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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科大校研〔2019〕10 号

关于印发《陕西科技大学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相关单位：

《陕西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已经 2019 年 7 月 14 日校长专

题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 2 -

附件：《陕西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陕西科技大学

2019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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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及陕西省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为做好

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以

下简称“推免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简称“推免生”。推免生包括：普通推免生、学术专

长推免生。

第三条 推免生的遴选推荐接收工作，是为国家选拔培养高

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学校推免计划以当年教育部下达的推免计划为准，

各学院及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学校确定的推免计划安排推免工

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学校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校推免领

导小组”），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研究生院（研工部）

负责人任副组长，监察处、教务处、学工部、团委主要负责人、

各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为小组成员。校推免领导小组主要

做好推荐和接收工作的协调、检查、监督和指导工作，校推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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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下设推免工作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

第六条 各学院成立推免工作小组，学院院长、学院党委书

记任组长，主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主管学生工作负责人任副组

长，各学科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为成员。学院推免工作小组依

照本办法负责制定本学院推荐和接收工作实施细则，以及推免生

的资格审查、推免考核、材料上报等各项具体工作。

第七条 校监察处负责对全校推免工作的全程监察。

第三章 普通推免生申请条件及考核办法

第八条 普通推免生申请基本条件

1.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不包括专

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院学生）。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在校期间无学术不端行为，未受到过警告及以上处

分。

3.身心健康，符合体检要求，能胜任研究生的学习科研任务。

4.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成绩≥425 分，专业排名按平均学分绩

点计算≥50％（无不及格课程）。

第九条 综合考核

综合成绩=课程成绩×60%+综合面试×20%+创新素质×20%。

1.课程成绩

以学生本科平均学分绩点计算。

2.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包含思想品德、英语听说、面试考核、实验技能等

考核部分。综合面试应以德为先，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全面考

核，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注重在学期间课的程学习和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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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并加强对学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素质能力的考核。对在

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重要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含

出国（境）交流）者，面试成绩应予以体现。

3.创新素质

针对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科技竞赛、参与科学研究或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以及在其他课外学习活动中取得明显成绩或获得相应

表彰、由各相关部门予以认可的创新素质考核成绩。（学院参照

《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素质积分办法（试行）》制定本学院

创新素质积分实施细则）。

4.学院考核环节全程录音录像，考核结果公开公示。

5.综合成绩及各分项成绩实行百分制。

第四章 学术专长推免生申请条件及考核办法

第十条 具有特殊学术专长的学生（以下简称“专长生”）

可申请推免，原则上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成绩≥425 分。

第十一条 推免资格由学院依据《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

素质积分办法（试行）》及学院相关考核办法进行考核认定。

第十二条 学院认定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学院当年推免计划的

15%，获得推免资格学生须报考陕西科技大学。

第十三条 专长生申请条件

1.需满足第八条 1-3 款。

2.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部级学术科技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者。

（2）在本专业领域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所学专业相关的

高水平学术论文或授权发明专利者。（学科竞赛及期刊目录见附

件《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素质积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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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奖、论文、专利等成果须以陕西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其中论文、专利成果署名均为第 1 名或指导教师第 1 名，学

生第 2 名，且在申请推免资格当年 8 月 31 日之前获得证书或正

式见刊发表。

第十四条 考核认定办法

（1）学院组织申请学生进行答辩，专家审核小组每位成员

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学院答辩全程要录音录

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

（2）对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培养潜质采取一票否决制，

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学生不能获得推免资格。

（3）推免资格按照《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素质积分办

法（试行）》由高到低认定。

第五章 推免工作程序

第十五条 学生本人按规定时间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提

交有关成果与奖励证书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陕西科技大学推

荐（接收）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本科阶段成绩单；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单；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学术论文、

出版物或学术成果证明复印件及申请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查，符

合推免工作申请条件的学生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 3 天，无异议后

报推免工作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组织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

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及学院推免计划拟定推免名单，并提交

校推免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第十八条 推免名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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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级文件规定公示推免名单无异议后，报陕西省教育考试

