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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评价方案（2012 年修订）  

 

本方案包括科技类和社科类两大部分，科研业绩分为 T、A、 

B 三个级别。 （以下为摘要） 

  

第二部分  社科类  

一、科研业绩评价标准（见下表）   

类别 T A B 

学术

论文 

被 SSCI、A&HCI 

全文收录的学术

期 刊 论 文 ； 在

《中国社会科学》

（含英文版）上

发 表 的 学 术 论

文；在各学科确

定的国内顶级刊

物上发表的学术

论文；被《中国 

社 会 科 学 文

摘 》、《 新 华 文

摘》转载的学术

论 文 （ 主 体 摘

编 ， 3000 字 以

上）。 

在各学科确定的

若干个国内权威刊

物上发表的学术论

文；被《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和《新

华文摘》论点摘编

的 学术论文 ；被

《高校文科学报文

摘》转载的学术论

文；在部分“985”

高校学报和《华南

师范大学学报》上

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学术

理论版上发表的理

论文章。 

被 ISSHP 全文

收录的会议学术论

文；在 CSSCI来源

期刊上发表未列入 

T、A 级别的学术论

文；在《中国社会

科学报》学术理论

版上发表的理论文

章； 被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未列入 

T、A 级别的学术论

文；在各学科补充

的重要期刊上发表

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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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著作 

国际重要机构资

助出版的学术著

作；入选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的成果；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出版的学

术著作；教育部统

编高校教材；入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文库的成果。 

省出版基金资助

出版的学术著作；

入选省级文库的优

秀成果；国内外出

版社公开出版的学

术专著、学术译

著。 

国内外出版社公

开出版的编著、高

校教材、工具书、

科普著作、个人论

文集。 

咨询 

报告 

有党和国家领

导人批示并产生

重大影响的调研

报告；国家级机

构及国家各部委

采纳的软科学成

果与咨询报告；

有省委、省政

府、省人大或省

政协主要领导批

示并产生重大影

响的调研报告。 

省级机构及省各

厅局级机构、广州

市党政机构采纳的

调研、咨询报告。 

地级市机构、县

级党政机构、广州

市局级机构采纳的

调研、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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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成果 

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人

文社会科学)；全

国教育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二等

奖；国家其他部委

和省级社科优秀成

果一等奖。 

全国教育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国

家其他部委和省级

社科优秀成果二等

奖、三等奖；全国

性的各类知名基金

奖；获得“国家图

书奖”或国家“五

个一工程奖”的成

果；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鉴定为“优秀”的

著作。 

广州市及厅局级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省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成

果鉴定为“优秀”

的著作。 

社科项

目 

国家级项目；省

部级重大项目；特

大横向项目。 

省部级其他项目；

广州市招标项 

目；重大横向项目。 

广州市其他项

目；厅（局）级

项目；重点横向

项目。 

  

二、 各类科研业绩评价的补充说明  

（一）学术论文  

1．发表在 SSCI、A&HCI收录源期刊但未被全文收录，作为 

A 级论文。  

2．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在“华南师范

大学社科类重要学术期刊界定一览表”中列出），为了保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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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连续性，本评价方案再次修订前，落选期刊的认定仍然不

变，当年新增加的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入选当年

起也可以作为 B级论文。  

3．被 SSCI、A&HCI 全文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和被 ISSHP全

文收录的会议学术论文在认定时须出示学校图书馆开具的收录证

明。  

（二）学术著作  

    原未达到 T级的著作，被国外正式出版机构翻译成外文出版

之后可追加为 T。  

（三）调研、咨询报告  

调研、咨询报告必须提交有效的成果采纳证明或使用证明，

以落款公章确认其级别。  

（四）获奖成果  

全国性的各类知名基金奖包括：霍英东基金奖，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金岳霖学术奖，孙冶方研究基金会、吴玉章研究基 

金会、陶行知研究基金会、钱端升基金会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奖。  

（五）社科项目  

1．纵向项目性质界定：纵向社科科研项目是指上级社科主

管部门或机构批准立项的各类计划（规划）、基金项目，包括：

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广州市项目以及厅、局级项目。我校

作为共同申报单位参与外单位主持且立项通知中有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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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的纵向项目，可视为原级别项目的子项目，即可认定为原级

