。

从协同发展的视角，讨论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领域的相关配套、相关政策措施。*

后，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做一总结，汽车产业结束多年连续增长，各大车企在危机

中前行，但未来市场空间仍然可期。产业开放与全球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汽产

业正以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姿态融入国际化、全球化。新一代科技革命推动

形成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变革与融合发展的大趋势。新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

衔接政策得到优化，双积分等相关政策为产业发展接力，面向未来的顶层设计正

在全局谋划。自动驾驶落地受多因素影响，智能网联汽车标准法规密集出台，但国家顶层设计有待发布。 电动

化、智能化融入共享化，带来新增量，酝酿出行新生态。出版时间 2019-10

《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控制技术》本书讨论的是借助车路协同技术的智能网

联汽车系统。借助车路协同技术高效可靠的通信机制，可使交通路网内车辆和

基础设施之间形成高效可靠的信息交互机制，进一步提高智能网联汽车的智能

控制，有效解决交通拥堵和交通安全问题。本书基于车路协同体系探讨了智能

网联汽车的路径决策和速度引导方法，研究了智能网联汽车动力学模型、编队

控制模型及编队切换控制技术和主动安全控制技术，最后介绍了研究采用的智

能网联汽车编队控制硬件在环仿真平台。出版时间 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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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轮胎》本书的内容围绕智能轮胎研究的总体概况、物理基础、状态信息获取方法、功能实现方法以

及问题分析与展望进行阐述。总体概况部分对智能轮胎的研究背景、定义、功能、结构和发展情况进行阐述；

物理基础部分对轮胎的压力、温度、摩擦和振动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为智能轮胎分析和设计提供物理基础；状态信息获取方法部分对智能轮胎常用

的传感器的结构、原理、试验测试结果和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对

汽车动力学和常用的轮胎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为基于轮胎模型的轮

胎状态参数估计提供理论基础，介绍了各种轮胎状态参数的估计方法；功能实

现方法部分对 TPMS 实现的轮胎压力监测的功能、爆胎预警与控制功能、轮胎状

态智能调节功能进行了介绍；问题分析与展望部分通过对智能轮胎研究问题的

分析，介绍了设计的平行轮胎框架，预测了采用平行轮胎解决智能轮胎目前研

究问题的可行性。附录部分给出了智能轮胎知识（情报）服务平台的介绍，方

便同行研究人员基于网站平台进行交流。 本书适合智能车辆及智能轮胎研究人

员阅读使用，也适合车辆工程专业师生及汽车技术人员阅读参考。出版时间

2019-6

《现代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原书第 3 版）》

论述了传统内燃机(ＩＣＥ) 汽车、纯电动汽车(ＥＶ)、混合动力电动汽车(ＨＥ

Ｖ) 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ＦＣＶ) 的基本原理、理论基础和设计方法、基于数学

原理、严谨描述了各种典型车辆的性能特征、配置、控制策略、设计方法、建模

和仿真相关内容。

《现代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原书第 3 版）》还

涉及传统内燃机汽车的传动系统，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构造、电驱动

系统、 各类混合动力电驱动系统的设计方法、能量储存系统、再生制动、燃料电

池及其在车辆中的应用， 以及燃料电池混合动力驱动系统设计，本书强调从系统

角度考虑驱动系统，而不仅局限于单独部件的分析， 通过数学推导逐步展开设计

方法分析，并给出了仿真设计实例。

《现代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原书第 3版）》的适用对象为从事电动车辆研

发及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与电动汽车相关的制造业、管理机构和学

术界的专业人员，在关于现代先进电动汽车体系方面， 《现代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

车（原书第 3 版）》是一本内容广泛、综合的参考书。出版时间 2019-6

本书从市场应用最广泛的行星混合动力车为突破口，围绕国内自主开发

行星混动商用车的几个主要关键问题：商用车的工况及合成技术、行星式混

合动力商用车参数设计方法、混动系统能耗分析方法、能量管理策略优化技

术，高品质动态协调控制、最后针对物流车行星混动系统的设计、节能潜力

与整车台架测试技术开展实际工程应用研究；新能源汽车整车开发主要技术

难点是混合动力系统，特别是多动力源行星耦合的复杂混动系统，是整个新

能源汽车的重要关键一环。本书从商用车的特定性能需要出发，含盖整车关

键性能以及设计、控制相互关联的技术角度逐步切入，由简而深对该领域进

行系统论述。对新能源汽车其他类型车辆开发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出版时间

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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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艺术

