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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中国地区学者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的用途。方法 抽样检索中国部分部委、省

市管理机构、高校及央企的政策文件，查阅国外一般期刊的作者及编委信息，从中找出关联信息。结果 中

国部分部委及多数省市的管理机构或高校均有政策不同程度的认可、支持学者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研究论

文。结论 国外一般期刊在中国地区的已被众多省市广泛认可，用途较多，可以将学术成果发表在国外一般

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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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use of Chinese scholars to publish papers in foreign general journals.
Methods To sample and search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some Chinese ministries,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and central enterprises, and to check the author and editorial board
information of foreign general journals to find related information. Results Some Chinese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and most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r universiti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icy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scholars to publish research papers in foreign general journals. Conclusion
Foreign general journals in China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have many uses.
They can publish academic results in foreign gener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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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技部于 2020年 2月印发的《关于规

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

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明确提出要准确

理解 SCI论文及相关指标，破除“SCI至上”，建立健

全分类评价体系，不把 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学科

和大学评价、职称评聘、绩效和聘期考核、学生毕

业和学位授予评价的直接依据等（来源：教育部官

网-教科技〔2020〕2 号文件）[1]，一时间引起了大

众的激烈讨论，争议不小。长期以来，SCI 核心期

刊一直为科研评价的主角，以至于未被 SCI 等核心

数据库收录的一般期刊被长期忽视，少有关注。

国外期刊由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组成，学术期

http://ije.oajrc.org/


闫憬鹏，尹娟，欧阳艳梅 中国地区作者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的用途研究

- 2 -

刊受发展年限、同类期刊数量、经济社会发展平衡、

编辑团队影响力、数据库收录比例限制等因素影响，

全球仅有少量期刊被 SCI收录，大量期刊未被收录，

尤其是创刊年限较短，出版单位为非巨头出版社、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期刊。

论文是学术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学术期刊为

发表论文提供平台，共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论文

在 SCI期刊发表后，大多数收录于收费的数据库（如

WOS，SCOPUS 等），因为数据库收费被限制访问，

交流作用有所下降；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虽然

没有 SCI期刊的认可度高，但不同的期刊覆盖人群

不同，同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学术传播与交流

的目的。尤其是 OA 期刊，可以在全球各地免费访

问，极大的促进了交流的效率和范围，帮助作者结

交全球同行。

1 资料与方法

国内不同省份和高校分别出台了政策文件，不

同程度的支持国内研究者将学术成果发表在国外一

般期刊，经过对 3个国家部委（局、署）、24个省

市（直辖市）所属机构、2家大型国企等进行政策调

研，调研情况如下：

1.1 国家统计局

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核心类报纸、期刊

上，或者在有国际统一刊号（ISSN）的国外报纸、

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统计或者相关专业论文、统

计分析报告不少于 2篇；（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

局《关于印发高级统计师资格评价办法（试行）的

通知》”[2]

全国各地统计局均按照此制度执行。

1.2 国家审计署

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核心类报纸、期刊

上或在有国际统一刊号（ISSN）的国外报纸、期刊

上发表 2篇以上（每篇不少于 2000字，下同）独立

完成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审计署机关党委（人事教育司）关

于开展 2018年度高级审计师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3] “高级审计师资格评价办法（试行）”；[4]

全国各地审计局均按照此制度执行。

1.3 国家教育部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作为

学术专著出版 2年以上可用于申请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通知”[5]

全国各地教育局均按照此制度执行。

1.4 河北省

（1）河北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国外期刊公

开发表的非 SCI或 EI收录论文，视同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图 1）
政策依据：“2019年度河北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

科学基金和重点基础研究专项项目申报指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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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年度河北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基础研究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资料来源：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燕山大学：一般公开发行期刊可用于任职

资格评审量化评分；（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做好 2018年度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附件 14：燕山

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量化办法）”[7]

1.5北京市：

（1）北京理工大学：在国外公开发行的外文刊

物（非 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二类

标准奖励 5000 元/篇；（高于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的奖励）（图 2）
政策依据：“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学和科研

激励办法（试行）”（官网公布最近的制度文件）[8]

图 2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学和科研激励办法（试行）

（资料来源：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官网）

（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公开出版的一般学

术期刊属于 D 类期刊，可用于申请科研奖励 1000
元/篇。（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科研论文奖励

办法”[9]、“中国政法大学期刊分类办法”；[10]

（3）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公开发表（有正

式刊号）论文，资助金额为 500元；（等同于国内

期刊）

政策依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基本科研业

务费学生工作项目成果奖励办法（试行）”[11]

1.6 陕西省

（1）陕西省人社厅、教育厅：公开发表与本专

业相关的教学、科研论文 2 篇以上；或在核心期刊

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科研论文 1 篇，

即可用于讲师职称评审。（等共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职

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陕西省高等学

校教师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职务评审办法（试行）》

的通知”[12]