别的下一级项目。  

    附件：华南师范大学社科类重要学术期刊界定一览表  

                         

华南师范大学社科类重要学术期刊界定一览表  

  

1．法学 (共 22 种)  

T 级（1 种）法学研究  

A 级（6 种）中国法学、法商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法学家  

B 级（15 种）现代法学、清华法学、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

行政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知识产权、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

究、法学论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当

代法学、中国刑事法杂志  

2．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共 70 种）  

T 级（0 种）  

A 级（20 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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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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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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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北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B 级（50 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求是学刊、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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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深圳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北方论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齐鲁学刊、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3．管理学(共 33 种)  

T 级（1 种）管理世界  

A 级（8 种）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管理

科学学报、中国软科学、公共管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外国经

济与管理  

B 级（24 种）研究与发展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管

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学报、管理评论、

预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科技论坛、

科学管理研究、软科学、系统工程、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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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学报、华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管理现代化、运

筹与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统工程学报、系统工程理论方法

应用  

4．环境科学（共 5 种）  

T 级（0 种）  

A 级（1 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B 级（4 种）资源科学、自然资源学报、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环境保护  

5．教育学（共 41 种）  

T 级（1 种）教育研究  

A 级（10 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电化教育

研究、开放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科版）、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发展研究、课

程·教材·教法  

B 级（30 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高等工程教

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研究、教育学报、远程教育杂

志、中国高教研究、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全球教育展望、现代大学教育、高教探索、江苏高教、现代

教育技术、中国教育学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大学教学、

中国特殊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现代远距离教育、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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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大学教育科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

人民教育、基础教育参考、中小学德育、中小学教育  

6．经济学（共 77 种）  

T 级（2 种）经济研究、世界经济  

A 级（16 种）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

财经研究、中国农村观察、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

经济评论、经济学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审计研究  

B 级（59 种）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农业经济问题、 

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国际贸易问

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现代日本经济、当代经济科学、上海

财经大学学报、农业技术经济、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

报）、产业经济研究、国际贸易、财经科学、当代财经、财经问

题研究、中国土地科学、南方经济、宏观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

政治论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上海经济研

究、证券市场导报、商业经济与管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改革、

经济与管理研究、财贸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经济纵横、河北经贸大

学学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城市发展研究、经济问题探索、

国际经贸探索、财政研究、现代经济探讨、税务研究、财经论丛、

当代经济研究、亚太经济、金融论坛、城市问题、上海金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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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财经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经纬、现代财经、农村

经济、中国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科技与经济、国际经济合作  

7．考古学（共 7 种）  

T 级（1 种）文物  

A 级（2 种）考古、考古学报  

B 级（4 种）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江汉考古、敦煌学辑

刊  

8．历史学（共 28 种）  

T 级（1 种）历史研究  

A 级（7 种）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史林、

史学理论研究、史学集刊、世界历史  

B 级（20 种）中国农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抗日战争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清史研究、安徽史学、民国档

案、文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西域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历史档案、历史教学、文献、东南文化、历史教学

问题、中国地方志、自然科学史研究  

9．马克思主义（共 15 种）  

T 级（1 种）马克思主义研究  

A 级（4 种）教学与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B 级（10 种）国外理论动态、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当代世



 

—11—  

界社会主义问题、理论视野、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

当代青年研究  

10．民族学（共 15 种）  

T 级（1 种）民族研究  

A 级（3 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世界民族  

B 级（11 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藏学、广西民族研究、西北民族

研究、贵州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民俗研究、文化遗产、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11．人文、经济地理（共 13 种）  

T 级（1 种）地理学报  

A 级（4 种）旅游学刊、经济地理、地理研究、地理科学  

B 级（8 种）城市规划学刊、人文地理、城市规划、旅游科

学、地域研究与开发、国际城市规划、世界地理研究、规划师  

12．社会学（共 9 种） T 级（1 种）社会学研究  

A 级（2 种）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  

B 级（6 种）人口学刊、社会：社会学丛刊、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发展、南方人口、西北人口  

13．体育学（共 13 种）  

T 级（1 种）体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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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3 种）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B 级（9 种）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

