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为保障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平，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一）2017 年 9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执行本规定。
（二）2017 年 9 月 1 日以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实行“双轨制”，即选择执
行本规定或选择执行入学时学院相关规定。
二、基本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目录见附件。
（一）发表 1 篇 A 类期刊论文，计 4 分；
（二）发表 1 篇 B 类期刊论文，计 3 分；
（三）发表 1 篇 C 类期刊论文，计 1 分。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达到以下要求：

序号

博士研究生类型

发表学术论文合计分值

1

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

不低于 5 分

2

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

不低于 4 分

3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

不低于 3 分

未达到上述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博士研究生，不能申请学位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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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说明

（一）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与学位论文属于同一领域并具有相关性。
（二）博士研究生必须是第一作者并且第一署名单位名称均含“中国农业大
学”或者“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字样。论文仅有两个作者时，如果博士研
究生为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名称均含“中国农业大学”或
者“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字样，博士研究生可视同为第一作者。
（三）SSCI 与 SCI 来源期刊收录论文，已获得录用通知、Online 样稿或
DOI 号，提供附有导师签名的录用通知复印件或样稿打印件，可认定为“公开发
表”。CSSCI 与 CSCD 来源期刊收录论文，稿件录用通知或证明无效，正式见刊
并提供附有导师签名的刊物目录及论文复印件，可认定为“公开发表”。
（四）SSCI 和 SCI 来源期刊收录论文，若投稿当年为来源期刊，但发表时
不是来源期刊，仍视为收录论文。CSSCI 和 CSCD 来源期刊收录论文，若投稿
时为来源期刊，但发表时不是来源期刊，不视为收录论文。
（五）学术论文发表刊物应为正刊，英文论文仅统计类型为Article、
Review和Letter的论文。除特别指明外，一般不包括增刊、特刊和扩展版等。
（六）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和其他高校学报，以及中国农
业大学主办的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多篇论文，最多只统计 2 篇。
（七）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前，必须填写《研究生发表论文审核表》，详
见学校科研院所网站 <http://kyy.cau.edu.cn/art/2014/1/17/art_23604_460837.html>。

本规定解释权和修改权归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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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期刊目录
（包括 A 类、B 类和 C 类三种期刊论文）

A 类期刊论文
SSCI 收录期刊论文
SCI 收录期刊论文（影响因子≥2）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CN11-1211/C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CN11-1081/F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N 11-6010/F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N11-1138/F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CN11-1268/F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CN11-3536/F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CN11-1078/F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CN11-1087/F

管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CN11-1235/F

南开管理评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

CN12-1288/F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CN11-3036/G3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CN11-1213/K

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同一篇论文被多次转载只计 1 篇）

B 类期刊论文
SCI 来源期刊论文（0.5≤影响因子<2）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CN51-1312/F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CN11-1564/F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CN11-3586/F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CN31-1012/F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CN12-1028/F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CN11-1323/F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CN11-1262/F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CN11-1132/F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CN11-1166/F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CN11-1692/F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CN42-1348/F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CN11-1517/F

产业经济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CN32-1683/F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CN11-1591/F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CN31-1048/F

改革

重庆社会科学院

CN50-1012/F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CN31-1139/F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N11-37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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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

CN11-1883/S

当代经济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

CN61-1400/F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CN11-1057/F

南方经济

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CN44-1068/F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会

CN11-1024/F

当代财经

江西财经大学

CN36-1030/F

国际经贸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CN44-1302/F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CN32-1544/F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CN51-1104/F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CN11-3952/F

商业经济与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CN33-1336/F

财贸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CN34-1093/F

财经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CN21-1096/F

金融经济学研究

广东金融学院

CN44-1696/F

证券市场导报

深圳证劵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CN44-1343/F

财经理论与实践

湖南大学

CN43-1057/F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CN11-2640/F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CN11-1805/G3

公共管理学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CN23-1523/F

科研管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CN11-1567/G3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CN12-1275/G3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等

CN12-1117/G3

管理科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CN23-1510/C

研究与发展管理

复旦大学

CN31-1599/G3

外国经济与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

CN31-1063/F

管理工程学报

浙江大学

CN33-1136/N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CN11-2835/G3

中国行政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CN11-1145/D

管理评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CN11-5057/F

公共行政评论

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

CN44-1648/D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N11-1343/F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CN44-1034/C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CN31-1096/C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CN31-1112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

CN37-1196/N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CN11-1489/C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CN11-1043/C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CN11-3868/N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CN11-1082/F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CN35-1023/F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CN43-1126/K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CN42-1268/G4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CN11-1302/C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CN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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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浙江大学

CN33-1237/C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清华大学

CN11-3596/C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

南京大学

CN32-1084/C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CN22-1063/C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北京大学

CN11-1561/C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CN11-1514/C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文章（不少于 2000 字）
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同一篇论文被多次转载只计 1 篇）

C 类期刊论文
SCI 来源期刊论文（影响因子<0.5）
其他 CSSCI 期刊论文
所有 CSCD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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