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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新刊评价报告 

第一部分 新刊评价说明 

一、新刊的概念界定与遴选 

(一) 新刊的概念界定 

新创学术期刊（简称新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老刊而言，一般是指

近期创办的期刊。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概念。考虑到

期刊评价中定量数据一般都含有影响因子或 5年影响因子，叶继元教授将新刊界

定为 5 年内创办的期刊1。本报告借鉴新刊的这一时间界定范围，同时考虑到新

刊必须已经出版了一定周期，故本报告专指的新刊时间界定为 2013-2017期间创

办的刊物。关于新刊的定义，顾名思义，新创办的期刊，那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新批准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无疑就是新刊了。 

但是事实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批准了很多更名的学术期刊。由于该

局对国内统一刊号管理比较严格，很多单位获批新的刊号比较困难，就会通过内

部刊号“转让”的形式对期刊进行更名。期刊更名情况主要有三种：①非学术期

刊转为学术期刊；② 刊文方向有变；③高校改名或升级，其学报随之更名。最

后一种情况中，期刊的刊文方向一般不会有大的改变，不能算作新创办的学术期

刊。 

因此，本报告将新刊界定为：2013-2017 年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

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更名

的学术期刊。 

                                                        
1
  叶继元, 臧莉娟. 新创学术期刊评价探讨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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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期刊的挑选原则 

本报告对于学术期刊的挑选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如期刊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两次学术期刊名单中，则认定为

学术期刊； 

 对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没来得及认定的期刊，原则上主要依据其

刊载的学术论文是否超过了该刊论文总数的 50%，若未超过 50%则为非学

术期刊； 

 专家推荐期刊。 

(三) 新刊遴选过程及结果 

1. 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上下载关于同意创办期刊或期刊更名的行

政许可文件； 

2. 对行政许可文件进行数据筛选和整理，剔除具有明显自然科学属性的期

刊和语种为外文的期刊，初筛出新刊名单； 

3.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刊名单进行公示（公示网址

http://ex.cssn.cn/index/gg/201808/t20180816_4544483.shtml），征

求社会各界意见； 

4. 通过专家委座谈会征求专家意见； 

5. 汇总公示反馈意见和专家意见，对新刊名单进行部分增减。最后得到

2013-2017 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刊 164种。 

二、学科划分与期刊归类 

(一) 学科分类的划分依据 

2018 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

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简称《三评意见》）。《三评意见》中提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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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指导思想是“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推进分类评

价制度建设，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

气正的科研环境，形成中国特色科技评价体系”。 

根据《三评意见》的指导思想，本年度进行新刊评价时按照学科大类和学科

类进行。在结合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 年）》、国家标准

《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

等学科、图书分类的基础上，2018年度新刊评价时共分成 3个学科大类和 19个

一级学科类进行评价。 

第一大类侧重人文学科类期刊，包括考古文博、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民族学与文化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和哲学共计 8个学科类。 

第二大类侧重综合类期刊，共计 1个学科类。 

第三大类侧重社会科学类期刊，包括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人文

地理学、社会学、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和政治学共

计 10个学科类。 

(二) 期刊的学科归类方法 

首先，我们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期刊 CN 号（国内统一刊号）、期刊

论文分类号等对期刊进行粗分类； 

其次，参考 CNKI（知网）、万方数据平台等期刊数据库对期刊的分类进行修

订； 

第三，请相关专家把关，核查分类中出现偏差的期刊； 

第四，请各期刊编辑部填写《期刊编辑部自评信息表》，申报其期刊所属学

科类； 

第五，公示评价期刊名单及分类，接受学术界反馈意见，公示信息见“中国

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2018年评价期刊名单和分类公示”

（http://ex.cssn.cn/index/gg/201808/t20180816_4544483.shtml）； 

第六，汇总分类意见，确定期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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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刊源的分学科分布 

将 164 种新刊按照 19 个类别进行划分，得到学科分类期刊数量分布表，如

表 1所示。 

表 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学科分类表（按音序排列） 

序号 学科大类 一级学科 期刊数 

1 

侧重人文学科 

考古文博  2 

2 历史学  5 

3 马克思主义理论 7 

4 民族学与文化学  3 

5 文学  5 

6 艺术学  7 

7 语言学  8 

8 哲学  1 

9 

侧重社会科学 

法学  11 

10 管理学  8 

11 教育学  29 

12 经济学  25 

13 人文地理  1 

14 社会学  8 

15 体育学  1 

16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学  

3 

17 新闻学与传播学  9 

18 政治学 13 

19 侧重综合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18 

合计 164 

 

三、新刊评价指标体系 

《新刊 AMI评价指标体系》以《A刊 AMI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由 3个一

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构成，实行一票否决制，设置一票否决指

标、计分指标和扣分指标，各指标统计时间及数据来源有所不同。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新刊 AMI，2018）（简称《新刊 AMI 评价指标