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技、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 

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14．统计学（共 4 种）  

T 级（1 种）统计研究  

A 级（1 种）数理统计与管理  

B 级（2 种）统计与决策、统计与信息论坛  

15．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共 20 种）  

T 级（1 种）中国图书馆学报  

A 级（4 种）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

档案学研究  

B 级（15 种）图书情报知识、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与情报、

国家图书馆学刊、情报科学、图书馆建设、情报资料工作、图书

馆杂志、图书馆论坛、情报杂志、图书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档案学通讯  

16．文学（共 28 种）  

T 级（2 种）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  

A 级（8 种）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研究（该期刊为 SSCI 收录源期刊，

该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若被 SSCI 全文收录则为 T 级，否则按 A 级

计）、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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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级（18 种）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国比较文学、新

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

究、鲁迅研究月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明清小说研究、

红楼梦学刊、中国诗学、中国典籍与文化、俄罗斯文艺、外国文

学动态、外国语言文学、世界文学  

17．心理学（共 9 种）  

T 级（1 种）心理学报  

A 级（2 种）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  

B 级（6 种）心理科学进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与

行为研究、心理学探新、应用心理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8．新闻与传播学（共 22 种）  

T 级（1 种）新闻与传播研究  

A 级（6 种）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

大学学报）、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新闻记者  

B 级（15 种）新闻大学、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科学、科

技与出版、中国出版、中国编辑、当代传播、现代出版、编辑学

刊、传媒、新闻界、新闻与写作、现代广告、电视研究、传播与

社会学刊  

19．艺术学（共 30 种）  

T 级（2 种）美术观察、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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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11 种）文艺研究、美术研究、装饰、美术、艺术评论、

美术与设计、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人民

音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B 级（17 种）民族艺术、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戏剧艺术、电影艺术、当代电影、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世界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艺术百

家、中国电视、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民族艺术研究、

舞蹈、中国摄影  

20．语言学（共 41 种）  

T 级（2 种）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  

A 级（13 种）世界汉语教学、当代语言学、语言教学与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方言、外语界、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现代外语、中国翻译、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古汉语研究、

民族语文  

B 级（26 种）语言科学、汉语学报、语言研究、语文研究、 

华文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当代修辞学、中国文字学报、古文

字研究、中国外语、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

实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中

国俄语教学、法国研究、中国朝鲜语文、外国语文、上海翻译、

山东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外语与翻译、中国科技翻译、

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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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哲学（共 16 种）  

T 级（1 种）哲学研究    

A 级（6 种）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世界哲学、伦理

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现代哲学  

B 级（9 种）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系统科学学

报、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研究、周易研究、中国哲学

前沿、哲学分析  

22．政治学（共 43 种） T 级（1 种）政治学研究  

A 级（8 种）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美国研究、现代

国际关系、求是、欧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台湾研究集刊  

B 级（34 种）国际观察、国际政治研究、东北亚论坛、外交

评论、国际问题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青年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公共行政评论、国际论坛、理论

探讨、妇女研究论丛、德国研究、南洋问题研究、东南亚研究、

日本学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求实、俄

罗斯研究、南亚研究季刊、中国青年研究、探索、党史研究与教

学、新视野、理论探索、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南亚研究、理论学

刊、理论与改革、党的文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太平洋学

报  

23．宗教学（共 4 种）  

T 级（1 种）世界宗教研究  

A 级（1 种）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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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级（2 种）中国宗教、世界宗教文化  

24、综合性社科期刊（共 54 种）  

T 级（1 种）中国社会科学（含英文版）  

A 级（10 种）开放时代、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研究、文史哲、

读书、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学

术理论版）、光明日报（学术理论版）  

B 级（43 种）社会科学、学海、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

甘肃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求索、东南学术、贵州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浙江学刊、江西社会科学、江汉

论坛、学习与探索、东岳论丛、社会科学战线、东疆学刊、人文

杂志、思想战线、河北学刊、云南社会科学、福建论坛（人文社

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科学与社会、学术

界、探索与争鸣、北京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中州学刊、学

术论坛、宁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河南社会科学、天府新

论、学习与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湖南社会科学、

江淮论坛、青海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学

术理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二○一三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