《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智能

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与艺术相结合

可以改变艺术的形态，艺术的制作方式，艺术的感染力；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

生活方式。全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学科内涵、学科历史及发展，人类智能的生

理基础；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理论，以及模式识别系统，人工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重点讲述它的应用，包括人体行为与智能机器人、智能系统与智

能社会，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的知识内容和发展。出版时间 2019-9

《150个家居软装搭配

图典》不同风格的软装搭配特点不一，空间改造可以

利用简单的软装搭配进行改变。本书精选了五百余张

靠前外高清实景家居图片，通过拉线标注软装元素、

关键软装单品展示，以及辅助性文字讲解的方式，诠

释了 15种不同家居风格的软装搭配关键点，帮助读者

更直观、全面地了解家居软装搭配技巧。

《150 个家居设计配色图典》不同家居风格的色

彩搭配各有特色，通过不同的色彩设计可以令家居空

间呈现出使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效果。本书精选了五百

余张靠前外高清实景家居图片，通过拉线标注空间界

面色彩设计，以及重点软装配色，搭配辅助文字讲解

的方式，诠释了 15种不同家居风格的色彩设计关键

点，帮助读者更直观、全面地了解家居配色技巧。

《家装配色 软装陈设实用图典 简约风格》本书按照广义上的简约风格划分为简约现代、简约欧式、

简约日式三个章节，并精选出五百余张国内外主流案例图片，对案例配色设计与软装搭配进行详解，重点

标注软装元素与局部展示，同时搭配 CMYK 色值。

《家装配色 软装陈设实用图典 美式风格》本书按照美式风格的时间发展顺序，以古典美式、美式乡

村、现代美式划分章节，并精选出五百余张国内外主流案例图片，对案例配色设计与软装搭配进行详解，

重点标注软装元素与局部展示，同时搭配 CMYK 色值。

《家装配色 软装陈设实用图典·北欧风格》本书将北欧风格细分为北欧自然风格、北欧现代风格、

北欧极简风格、北欧工业风格。并精选国内外主流的北欧案例五百余张，书中对案例的配色设计与软装搭

配进行详细讲解，而且重点标注软装元素与局部展示，搭配 CMYK 的配色值。

《家装配色 软装陈设实用图典·中式风格》本书将中式风格细分为中式古典风格、新中式风格、中

式混搭风格。并精选国内外主流的中式案例五百余张，书中对案例的配色设计与软装搭配进行详解，而且

重点标注软装元素与局部展示，搭配 CMYK 的配色值。出版时间 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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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书分类法介绍

1. 图书分类简表

2. 文献标识码

在中图分类号后面经常看到有一个【文献标识码】A 或者 B 等等。一些读者常常将这里的文献标识码与【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的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相混淆，比如引文格式中出现这样的错误表达：

[1]何斌源,范航清,王瑁. 中国红树林湿地物种多样性及其形成[A]. 生态学报,2007（11）:4859-4870

【文献标识码】，指的是用于标示文献正文内容类型的代码。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

数据规范》规定，每篇文章或资料均应标识一个文献标识码。根据《规范》中设定的 5 种内容分类文献标识码，

5 种文献标识码所指代的文献内容的基本类型如下：

A ----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 ---- 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 ---- 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 ---- 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 ---- 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任务、书刊、知识介绍等）

说明：

1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以及文摘、零讯、补白、广告、启事等不加文献标识码。

2 中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 "文献标识码："或"[文献标识码]"作为标志，如：文献标识码：A

3 英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Document code:"作为标志

规范对各类文章格式的要求有所不同。A 类文章要求有中英文题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还要有汉