（2）西安工程大学：在英文期刊（一般期刊）

发表论文加分 40分（等同于在 CSCD核心源期刊发

表论文计分）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西安工程大学教师科研

工作量计算办法（2014 版）》的通知”（官网公布

的最近版本）[13]

（3）西安科技大学

A、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计分 15分（远高

于国内核心期刊计分）；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西安科技大学教师申报

高级职称业绩量化计分办法（修订）》的通知”；[14]

B、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计分 10分（远高

于国内核心期刊计分）

政策依据：“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奖励

办法”；[15]

（4）陕西中医药大学：在 SCI、SSCI、EI、
A&HCI、CPCI、MEDLINE/IM 数据库检索期刊或全

国核心期刊或外文学术期刊上至少发表与本专业相

关的学术论文 1篇。（等同于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实施细则”[16]

（5）西安外国语大学：在具有 ISSN 的国外期

刊发表论文为三类，计分 150 分；（等同于国内期

刊）

政策依据：“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办

法（2018年修订）”[17]

1.7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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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省教育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的论文被 SCI、SSCI、EI、CSSCI 四种重要论文

索引 1-2篇，或在有 CN或 ISSN统一刊号，且公开

出版发行的科技类或社科类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

4-6篇；（等同于核心期刊）

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及在国际性或全

国性学术机构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特邀发言（有大会

特别发言邀请函）并收入论文集正式出版的学术论

文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图 3）
政策依据：“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中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标准--普通本科学校”[18]

（2）黑龙江省人社厅：在有 CN或 ISSN国内、

国际统一刊号，且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类医学专业

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

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黑龙江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标准”[19]；
（3）黑龙江省人社厅：在有 CN 或 ISSN 统一

刊号，并且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类期刊上发表本专

业论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黑龙江省工程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标准”[20]；
（4）黑龙江省人社厅：在有 CN 或 ISSN 统一

刊号，且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类或社科类期刊上发

表本专业论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黑龙江省经济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标准”[21]；“黑龙江省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标

准”[22]

1.8 广东省

（1）暨南大学：职称评审文件中规定在未被

SCI收录的外文期刊（国外一般期刊）发表论文为 B
类（等同于国内 CSCD核心库期刊）（图 4）；

政策依据：“暨南大学关于印发《2016年暨南大

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23]（官

网公布最近的文件）。

（2）华南理工大学：职称评审文件中规定发表

论文有 ISSN或 CN号即可归类为 F类期刊（等同于

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华南理工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

件（2015年试行）”[24]（官网公布最近的文件）

（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外公开发行的学术

期刊上发表的外文论文为三类论文，计奖励 20分；

（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奖励办

法”[25]

图 3 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标准--普通本科学校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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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暨南大学关于印发《2016年暨南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资料来源：暨南大学官网）

1.9 云南省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是指在取得国内统一刊号（CN号）或国际统

一刊号（ISSN）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等同于

国内期刊）（图 5）
政策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

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

审条件》的通知”[26]；“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计委关于印发《云南省卫生技术高级职称

评审条件》的通知”[27]；“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中小学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8]；
1.10 湖北省

湖北省教育厅：“学术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

发行的学术刊物（有 ISSN或 CN刊号）上发表的本

专业或相近专业学术论文（独著、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修订试行）[29]”
1.11 重庆市

（1）重庆教育厅：公开发表的论文即可用于职

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重庆市教育系统研究系列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试行）”[30]

（2）重庆工商大学：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

文可用于科研工作量计分；（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工作量考核办

法”[31]

1.12 安徽省

（1）安徽省教育厅、人社厅：国外一般期刊属

于四类，发表 1-3 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

国内期刊）（图 6）
政策依据：“皖教人〔2016〕1号 《安徽省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

行）”[32]；“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人社厅关于印发《安

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

行）的通知”[33]；
（2）安徽省住建厅、人社厅：取得 CN（国内

统一刊号）或 ISSN（国际统一刊号）刊号的科技期

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

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转发省住建厅、人社厅关于印发《安

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的通

知”[34] ；“关于印发《安徽省通信工程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的通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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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的通知

（资料来源：云南大学官网）

图 6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试行）

（资料来源：安徽建筑大学官网）

1.13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

（有 ISSN或 CN刊号）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可用于

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

教师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基本条件（试

行）的通知”[36]；“桂职办〔2017〕34号关于印发广

西壮族自治区工程系列住房城乡建设行业高、中、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37]；“广
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系列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38]等；

1.14 山东省

山东省人社厅：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省

部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学术论文，或在

有国际统一刊号（ISSN）的国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过

本专业学术论文，或在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或学术团

体组织的法医类鉴定理论及相关研讨活动中论文获

奖；（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

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法医技术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39]