院审批备案。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后，确定最终推免名单。

第六章 推免接收办法

第十九条 接收条件

1.获得所在本科学校当年推免资格。

2.接收专业以学校当年公布的推免专业为准。

3.需满足第八条 1-3 款。

第二十条 接收流程

1.获得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

‘推免服务系统’）”填报我校并选择相应学科专业。

2.我校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审核，并通过“推免服务系统”

向合格推免生发放“复试通知”。

3.学生在接到复试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是否参加复

试。

4.复试合格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在“推免服务系统”确

认“同意待录取”，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5.具体推免生接收时间安排按照“推免服务系统”执行。

第二十一条 其他

1.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再列入本科就业计划，不得再报名

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2.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取消推免录取资格：

（1）在推荐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2）硕士研究生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

或受到过警告及以上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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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检结果不合格的。

3.推免生奖励以入学当年学校奖励政策为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支教团”“本硕连读”等专项推免工

作，由校团委、教务处等相关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专项推免工作

的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原《陕西科技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我

校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陕科大校研〔2014〕3 号）

同时废止。

附件：《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素质积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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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科技大学推免生创新素质积分办法（试行）

第一条 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以下简称“推免工作”）是加强学生创新能力选拔，

推动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

学习、勇于创新、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根据学校推免工作实施

办法及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积分标准与对象

（一）学生参加学术科技竞赛（具体学科竞赛目录见附录1），

依照《陕西科技大学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奖励办法》文件中竞赛类

别，积分标准如下：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A类 B类 C类

一等奖 30 分 10 分 5 分 0.5 分

二等奖 15 分 5 分 2.5 分 —

三等奖 8 分 3 分 1 分 —

注：1.A类：由国家级行政事业单位举办的综合类赛事；B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指

委等举办的学科类赛事；C类：由各类学会举办的学科类赛事。

2.国家级竞赛每项赛事只取设置奖项的前三项，如特等、一等、二等，金奖、银奖、铜

奖等，积分标准相应顺延。省级只取特等（一等）。

3.同一赛事取得多个名次以最高名次计分。

4.国际级学科竞赛积分由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参照认定。

各类奖项按获奖人的获奖署名位次 N 折奖励积分，计算各获

奖人积分。即：获奖人积分=奖励积分/获奖人位次

（二）学生正式发表的学术文章期刊（具体期刊目录及等级

见附录 2、3）、发明专利，成果须以陕西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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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署名均为第 1 名或指导教师第 1 名、学生第 2 名，积分标准

如下：
成果类别 奖励项目 积分

理工类

学术论文

Nature、Science、Cell全文发表学术论文 1000

Nature、Science、Cell子刊全文发表学术论文（附录 2）

60
（影响因子

IF≥15）

30
（影响因子

15>IF≥10）

SCI全文收录论文（JCR—Q1） 5+1×IF

SCI全文收录论文（JCR—Q2） 2+1×IF

SCI全文收录论文（JCR—Q3） 2

人文社科

类学术

论文

A 级：《中国社会科学》（含内部文稿）、《求是》 100

B 级：优秀期刊目录（附录 3） 60

C 级：优秀期刊目录（附录 3）；《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SSCI一区、二区，A&HCI源

期刊

20

D 级：优秀期刊目录（附录 3）；SSCI 三区、四区 10

E 级：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优秀期刊目录（附录 3） 7

F 级：其他 CSSCI 来源期（集）刊，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理论版或学术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

上发表的理论或专业学术论文

4

专利
授权美国等 G8国家发明专利 80

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3

第三条 附则

（一）获奖证书、发表论文、发明专利等相关材料均应提交

原件，否则不予积分。

（二）获奖等级的认定以加盖公章的文件材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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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办法由研究生院（研工部）负责解释。

附录：

1.学科竞赛目录

2.《Nature》《Science》《Cell》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及其子

刊目录

3.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期刊目录



- 12 -

附录 1

学科竞赛目录

序号 竞赛项目 分级

1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A类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 “创青春”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4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B类