语拼音的作者姓名；B类和 C 类文章要求有中文题名及作者姓名。

3.中国标准刊号介绍

3.1 中国标准刊号（CSSN）

由一个以“ISSN”为标识的国际标准刊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ing－ISSN）和一个以

中国国别代码“CN”为标识的国内统一刊号两部分组成，其一般格式如下：

ISSNxxxx－xxxx

CNxx－xxxx/YY

例如：ISSN1000－0097

CN11－1340/G2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义

B 哲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理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学、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https://baike.so.com/doc/5328659-5563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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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际标准刊号（ISSN）

国际标准刊号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3297《文献工作—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按国际标准 ISO3297 规定，一个国际标准刊号由以“ISSN”为前缀的 8位数字（两段 4 位数字，中间以一

连字符“—”相接）组成。如：ISSN1234—5679，其中前 7 位为单纯的数字序号，无任何特殊含义，最后一位

为计算机校验位，其数值根据前 7 位数字依次以 8～2 加权之和、以 11 为模数按附录Ｂ所示的方法计算得到。

在前缀 ISSN 与数字之间应空一个字距。

3.3 国内统一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以 GB2659 所规定的中国国别代码“CN”为识别标志，由报刊登记号和分类号两部分组成，前

者为国内统一刊号的主体，后者为补充成分，其间以斜线“/”隔开，结构形式为：

CN 报刊登记号/分类号

3.3.1 报刊登记号

一个报刊登记号为定长的 6 位数字，由地区号（2位数字）和序号（4 位数字）两部分组成，其间以连字符

“—”相接，亦即：报刊登记号＝地区号＋序号。

3.3.2 地区号按 GB2260 所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代号给出。

1.3.3 序号由报刊登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分配，各地区的刊号范围一律从 0001～

9999，其中 0001～0999 统一作为报纸的序号，1000～4999 统一作为期刊的序号，5000～9999 暂不使用。

3.3.4 分类号

分类号作为国内统一刊号的补充成分用以说明报刊的主要学科范畴，以便于分类统计、订阅、陈列和检索。

一种报刊只能给定一个分类号。

3.3.4.1 期刊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大类给出，其中文化教育（G类）、自然科学（O类）和

工业技术（T类）的期刊按该分类法的二级类目给出。

3.3.4.2 报纸暂不加分类号。

3.4 注意识别。

目前有些非正规刊物通过多种渠道出版，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方式：

①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印刷、发行。

②假冒国内正式报刊名义进行非法出版。

③公开出版属于内部交流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等。

因此，大家在投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刊物的国际标准刊号和国内刊号及主管部门是否属实。

四、杂志社投稿方式

1.《财经理论与实践》

通信地址：湖南长沙岳麓区 湖南大学《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邮政编码：410082

联系电话：0731-88821883

投稿网址：先登录“湖南大学”官网，找到“管理与服务机构”的窗口，点击“财经理论与实践”进入

（此法可靠） 或 http://hdxbcjb.cnjournals.net 电子邮箱: cjllysj@hnu.edu.cn

2.《财务与会计》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 11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036

电子信箱：admin@finance-mof.gov.cn 电话：010-88227114

http://hdxbcjb.cnjournals.net/
mailto:cjllysj@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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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与管理》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19 057) (68068 985) (68066 211) E-Mail:jjglbjb@cass.org.cn

4.《财经科学》

编辑部电话：（028）87352248，（028）87359085

编辑部邮箱：cjkx@swufe.edu.cn

5.《国际经贸探索》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编辑部

邮 编：510420

电 话：020-36207076

电子信箱：gpietr@mail.gdufs.edu.cn (重要事宜请先电话联系)