体系》）详见表 2。 

该指标体系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中指标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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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根据国家近期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人文学科特点，在充分听取专家意

见基础上制定“《新刊 AMI评价指标体系》”，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中指标体系进

行修改，确定《新刊 AMI评价指标体系》初稿； 

第二步：召开共计 24 个学科的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讨论《新刊 AMI 评价

指标体系》； 

第三步：2018 年 10月 18日，召开了新刊评价专家评审会，讨论《新刊 AMI

评价指标体系》； 

第四步：在专家委主任会议（2018 年 10 月 27 日在南京审计大学召开）和

咨询委员会会议（2018年 11月 1日在京召开）上，再次听取专家们对新期刊评

价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步：汇总专家意见，确定《新刊 AMI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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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新刊 AMI，2018） 

一票否决指标 

如认为该期刊有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有违中央现

行基本方针政策，或存在情节严重的捏造、篡改、抄袭

等学术不端行为，则一票否决，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是□ 

（一票否决） 

否□ 

（继续打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采集时间、来源及备注 

吸引力 

论文状况 

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的程度和更新速度 时间：2018年 8月采集；来源：网络 

下载量 篇均下载次数 时间：2018年 10月，来源：中国知网 

同行评议 

专家委员 根据同行评议指标进行打分 时间：2018年 1月至今；来源：座谈会、通讯评审等 

推荐专家 根据同行评议指标进行打分 

时间：2018年 9月开始；来源：数据采集网站 

备注：由专家委员、编辑部及特邀专家推荐的学者构成，详见

http://www.cssn.cn/index/gg/201807/t20180731_4514684.shtml 

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 
根据同行评议指标进行打分 

时间：2018年 9月开始；来源：数据采集网站 

备注：参加评议的人员要遵守学术规范，抽查学者的真实性，以保证评

议人员的真实有效性 

管理力 

学术不端  
交叉引用/交叉署名，变相买卖版

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时间：2013年至今； 

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数据，

评价院接到举报后核实的信息等； 

备注：该指标为扣分指标，无学术不端行为得“0”分，存在问题进行扣

分 

制度规范 编辑规范 
中外文题录信息，参考文献著录

规范性、准确性，出版规范 

时间：2013年至今； 

来源：评价院对期刊论文抽检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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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 

网站建设 
网站建设，网站内容完备性及更

新情况 

时间：2018年 8月； 

来源：评价院采集各期刊网站建设情况 

在线稿件处理系统 在线投稿、审稿系统建设情况 

时间：2018年 8月； 

来源：评价院从各期刊网站采集该数据； 

备注：旨在引导编辑部弥补传统投审稿方式的不足，提高投审稿效率、

缩短出版周期，以满足网络环境下用户需求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建设情况 

时间：2018年 8月； 

来源：评价院从各期刊微信公众号采集该数据； 

备注：新环境下期刊的建设情况 

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  
时间：2018年 10月； 

来源：中国知网 

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  
时间：2018年 10月； 

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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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刊分级排序方法 

本次评价，新刊分级排序参照 A刊评价的分级排序方法。鉴于新刊数量较少，

本次只评出“核心期刊”，其他期刊为入库期刊。同等级期刊划等不排序。因新

刊数量较少，学科分布不均，此次新刊评价评定出的“核心期刊”唯学术水平而

定，不按学科划分、不按比例划定，坚持宁缺毋滥。 

五、数据来源与采集时间 

本次评价的数据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评价院自采数据，二是第三方

数据，三是编辑部协助提供数据。 

1. 评价院自采数据 

（1）评价院采集数据 

 纸本期刊数据。通过到图书馆直接阅读的方式采集期刊出版规范等指标

信息； 

 电子版期刊数据。通过下载期刊论文电子版的形式抽查期刊论文参考文

献信息准确性等内容；对未提供样刊数据的期刊，选择创刊号（或更名

后第 1期）和 2018年第 1期下载、打印其原版目录页和部分论文； 

 网络信息数据。通过访问期刊网站采集期刊“网站建设”、“在线稿件

处理系统”、“开放获取”等信息。 

（2）调研数据 

以问卷调查、电话咨询、专家座谈等形式采集“同行评议”等指标的数据。 

2. 第三方数据 

中国知网。采集“下载量”、“2018 版复合影响因子”、“2018 版综合影

响因子”等指标数据。 

3. 期刊编辑部协助提供数据 

 编辑部提供样刊（创刊号或更名后第 1 期和 2018 年第 1 期）供专家审

读； 

 编辑部填写《期刊编辑部自评信息表》，采集期刊学科分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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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标的计算方法不同，每个指标的采集时间亦有所不同，详见新刊评价

指标体系里的数据采集时间。“同行评议”指标问卷发放回收时间是 2018 年 9

月 28日-10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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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刊评价结果（164 种期刊） 

