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财经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等级目录 

 

一、A类 I 级 

序号 刊物名称 所属学科 备注 

1 中国社会科学 综合社科 Top期刊 

2 
Nature、Science、Cell之一         

（不含子刊） 
   Top期刊 

3 
UT/DALLAS界定的 24种期刊或 FT50或

ABS“4星”及以上期刊 
 Top期刊 

4 经济研究 经济学  

5 管理世界 管理学 主栏 

6 法学研究 法学 不含英文版 

二、A类Ⅱ级 

序号 刊物名称或索引 所属学科 备注 

1 世界经济 经济学  

2 中国工业经济 经济学  

3 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  

4 南开管理评论 管理学  

5 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学  

6 中国法学 法学  

7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马克思主义理论  

9 外语教学与研究 语言学  

10 文学评论 中国文学  

11 历史研究 历史学  

12 哲学研究 哲学  

13 教育研究 教育学  

14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15 世界经济与政治 政治学  

16 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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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民族研究 民族学与文化学  

18 体育科学 体育学  

19 心理学报 心理学  

20 文艺研究 艺术学  

21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2 计算机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 数学学报 数学  

24 地理学报 人文经济地理  

25 中国科学（任一专业版） 自然科学综合 中英文版 

26 科学通报 自然科学综合 全文 

27 新华文摘（纸质版 主体摘编，3000字以上） 

28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区收录期刊 

29 SCI（科学引文索引）1区收录期刊 

30 ABS“3 星”期刊 

三、B类Ⅰ级 

序号 刊物名称或索引 所属学科 备注 

1 金融研究 经济学  

2 中国农村经济 经济学  

3 财贸经济 经济学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学  

5 会计研究 管理学  

6 中国行政管理 管理学  

7 中国软科学 管理学  

8 科研管理 管理学  

9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  

10 公共管理学报 管理学  

11 法商研究 法学  

12 中外法学 法学  

13 法学评论 法学  

14 法学家 法学  

15 法学 法学  



- 3 - 

16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法学  

17 中共党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  

19 文学遗产 中国文学  

20 外国语 语言学  

21 中国语文 语言学  

22 现代传播 新闻学与传播学  

23 国际新闻界 新闻学与传播学  

24 电影艺术 戏剧与影视学  

25 艺术百家 艺术学  

26 美术研究 艺术学  

27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  

28 哲学动态 哲学  

29 自然辩证法研究 哲学  

30 世界宗教研究 宗教学  

31 近代史研究 历史学  

32 史学月刊 历史学  

33 社会学评论 社会学  

34 心理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35 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学  

36 电化教育研究 教育学  

37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学  

38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39 地理研究 人文经济地理  

40 地理科学 人文经济地理  

41 旅游学刊 人文经济地理  

42 统计研究 统计学  

43 数学年刊（A辑） 数学  

44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通信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软件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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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学术月刊 综合社科  

48 社会科学 综合社科  

49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社科  

5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高校学报  

5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5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53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54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区收录期刊 

55 SCI（科学引文索引）2区收录期刊 

56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收录期刊 

57 ABS“2 星”期刊 

四、B类Ⅱ级 

序号 刊物名称或索引 所属学科 备注 

1 经济学动态 经济学  

2 财经研究 经济学  

3 中国农村观察 经济学  

4 南开经济研究 经济学  

5 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学  

6 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学  

7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经济学  

8 经济科学 经济学  

9 经济学家 经济学  

10 当代经济研究 经济学  

11 国际贸易问题 经济学  

12 世界经济研究 经济学  

13 产业经济研究 经济学  

14 经济评论 经济学  

15 当代财经 经济学  

16 财经科学 经济学  

17 改革 经济学  

18 财政研究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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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税务研究 经济学  

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经济学  

21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经济学  

2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经济学  

23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经济学  

24 商业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25 审计研究 管理学  

26 管理科学 管理学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管理学  

28 外国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29 管理评论 管理学  

30 中国管理科学 管理学  

31 经济管理 管理学  

32 科学学研究 管理学  

33 政治与法律 法学  

34 当代法学 法学  

35 现代法学 法学  

36 清华法学 法学  

37 政法论坛 法学  

38 法学杂志 法学  

39 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学  

40 环球法律评论 法学  

41 比较法研究 法学  

42 中国刑事法杂志 法学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44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  