联 系 人：李瑛

6.《当代经济科学》

地址：西安市雁塔西路 76 号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校区 016 信箱

邮编：710061

电话：029-82657048；029-82656527 传真：029-82656527

公共邮箱：djkx@xjtu.edu.cn

副主编： 张丛

办公室：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 东 5 舍 期刊中心 115 室

值班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周二下午在雁塔校区

办公电话：029-82663982；029-82657048

办公信箱：skxb3@xjtu.edu.cn

7.《国际金融研究》

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818

电话：010-66591558（发行） 66594243 66595336（编辑） 传真：010-66594040

邮箱：guojijinrongyanjiu@163.com

8.《国际贸易》

投稿邮箱：intertrade_guo@vip.sina.com 电话 010-64269332

地址：北京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国际贸易》杂志社 100710

9.《税务与经济》

联系电话：

经济编辑室：0431-84539185

税务编辑室：0431-84539186

编务室：0431-84539188

投稿信箱：swyjjzz@163.com swyjjtg@126.com

网址：http://www.swyj.cbpt.cnki.net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大街 3699 号《税务与经济》编辑部 邮编：130117

mailto:cjkx@swufe.edu.cn
mailto:djkx@xjtu.edu.cn
mailto:intertrade_guo@vip.sina.com
mailto:swyjjzz@163.com
mailto:swyjjtg@126.com
http://www.swyj.cbpt.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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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力资源管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4 号 A 院 3 号楼 506 室 《人力资源管理》编辑部 邮编：100143

电话：010-51489902 联系人：闪老师

传真：010-51489903 投稿信箱：hrmchina@126.com

11.《物流时代周刊》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5F 邮编：100028

联系电话：010-5867316

电子邮箱：wuliushidai@qq.com

在线投稿：http://www.logisticstimes.com.cn/tougao.asp

12.《新金融世界》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中心 A 座 11 层，邮编：100052，

电话：010-88051567,010-88051563，

官网邮箱：新闻（130915 更新）：jinrongshijie2010@126.com

13.《学术论坛》

地址：广西南宁市新竹路 5 号

主编：黄天贵 邮政编码：530022 邮箱：xueshultzz@163.com

14.《证券市场导报》

主编：宋丽萍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506 室 邮政编码：518028

邮箱：zqscdbbjb@163.com

15. 《中国发明与专利》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 号国家知识产权局院内 单位：《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社

联系人：彭耀林（杂志主编） 联系电话：010-62086468

邮箱：532776209@qq.com

16.《中国对外贸易》

联系电话：010-68012201 68012050

投稿邮箱：dy-cft@ccpit.org

17.《当代职业教育》

在线投稿平台 http://ddzyjy.scrtvu.net/

电话： 028-8776949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3 号 邮编：610073

18.《档案管理》

地址：郑州市金水大道 17 号 邮编：450003

邮箱：dangaglbjb@163.com

19.《档案时空》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一号（省委院内） 主编：彭友生 邮政编码：410011

电话：0731-82217019 Email：danganshikong@163.com

mailto:hrmchina@126.com
http://www.logisticstimes.com.cn/tougao.asp
mailto:jinrongshijie2010@126.com
mailto:dy-cft@ccpit.org
http://ddzyjy.scrtvu.net/
mailto:dangaglbjb@163.com
mailto:danganshik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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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档案与建设》

地址：南京市青岛路一号 邮政编码：210008

在线投稿： http://dayjs.soripan.net/tougao/

21.《发明与创新》

本刊热线

编辑部：0731-84461836

发行部：0731-84586760

发展策划部：0731-84586643

传真：0731-84461871

投稿邮箱

大科技：fmycxzhkj@163.com

职业教育：fmycxzjb@163.com fmycxbjb@126.com

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59 号 邮编：410001

在线投稿：http://www.fmycx.com/

22.《高等教育》

投稿咨询：010-57137333 823921756 1610916877

在线投稿：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1995&tid=4

23.《教师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教师教育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875

电话/传真：010—58807942（北京编辑部）；021—62233710（上海编辑室）

电子信箱：gdsz@chinajournal.net.cn

在线投稿：http://gds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

在线投稿：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5710&tid=4

24.《教育发展研究》

邮箱：jyfzyjbjb@163.com

地址：上海市茶陵北路 21 号 邮政编码：200032

在线投稿：http://www.jyfzyjzz.cn/html/list-13-1.html

25.《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6 号

联系电话：010-82014985 电子邮箱：jyyj@nies.net.cn

26.《教育与职业》

纸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永外安乐林路甲 69 号《教育与职业》杂志社收 邮编：100075