本次评价采用《新刊 AMI 评价指标体系》，对 164 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进行了评价，考虑到三个学科大类之间的差异，对三个学科大类分别进行了

评价，最后评出 18 种核心期刊，其他 146 种为入库期刊。期刊排序方式：同一

等级内按照学科大类、一级学科排序，同一学科内再按照期刊音序排列。 

 

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1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综合 综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核心 

2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综合 综合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核心 

3 中国纪检监察 政治学 社科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 核心 

4 国际政治科学 政治学 社科 清华大学 核心 

5 社会学评论 社会学 社科 中国人民大学 核心 

6 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核心 

7 劳动经济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核心 

8 城市与环境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核心 

9 产业经济评论 经济学 社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核心 

10 财经智库 经济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核心 

11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 
教育学 社科 苏州大学 核心 

12 国际法研究 法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核心 

13 中国文学批评 文学 人文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核心 

14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文学 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林出

版社 
核心 

15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核心 

16 毛泽东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核心 

17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核心 

18 国际汉学 历史学 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核心 

19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综合 综合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科学普及出版

社、中国科学技术馆 
入库 

20 知与行 综合 综合 黑龙江社会科学信息中心 入库 

21 新乡学院学报 综合 综合 新乡学院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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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22 西部学刊 综合 综合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入库 

23 文化软实力 综合 综合 湖南大学 入库 

24 孙子研究 综合 综合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孙子研

究会 
入库 

25 社会科学动态 综合 综合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入库 

26 区域与全球发展 综合 综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入库 

27 青藏高原论坛 综合 综合 青海民族大学 入库 

28 南海学刊 综合 综合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

学院 
入库 

29 领导科学论坛 综合 综合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入库 

30 孔学堂 综合 综合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入库 

31 军民融合 综合 综合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入库 

32 荆楚学刊 综合 综合 荆楚理工学院 入库 

33 关东学刊 综合 综合 长春工业大学 入库 

34 港澳研究 综合 综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入库 

35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政治学 社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入库 

3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政治学 社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 入库 

37 统一战线学研究 政治学 社科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入库 

38 台海研究 政治学 社科 上海台湾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入库 

39 青年学报 政治学 社科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入库 

40 欧亚经济 政治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入库 

41 行政科学论坛 政治学 社科 新乡学院 入库 

42 国际关系研究 政治学 社科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入库 

43 地方治理研究 政治学 社科 江西行政学院 入库 

44 当代美国评论 政治学 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入库 

45 边界与海洋研究 政治学 社科 武汉大学 入库 

46 中国年鉴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入库 

47 中国出版史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入库 

48 新媒体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入库 

49 全球传媒学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清华大学 入库 

50 南方传媒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入库 

51 教育传媒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中国教育电视台 入库 

52 国际传播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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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53 传播与版权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广西期刊协会 入库 

54 北方传媒研究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社科 

吉林省广播电视研究所、吉林省舆林报刊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入库 

55 图书情报导刊 

图书馆、

情报与档

案学 

社科 
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山西省科学

技术情报学会 
入库 

56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图书馆、

情报与档

案学 

社科 浙江省文化厅 入库 

57 情报工程 

图书馆、

情报与档

案学 

社科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 
入库 

58 武术研究 体育学 社科 山西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入库 

59 社会治理 社会学 社科 北京师范大学 入库 

60 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学 社科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 入库 

61 社会建设 社会学 社科 
吉林省出版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中国人民

大学 
入库 

62 社会工作与管理 社会学 社科 广东工业大学 入库 

63 社会保障评论 社会学 社科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入库 

64 青年发展论坛 社会学 社科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入库 

65 旅游导刊 人文地理 社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 
入库 

66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 入库 

67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云南财经大学 入库 

68 区域经济评论 经济学 社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入库 

69 清华金融评论 经济学 社科 清华大学 入库 

70 农银学刊 经济学 社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培训学

院  
入库 

71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经济学 社科 江西农业大学 入库 

72 开发性金融研究 经济学 社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

学 
入库 

73 经济学报 经济学 社科 清华大学 入库 

74 金融理论探索 经济学 社科 河北金融学院 入库 

75 环境经济研究 经济学 社科 湖北经济学院 入库 

76 海关与经贸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上海海关学院 入库 

77 公共财政研究 经济学 社科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山东省财

政科学研究所 
入库 

78 工业经济论坛 经济学 社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入库 

79 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 社科 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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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80 东北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 社科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入库 