1.15 上海市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在省、部级(含)以上公开发行刊物上或国际学

术刊物(不含摘要)上发表;（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经济系列商务专

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定办法》（试行）

的通知”[40]

1.16 浙江省

（1）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教

育厅：在公开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

研究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指导

标准（试行）的通知”[41]

（2）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海洋港口发展委员会：

“公开发表”是指论文刊登在有国内或国际统一刊号

的专业报刊上；（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3
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港口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

称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浙江省港口专

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试行）》的

通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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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湖南省

（1）湖南大学：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考核分值

计 50分；（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湖南大学文科论著工作量计算办

法”[43]

（2）长沙理工大学：论文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

行的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可给予奖励；（等同于国

内期刊）

政策依据：“长沙理工大学科技工作奖励办

法”[44]

1.18 辽宁省

（1）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国外学术刊物

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参照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或一

般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等同于核心期刊）

政策依据：“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和科研

工作奖励办法（试行）”[45]

（2）辽宁工业大学：在一般刊物发表论文即可

用于科研量化加分；（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辽宁工业大学教师科研工作量化考

核办法（试行）”[46]

1.19 贵州省

贵州省教育局：在国内统一刊号 CN 学术期刊

和国际标准刊号 ISSN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可用

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贵州省高校教师系列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试行）》的通

知”[47]

1.20 青海省

青海省教育厅：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专业科

研（教研）论文（或译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

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青海省高等学校教师中、

高级职务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48]

1.21 宁夏自治区

宁夏自治区人社厅：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

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

（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技工院校教师系列

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试行）”[49]；“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校 行政学院（校）教师 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评审条件”[50]；“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

研究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

件”[51]；“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系列中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52]等；

1.22 四川省

（1）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

育厅：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发表本专业论文或出

版教育教学专著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

期刊）

政策依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及配套办法的通知”[53]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学术期刊论文与外

文学术期刊论文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

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四川外国语大学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细则》的通知”[54]

1.23 新疆自治区

新疆自治区人社厅：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

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

（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条件”[5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卫生健康系列高级技术职称评审条件”[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等职

业院校高级职称评审条件”[5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程系列公路、运输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58]等；

1.24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在公开出版发行（标有 ISSN
或 CN刊号）的期刊（核心期刊以外的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版面费报销 50%；（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下发《天津中医药大学本科生

发表学术论文版面费报销规定（试行）》的通知”[59]

1.25 福建省

（1）泉州师范学院：在一般外文期刊（具有

ISSN号）发表论文计 10分/篇；（等同于国内核心

期刊）

政策依据：“泉州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计算与科

研奖励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60]

（2）福建省委党校：在有 ISSN 或 CN刊号的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

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福建省党校系统教师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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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河南省

（1）河南工业大学：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

独立发表教研或学术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等

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河南工业大学高等学校教师（实

验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

条件（试行）》”[62]

1.27 江苏省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国内外刊物上以第

一作者名义发表论文即可用于职称评审；公开发行

刊物是指具有 ISSN或 CN刊号的出版物。（等同于

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基本条件”[63]

（2）苏州科技大学：在国际正式刊物发表论文

可用于科研工作量计分；（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苏州科技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

（试行）”[64]

1.28 中国中铁

在国际或国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刊）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实施办法》的

通知”[65]

1.29 中国铁建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有统一刊号）专业、行

业刊物发表论文可用于职称评审；（等同于国内期

刊）

政策依据：“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暂行规定”[66]

2 结果

国家统计局及全国各省市统计系统、国家审计

署及全国各地审计系统均认可在国外一般期刊发表

论文，并将其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教育部及全国

教育系统、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部委和大型国企

均认可国外一般期刊，并将其等同于国内期刊；北

京、河北、陕西、广东、黑龙江、湖南、辽宁、福

建等24个省市的教育机构都认可在国外一般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不完全统计）；北京、河北、陕西、

广东、黑龙江、湖南、辽宁、福建等 8 个省市的机

构将在国外一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等同于在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对待；北京、陕西省等 2个省市的

机构将在国外一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高于在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对待（图 7）。综合来看，在各个部

委、国企、各省市机构的推动下，全国所有地区都

不同程度的认可国外一般期刊。

3 结论

中国地区学者在国外一般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被

认可度比较高，国外期刊制度灵活，信息化程度较

高，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期刊，对因国内期刊数量不

足，发表排队和发表周期过长的问题，起到了一定

程度的缓解作用，学者可以根据所在部委系统、省

市单位的具体政策来具体选择合适的国外期刊，快

速获得首发权，以保护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与国际

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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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国各地区不同程度认可国外一般期刊统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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