电子稿件信箱：zazhi1917@263.net 稿件查询电话：（010）67214710 联系人：李岚

27.《科学学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5 号 8712 信箱 《科学学研究》编辑部

联系电话：（010） 62622031 网址：www.kxxyj.com 邮政编码：100190

E-mail：kxxyj@263.net kxxyj@casipm.ac.cn

http://dayjs.soripan.net/tougao/
mailto:fmycxzhkj@163.com
mailto:fmycxzjb@163.com
mailto:fmycxbjb@126.com
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1995&tid=4
mailto:gdsz@chinajournal.net.cn
http://gds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
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5710&tid=4
mailto:jyfzyjbjb@163.com
http://www.jyfzyjzz.cn/html/list-13-1.html
mailto:jyyj@nies.net.cn
mailto:zazhi1917@263.net
mailto:kxxyj@263.net
mailto:kxxyj@casip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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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科研管理》

联系人：王萍 龚宇

联系电话：010-62555521 E-mail :kygl@casipm.ac.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5 号 8712 信箱 邮编：100190

2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黄松益楼 429 室 邮编：100084

电话：010-62788995 邮箱：jysbjb@mail.tsinghua.edu.cn

30.《全球教育展望》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 1624 室 《全球教育展望》编辑部

电话：021-62232938 QQ：3539229802 邮编 200062

邮箱投稿：qqjyzwbjbtg@163.com

在线投稿：http://www.qqjyzw.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6

31. 《人民教育》

地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政编码：100082

邮箱：renminjybjb@163.com 电话：010-53329409

在线投稿：http://rmjy.goooc.net/tougao/

公司网址：http://rmjy.goooc.net/

32. 《现代大学教育》

地址：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校本部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代大学教育》编辑部 410083

电话：0731-88876856 网址：http://mue.csu.edu.cn

33.《现代教育技术》

在线投稿：http://xjjs.cbpt.cnki.net/EditorCN/index.aspx?t=1

在线投稿后，请发邮件至 xdjyjs@tsinghua.edu.cn 进行备份

34.《现代教育科学》

在线投稿：http://xdjykx.zazhizg.com/#nav1

35.《现代职业教育》

投稿信箱：：xdzyjy@163.com

在线投稿：http://xdzyjy.com/tougao.html

36.《职教论坛》

社长：叶桉

地址：江苏省南昌市红角洲学府大道 589 号 邮政编码：330038

邮箱：zhijiaoltzztg@163.com

在线投稿：http://www.zhijiaolt.cn/html/list-14-1.html

mailto:jysbjb@mail.tsinghua.edu.cn
mailto:qqjyzwbjbtg@163.com
http://www.qqjyzw.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6
http://rmjy.goooc.net/tougao/
http://xjjs.cbpt.cnki.net/EditorCN/index.aspx?t=1
mailto:在线投稿后，请发邮件至xdjyjs@tsinghua.edu.cn进行备份
http://xdjykx.zazhizg.com/#nav1
http://xdzyjy.com/tougao.html
mailto:zhijiaoltzztg@163.com
http://www.zhijiaolt.cn/html/list-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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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职业技术教育》

在线投稿：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5707&tid=4

投稿咨询： 010-57137333 823921756 1610916877

投稿查询： 536096372 153866676

38. 《中国高等教育》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 邮编：100082

投稿邮箱 ：gdjy@edumail.com.cn 电话:010-82296658

39.《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富盛大厦 19 层

邮政编码：100029 邮箱：zgzyjsjyzbjb@163.com

40.《法律与生活》

联系电话:010-83938218 投稿方式： 邮箱：flysh_gf@163.com

41.《外语教学与研究》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大厦 1114 室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6466 传真：（010）88816466

