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类核心期刊投稿指南 
（2009年 7月第三版 修订版） 

2009-7-14 修订 

 

《社科类核心期刊投稿指南（第三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依照上海社会科学院

“沪社科院[2008]290号”文件制作，收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系统选定的除体育类（10

种）外的全部核心刊，其中带 * 的为甲类核心刊，带“院”字样的为本院主办的期刊，带

“增”字样的为院内增补刊物（共 4种）。 

本指南旨在对投稿作参考之用。由于核心刊每年变动较大，如有偏差，请以院科研系统

为准。本指南也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网下载（http://www.libsass.org.cn） 

感谢院内同仁为第三版“指南”指正错误，图书馆会在第三版基础上不断修订，争取为

院内同仁提供较准确的投稿信息，“指南”期待您的指正（wlw@sass.org.cn）。 

 

索引： A、马克思主义（P1） 

       B、哲学（P1）    宗教（P2）   心理学（P3） 

       C、社会学（P3）  统计学（P4） 

       D、法学（P4）    政治学（P6）   民族学（P9） 

       E、军事（P10） 

       F、经济学（P11） 

       G、图书、情报与档案学（P15） 新闻与传播（P17） 管理学（P18） 

          教育学（P20） 

       H、语言学（P23） 

       I、文学（P25） 

       J、艺术学（P26） 

       K、历史学（P28）   考古（P30）  人文、经济地理（P30） 

       X、环境科学（P31） 

       Z、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P31）  综合性社科期刊（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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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马克思主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http://www.cctb.net/wjkw/ddsjyshzy/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西单西斜街 36号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部（100032） 

*1 

  联系方式：010-66509501 ddsj@vip.sina.com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http://www.cctb.net/wjkw/mkszyyxs/)—— 中共中央编译局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单西斜街 36号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100032） 

*2 

  联系方式：010-66509601 mkszy@vip.sina.com 

马克思主义研究( http://myy.cass.cn/more_news.asp?class_id=21 ) 

  主办：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100732） 

*3 

  联系方式：010-85196309  85196310 makesizhuyiyanjiu@sina.com 

社会主义研究 (  http://www.ccnu.edu.cn/kxyj/xskw.htm)—— 华中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 武昌桂子山 3号楼 《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社 （430079） 

4 

  联系方式：027-67868330  whtm@vip.163.com 

国外理论动态 ( http://www.cctb.net/wjkw/gwlldt/ )—— 中共中央编译局 

  邮寄投稿： 北京市西单西斜街 36号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100032） 

5 

  联系方式：010-66509302  lldongtai@cctb.net 

教学与研究 —— 中国人民大学 

  邮寄投稿：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 （100872）  

6 

  联系方式：010-62511680 jiaoyuyan@263.net  

科学社会主义 ——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邮寄投稿：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号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100091） 

7 

  联系方式：010-62809964  62805245  sszydx@sina.com 

高校理论战线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邮寄投稿：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35号 7层 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 （100080） 

8 

  联系方式：010-62514713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http://www.krics.sdu.edu.cn/qikan.php )——山东大学 

  邮寄投稿：山东济南市洪家楼 5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250100） 

9 

  联系方式：0531-8375471 csoc@sdu.edu.cn 

理论前沿( www.llqycn.com )——中共中央党校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号《理论前沿》编辑部(100091) 

10 

     联系方式：010-62805185 62806049 xunxial@126.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 http://www.bjskl.gov.cn/catalog.jsp?catID=155  ） 

  主办：北京市社科联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33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100101） 

11 

  联系方式：010-64874539  Tese816@yahoo.com.cn 

（B）哲学 

*1 哲学研究 （ http://philosophy.cass.cn/chuban/zxyj/zxyj.htm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哲学研究》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528  zhexueyanjiubjb_1@sina.com 

*2 自然辩证法研究 ——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http://www.libsass.org.cn
http://www.cctb.net/wjkw/ddsjyshzy/
mailto:ddsj@vip.sina.com
http://www.cctb.net/wjkw/mkszyyxs/)
mailto:mkszy@vip.sina.com
http://myy.cass.cn/more_news.asp?class_id=21
mailto:makesizhuyiyanjiu@sina.com
http://www.ccnu.edu.cn/kxyj/xskw.htm)
mailto:whtm@vip.163.com
http://www.cctb.net/wjkw/gwlldt/
mailto:lldongtai@cctb.net
mailto:jiaoyuyan@263.net
mailto:sszydx@sina.com
http://www.krics.sdu.edu.cn/qikan.php
mailto:csoc@sdu.edu.cn
http://www.llqycn.com
mailto:xunxial@126.com
http://www.bjskl.gov.cn/catalog.jsp?catID=155
mailto:Tese816@yahoo.com.cn
http://philosophy.cass.cn/chuban/zxyj/zxyj.htm
mailto:zhexueyanjiubjb_1@sina.com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www.libsass.org.cn 

 - 2 -

   邮寄投稿： 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 86号《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 （100081） 