81 当代农村财经 经济学 社科 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 入库 

82 当代金融研究 经济学 社科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入库 

83 当代会计 经济学 社科 江西省报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入库 

84 产业创新研究 经济学 社科 滨海时报社 入库 

85 财政科学 经济学 社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入库 

86 北方金融 经济学 社科 内蒙古金融学会 入库 

87 重庆高教研究 教育学 社科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入库 

88 终身教育研究 教育学 社科 江苏开放大学 入库 

89 中小学课堂教学研究 教育学 社科 广西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入库 

90 幼儿教育研究 教育学 社科 福建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入库 

91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学 社科 合肥学院 入库 

92 医学教育管理 教育学 社科 首都医科大学 入库 

93 数字教育 教育学 社科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大象出版社有限公

司 
入库 

94 山东高等教育 教育学 社科 青岛大学 入库 

95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教育学 社科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 入库 

96 青少年学刊 教育学 社科 山东省团校；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入库 

97 名师在线 教育学 社科 《英语周报》社有限公司 入库 

98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学 社科 内蒙古民族大学 入库 

99 开放学习研究 教育学 社科 北京开放大学 入库 

100 教育与装备研究 教育学 社科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 入库 

101 教育视界 教育学 社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入库 

102 教育经济评论 教育学 社科 北京师范大学 入库 

103 教育传播与技术 教育学 社科 
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教育出版社、上海

市电化教育馆 
入库 

104 教育参考 教育学 社科 上海教育出版社 入库 

105 教师教育学报 教育学 社科 西南大学 入库 

106 教师教育论坛 教育学 社科 华中师范大学 入库 

107 教师发展研究 教育学 社科 北京教育学院 入库 

108 基础外语教育 教育学 社科 
山东师范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入库 

109 河北职业教育 教育学 社科 廊坊师范学院 入库 

110 高教学刊 教育学 社科 
黑龙江省创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入库 

111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教育学 社科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入库 

112 当代教研论丛 教育学 社科 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 入库 

113 创新人才教育 教育学 社科 中国人民大学 入库 

114 船舶职业教育 教育学 社科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辽宁科学技术出版有

限责任公司 
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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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115 中国医疗管理科学 管理学 社科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入库 

116 中国领导科学 管理学 社科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入库 

117 中国管理会计 管理学 社科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经济科学出版社 入库 

118 智库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 社科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南京大学 入库 

119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

究 
管理学 社科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入库 

120 竞争政策研究 管理学 社科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入库 

121 宏观质量研究 管理学 社科 武汉大学 入库 

122 财务研究 管理学 社科 中国财政杂志社 入库 

123 专利代理 法学 社科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中国知识产权

局 
入库 

124 中国应用法学 法学 社科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出版社 入库 

125 武大国际法评论 法学 社科 武汉大学 入库 

126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

版） 
法学 社科 苏州大学 入库 

127 南海法学 法学 社科 海南省法学会；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入库 

128 国际经济法学刊 法学 社科 北京大学 入库 

129 法治现代化研究 法学 社科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法学会 入库 

130 法治社会 法学 社科 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广东省法学会 入库 

131 地方立法研究 法学 社科 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研究所 入库 

132 财经法学 法学 社科 中央财经大学 入库 

133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哲学 人文 北京师范大学 入库 

134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学 人文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入库 

135 语言教育 语言学 人文 大连外国语大学 入库 

136 外语与翻译 语言学 人文 中南大学 入库 

137 外文研究 语言学 人文 河南大学 入库 

138 外国语文研究 语言学 人文 华中师范大学 入库 

139 双语教育研究 语言学 人文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教育出版社 入库 

140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语言学 人文 北京语言大学 入库 

141 德语人文研究 语言学 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入库 

142 中国文艺评论 艺术学 人文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 
入库 

143 中国民族美术 艺术学 人文 民族出版社 入库 

144 中国民族博览 艺术学 人文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 入库 

145 音乐文化研究 艺术学 人文 浙江音乐学院 入库 

146 西泠艺丛 艺术学 人文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入库 

147 书法研究 艺术学 人文 上海书画出版社有限公司 入库 

148 当代音乐 艺术学 人文 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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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 学科 学科大类 主办单位 等级 

责任公司 

149 长江文艺评论 文学 人文 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入库 

150 网络文学评论 文学 人文 广东省作家协会 入库 

151 外国语言与文化 文学 人文 湖南师范大学 入库 

152 文化软实力研究 
民族学与

文化学 
人文 武汉大学 入库 

153 地域文化研究 
民族学与

文化学 
人文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入库 

154 地方文化研究 
民族学与

文化学 
人文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入库 

1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清华大学 入库 

156 红色文化学刊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赣南师范大学 入库 

157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清华大学 入库 

158 邓小平研究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入库 

159 中原文化研究 历史学 人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入库 

160 苏区研究 历史学 人文 老区建设杂志社 入库 

161 史志学刊 历史学 人文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入库 

162 经济社会史评论 历史学 人文 天津师范大学 入库 

163 遗产与保护研究 考古文博 人文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入库 

164 博物院 考古文博 人文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入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