投稿邮箱:bwyys@126.com ; bwyys@bfsu.edu.cn

在线投稿：http://www.fltr.ac.cn:8080/journalx_wyjxyj/authorLogOn.action

42. 《外语界》

编辑：《外语界》编辑部

通信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 558 号《外语界》编辑部 邮编：200083

电话：（021）65422525 邮箱：waiyujie@sohu.com

在线投稿：http://www.waiyujie.net/Journalx_wyj/authorLogOn.action

43. 《外国语》

在线投稿：http://www.wgybjb.cn/html/list-6-1.html

主编：束定芳

地址：上海大连西路 550 号 513 信箱 邮政编码：200083

邮箱： waiguoyubjb@163.com

44. 《现代外语》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mail：gplal@mail.gdufs.edu.cn

邮政编码：510420 电话：020-36207235; 编辑部邮箱： gplal@gdufs.edu.cn

在线投稿：http://xdwy.soripan.net/tougao/

45. 《英语世界》

网络部：18210244181 编辑部：010-65539242 发行部：010-65538745 邮购：010-64217948

咨询及投稿：wewecp@sina.com 意见及建议：weadvice@sina.com

翻译大赛：yysjfyds@sina.com 翻译擂台：wefanyi@qq.com 邮购部：wefaxingbu@sina.com

http://zazhi.lshqwh4.top/?mod=m_contribute&id=5707&tid=4
mailto:gdjy@edumail.com.cn
mailto:zgzyjsjyzbjb@163.com
mailto:flysh_gf@163.com
mailto:bwyys@bfsu.edu.cn
http://www.fltr.ac.cn:8080/journalx_wyjxyj/authorLogOn.action
mailto:waiyujie@sohu.com
http://www.waiyujie.net/Journalx_wyj/authorLogOn.action
http://www.wgybjb.cn/html/list-6-1.html
mailto:gplal@gdufs.edu.cn
http://xdwy.soripan.net/tougao/
mailto:wewecp@sina.com
mailto:weadvice@sina.com
mailto:yysjfyds@sina.com
mailto:wefanyi@qq.com
mailto:wefaxingbu@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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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读书》

地址：北京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投稿邮箱：dushubjb@163.com

在线投稿：http://www.dushuzz.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4

47.《管理科学》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 13 号 电话：0451-86414056 邮编：150001

投稿邮箱：glkx@hit.edu.cn

48. 《萌芽》

投稿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萌芽杂志收。

电子邮件：上半月 mengya@mengya.com

下半月 mengmeng@mengya.com，主题栏都请标明散文还是小说。 网址：mengya.com

49. 《青年文摘》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3 号浩鸿园静园《青年文摘》杂志社 邮编：100028

联系电话：010-64465891 邮箱：yc@qnwz.cn

在线投稿：http://www.qnwz.cn/member/login.php?gourl=%2Fmember%2Farticle_add.php

50. 《世界文学》

邮箱：sjwxtg@126.com

在线投稿：http://www.yuntougao.com/zxzf/5265/

51.《译林》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座 15/16 层 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 （邮编：210009）

投稿：contribution@yilin.com 电话：（025）86637608 （025）83300970

传真：（025）83658306

52.《中华诗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新洲商务大厦 808 主编：郑伯农 邮政编码：100142

电话：010-51607687 邮箱：zhscbjb@163.com

53.《美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 32 号楼 B 座 18 层 邮政编码：100083

邮政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箱：meishu1950@163.com

54.《世界美术》

地址：北京市花家地南街 8 号中央美术学院 主编：易英 邮政编码：100102

在线投稿：http://www.shijiemeishu.cn/html/list-13-1.html

55.《中国摄影》

联系电话：010-6495900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杂志投稿邮箱：zgsyj@chinaphoto.cc

http://www.dushuzz.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4
mailto:下半月mengmeng@mengya.com，主题栏都请标明散文还是小说。
mailto:.yc@qnwz.cn
http://www.qnwz.cn/member/login.php?gourl=%2Fmember%2Farticle_add.php
mailto:sjwxtg@126.com
http://www.yuntougao.com/zxzf/5265/
mailto:contribution@yilin.com
mailto:zhscbjb@163.com
mailto:meishu1950@163.com
http://www.shijiemeishu.cn/html/list-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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