   联系方式：010-62103265 62103269 zrbzhf@cast.org.cn 

*3 中国哲学史 —— 中国哲学史学会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哲学研究杂志社（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528 

4 哲学动态( http://philosophy.cass.cn/chuban/zxdt/zxdt.htm )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哲学动态》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68902427/85195517 zxdt-zxs@cass.org.cn zhexuedongtai@yahoo.com.cn 

5 现代哲学 —— 广东哲学学会 

   邮寄投稿：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文科楼 806室《现代哲学》编辑部（510275） 

   联系方式：020-84114924  84114021 hsxdzx@zsu.edu.cn 

6 道德与文明 （ http://www.cn-e.cn/cn/List.Asp?ClassID=4&NClassID=20 ）——中国伦理学会 

   邮寄投稿：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号《道德与文明》编辑部 （300191）  

   联系方式：022-23075325 ddwm@public.tpt.tj.cn 

7 周易研究 ( http://zhouyi.sdu.edu.cn/jidiqikan/jianjie.asp ) —— 中国周易学会 

   邮寄投稿：济南山东大学东校区《周易研究》编委会  （250100） 

   联系方式：0531-88364829  88564829  zhouyi@sdu.edu.cn 

8 自然辩证法通讯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http://www.gscas.ac.cn/gscascn/Presentation/News.aspx?ChannelID=81&TopicID=183 

   邮寄投稿：北京市玉泉路 19号甲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内《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100049） 

   联系方式：010-88256007  wangdm@gscas.ac.cn  chenzhen@gucas.ac.cn 

9 孔子研究 —— 中国孔子基金会 

   邮寄投稿：山东济南市舜耕路 46号《孔子研究》编辑部 （250002） 

   联系方式：0531-82732510 

10 伦理学研究  

   地址：湖南长沙麓山南路 36号（410081） 

   联系方式：0731-8872086 

11 世界哲学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533 

12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 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 

   邮寄投稿：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36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编辑部（030006） 

   联系方式：0351－7011922 

（B）宗教类 

*1 世界宗教研究 （http://iwr.cass.cn/publish/Mag_yj.htm） 

   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8393 sjzjwh@sina.com 

2 宗教学研究 ( http://www.daoism.cn/up/zjxyj/ )——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邮寄投稿： 成都市四川大学文科楼 《宗教学研究》编辑部 （610064） 

   联系方式：028-85412221 zjxyjxu@sohu.com 

3 中国宗教 —— 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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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 44号院 《中国宗教》杂志社 （100009） 

   联系方式：010-64095212  64095206   zgzj@sara.gov.cn 

4 世界宗教文化（http://iwr.cass.cn/publish/Mag_wh.htm） 

   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邮寄投稿：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8393 sjzjwh@sina.com 

（B）心理学 

*1 心理学报——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地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50861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地址：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号（100875） 

     

3 心理科学进展 

   地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50861  

4 心理科学——华东师范大学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200062） 

   联系方式：（021）62232236  

5 心理与行为研究——天津师范大学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 241号,天津师范大学南院 106号信箱(300074) 

   联系方式：(022)23541213  

6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人民路 139号(410011) 

     

7 应用心理学——浙江大学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310028）  

   联系方式：（0571）88273352 

（C）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www.sociology.cass.cn/shxs/xskw/shxyj/default.htm ) 

  主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   (100732 ) 

*1 

  联系方式：010-65122608 sbjb@cass.org.cn 

*2 青年研究（ www.sociology.cass.net.cn/shxs/xskw/qnyj/default.htm ） 

      主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1075室《青年研究》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565 qsn@cass.org.cn  

中国人口科学（ http://iple.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  (100732) 

*3 

  联系方式：010-85195419 zazhi@cass.org.cn 

4 人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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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 A座 11层(100872) 

  联系方式：010-62511320    rkyj@ruc.edu.cn    rkyjbjb@126.com  

人口学刊——吉林大学、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吉林省人口学会 

  邮寄投稿：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 (130012) 

5 

  联系方式：0431-5166392 8980863 8696518    

人口与经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门外红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编辑部 (100026) 

6 

  联系方式：010-65976473  rkyjj@263.net  

市场与人口分析——北京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内《市场与人口分析》编辑部 (100871) 

7 

  联系方式：010-62759200 62751975 82909200 62751975 mda@pku.edu.cn    

南方人口—— 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人口学会、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邮寄投稿：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南方人口》编辑部 (510275) 

8 

  联系方式：020-84036605  southpopulation@163.com  

社会：社会学丛刊 

  地址：上海市上大路 99号 32信箱（200444） 

9 

  联系方式：（021）66135633  

西北人口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号(730000) 

10 

  联系方式：(0931)8912629 

（C）统计学 

*1 统计研究（ http://www.tj-yj.cn/cn/infomation.asp?id=631 ）——中国统计学会等 

   邮寄投稿：北京月坛南街 75号（100826） 

   联系方式：010-63376679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http://libweb.zju.edu.cn/guest/e-resource/hxqk/show.jsp?id=1720 ） 