5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6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7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8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9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10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11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12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13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14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15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16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17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18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19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大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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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21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22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23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24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25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C类

26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7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28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29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30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31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最佳新锐设计师（团队）/优秀新锐设计师（团队）/新锐设计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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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Nature》《Science》《Cell》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及其子刊目录

Nature
及其子刊

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Chemistr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Energy Nature Genetics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Medicine
Nature Methods Nature Microbiology
Nature Nanotechnology Nature Neuroscience
Nature Photonics Nature Physics
Nature Plant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Structural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Reviews Cancer
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
Nature Reviews Urology

Science
及其子刊

Science
Science Advances
Science Signaling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ell
及其子刊

Cell
Cancer Cell Cell Host & Microbe
Cell Metabolism Cell Reports
Cell Stem Cell Cell Systems
Chemistry & Biology Current Biology
Developmental Cell Immunity
Molecular Cell Neuron

http://www.nature.com/nmicrobiol/?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plants/?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prot/?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c/?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cardio/?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clinonc/?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d/?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asia.com/zh-cn/nrendo/?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gastro/?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g/?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i/?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micro/?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m/?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asia.com/zh-cn/nrneph/?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neurol/?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n/?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rheum/?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http://www.nature.com/nrurol/?WT.mc_id=ADV_NatureAsia_Tracking&WT.ec_id=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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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期刊目录

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哲学 哲学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B级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C级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C级

世界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D级

哲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D级

伦理学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E级

现代哲学 广东哲学学会 E级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E级

江海学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级

学术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级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E级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B级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级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D级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E级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级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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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应用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B级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C级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D级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D级

经济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级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E级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E级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级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E级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级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级

法学 法学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B级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C级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D级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D级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

西北政法大学 E级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E级

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E级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吉林大学 E级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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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B级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级

欧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D级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 D级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级

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
E级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外交学院 E级

中国行政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E级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
B级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C级

社会 上海大学 D级

民俗研究 山东大学 E级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E级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E级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E级

民族学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B级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D级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级

西域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 E级

民族艺术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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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央民族大学 E级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E级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B级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等
C级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D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E级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E级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E级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 B级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学会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C级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D级

电化教育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
E级

课程 ·教材 ·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

研究所
E级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E级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E级

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部高校师资培训交流

北京中心
E级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等 E级

中国特殊教育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级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E级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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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E级

心理学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B级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C级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D级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E级

体育学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B级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C级

中国体育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

研究所
D级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E级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E级

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B级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B级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C级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D级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D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 D级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华东师范大学

D级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 E级

文献 国家图书馆 E级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研究所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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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级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E级

民族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级

外国语言

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B级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
C级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D级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级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

研究中心等
E级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E级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E级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E级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E级

中国外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E级

新闻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
B级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C级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E级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E级

出版科学
湖北省编辑学会

武汉大学
E级

历史学 中国史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B级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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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
C级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

研究所
D级

当代中国史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所 E级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

研究所
E级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陕西师范大学 E级

世界史

世界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
B级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
C级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级

美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华美国学会
D级

史学集刊 吉林大学 E级

考古学

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B级

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D级

文物 文物出版社 E级

考古与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级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科学部等
B级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E级

管理工程学报 浙江大学 E级

工商管理

科研管理
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等
D级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E级

南开管理评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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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E级

管理评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E级

管理科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E级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E级

农林经济

管理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
E级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等
E级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 E级

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等 E级

公共管理

管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
B级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D级

公共管理学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E级

图书馆、情

报与档案

管理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

B级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D级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E级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E级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E级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E级

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 B级

音乐与

舞蹈学

音乐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 C级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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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一级学科 刊物名称 期刊主办(管)单位 分级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北京舞蹈学院 E级

戏剧与

影视学

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家协会 D级

戏剧艺术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上海戏剧学院 E级

当代电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 E级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E级

美术学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D级

设计学

装饰 清华大学 E级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南京艺术学院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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