45 国外理论动态 马克思主义理论  

46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马克思主义理论  

47 教学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48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政治学  

49 当代亚太 政治学  

50 现代国际关系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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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际问题研究 政治学  

52 公共行政评论 政治学  

53 日本学刊 政治学  

54 世界哲学 哲学  

55 道德与文明 哲学  

56 宗教学研究 宗教学  

57 中国人口科学 社会学  

58 人口研究 社会学  

59 心理科学进展 心理学  

60 心理科学 心理学  

61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历史学  

62 清史研究 历史学  

6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历史学  

64 文艺争鸣 中国文学  

65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学  

6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文学  

67 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国文学  

68 方言 语言学  

69 外语界 语言学  

70 中国翻译 语言学  

71 现代外语 语言学  

72 当代语言学 语言学  

73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74 科技与出版 新闻学与传播学  

75 当代传播 新闻学与传播学  

76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77 装饰 艺术学  

78 美术 艺术学  

79 建筑学报 艺术学  

80 中国电视 艺术学  

81 当代电影 艺术学  

82 中国电化教育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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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学  

84 体育与科学 体育学  

85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学  

86 中国体育科技 体育学  

87 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88 图书与情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89 情报学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90 人文地理 人文经济地理  

91 城市规划 人文经济地理  

92 经济地理 人文经济地理  

93 旅游科学 人文经济地理  

94 中国土地科学 自然资源与环境  

9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自然资源与环境  

96 自然资源学报 自然资源与环境  

97 遥感学报 自然资源与环境  

98 数理统计与管理 统计学  

99 计算数学 数学  

100 应用数学学报 数学  

101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with 

Applications 数学  

102 系统科学与数学 数学  

103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 中文信息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5 智能系统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6 电子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7 系统工程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8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9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0 广东社会科学 综合社科  

111 江海学刊 综合社科  

112 文史哲 综合社科  

113 学术研究 综合社科  

114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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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16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17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高校学报  

118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19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高校学报  

122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3区收录期刊 

123 SCI（科学引文索引）3区收录期刊 

五、C类 

序号 刊物名称或索引 

1 CSSCI 来源期刊、CSCD核心版收录的除 A、B类以外的其他期刊 

2 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非 C类及以上学术期刊论文 

3 CSSCI 集刊 

4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000字以上） 

5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1000字以上） 

6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栏发表理论文章（2000 字以上） 

7 新华文摘（网络版 主体摘编，3000字以上） 

8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4区收录期刊 

9 SCI（科学引文索引）4区收录期刊               

10 EI Compendex（工程索引核心版）收录的期刊论文 

六、D 类 

序号 刊物名称或索引 

1 CSSCI扩展版、CSCD扩展版期刊，北大核心期刊除 A、B、C 类的其他期刊 

2 SSCI、SCI、EI 收录的会议论文 

3 CPCI-SSH（原 ISSHP，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论文 

4 CPCI-S（原 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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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想政治理论类报刊 

级别 刊物名称 

AⅡ类 《求是》发表的理论文章                                                   

BⅠ类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 1500字（含）以上理论文章 

C类 
《学习时报》《经济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理论周刊）》发

表的 2000字（含）以上理论文章 

 

注： 

（1）本表中所列举的级别刊物如进入更高级别则按高级别的期刊进行认定。 

（2）收录的期刊论文类型须为 Article 、Review、Editorial Material、Letter。 

（3）SSCI和 SCI 收录期刊分区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提供的最新版本为准。 

（4）SSCI、SCI、EI、A＆HCI、CPCI-SSH、CPCI-S、CSSCI、CSCD 以及北大核心

等来源期刊均以当年最新版为准。调出 CSSCI 来源期刊、CSCD核心版收录，则从本目

录中剔除。 

（5）在报纸或文摘上发表论文字数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按低一级类别进行认定。 

（6）理论文章不包括访谈、翻译、书评、会议报道、新闻通讯等。 

（7）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其他理论文章及学术访谈均视为 C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