   主办：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内（100871） 

   联系方式：010-62751863  

3 统计与决策（ http://www.tjyjc.com/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武汉市水果湖东一路 19-2号（430071）  

   联系方式：027-87814524  87811400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地址：西安市小寨东路 64号(710061) 

   联系方式：(029)82348751 

（D）法学 

中国法学（ www.zgfxqk.org.cn )——中国法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 63号 (100034) 

*1 

  联系方式：010-66188780 FAX:010-66137516 zgfxztg@163.com 

法学研究( www.iolaw.org.cn/publish.asp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沙滩北街 15号《法学研究》编辑部  (100720) 

*2 

  联系方式：010-64035471 zhgx@cas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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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www.ecupl.edu.cn/intro/kxyj/fx.htm )——华东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万航渡路 1575号 (200042) 

*3 

  联系方式：010-66134488-1420 66139120 66137516 hzfaxue@sina.com  

法学评论( http://fxy.whu.edu.cn/ )——武汉大学 

  邮寄投稿：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评论》编辑部(430072) 

4 

  联系方式：027-68752955  

行政法学研究( http://www.nsa.gov.cn/ )——国家行政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号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学研究》编辑部（100089） 

5 

  联系方式：010-68929072 xzfxyj@tom.com 

现代法学( www.swupl.deu.cn )——西南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西南政法大学 《现代法学》编辑部 (400031) 

6 

  联系方式：023-65382256/65382527 lsp57120@vip.163.com  

知识产权( http://www.cnips.org/chubanxinxi.htm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号 (100088) 

7 

  联系方式：010-58515818 58515666 cipsip@sohu.com  

8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http://zfb.nwupl.cn/ )——西北政法学院 

   邮寄投稿：西安市长安南路西北政法学院 

   联系方式：029-85385160 88182252 xbbjb@nwupl.edu.cn 

9 法学家( http://www.law.ruc.edu.cn/research/ShowClass.asp?ClassID=365 )——中国人民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 (100872)  

   联系方式：010-82509250 

10 政法论坛( http://zflt.net/ )——中国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号中国政法大学编辑部 (100088) 

   联系方式：010—62229778 zhengfaluntan@vip.163.com  

11 法商研究( http://fsyj.znufe.edu.cn/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院路 1号《法商研究》编辑部 (430073) 

   联系方式：027-87516912  

12 中外法学( http://www.chinalawinfo.com/ad/20051103/zwfx_jj.asp )——北京大学法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法学楼 5218室《中外法学》编辑部 (100871) 

   联系方式：010-62751689 journal@law.pku.edu.cn 

13 比较法研究( http://www.unusuniversus.com/index2.asp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号 (100088) 

   联系方式：010-58908258 

14 法制与社会发展( www.legaltheory.com.cn/class.asp?classid=24 )吉林大学 

   邮寄投稿：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130012) 

   联系方式：0431-5166050 5166061 85166329 webmaster@legaltheory.com.cn  

15 政治与法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0606-2489  

16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www.ecupl.edu.cn/intro/kxyj/hdzfxyxb.htm )—华东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万航渡路 1575号《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 (200042) 

   联系方式：021-62071670 62071755 65071667 

17 中国刑事法杂志( www.jiancha.org/zgxsf.aspx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  

http://www.libs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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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hzfaxue@sina.com
http://fxy.whu.edu.cn/
http://www.nsa.gov.cn/
mailto:xzfxyj@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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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号 (100040) 

   联系方式：010--68630197 FAX:010-68630141 xsfzz@263.net 

18 当代法学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130012) 

   联系方式：(0431)5166068 

19 法学论坛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9号(250014) 

   联系方式：(0531)82923347 

20 环球法律评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15号(100720) 

   联系方式：(010)64014045  

21 法学杂志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四方景园 1区 6号楼（100078） 

   联系方式：（010）67640120 

（D）政治学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www.iwep.org.cn/wep/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100732)《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 

      联系方式：sjzbjb@cass.org.cn  

*2 现代国际关系( www.cicir.ac.cn/publication/index.php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88547315 88547316 FAX:68476024 cir@cicir.ac.cn 

*3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http://www.cctb.net/wjkw/ddsjyshzy/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西单西斜街 36号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部（100032） 

   联系方式：010-66509501 ddsj@vip.sina.com 

*4 政治学研究( http://chinaps.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政治学研究》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999转政治学研究所 

5 台湾研究集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邮寄投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361005) 

      联系方式：0592-2184721 FAX:0592-2183538 twrq@xnu.edu.cn  

6 美国研究( http://www.mgyj.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号东院《美国研究》编辑部(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00071 64015650 zhaomei@isc.cass.net.cn 

7 拉丁美洲研究( http://ilas.cass.cn/cn/cbw/qklist.asp?InfoID=1378 ) 

      主办：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３号 1104信箱(100007) 

      联系方式: 010-64039010 FAX:64014011 liuwg@cass.org.cn 

8 欧洲研究( http://ies.cass.cn/Article/cbw/ozyj/Index.asp ) 

      主办：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5017 FAX:（8610）65125818 cjes@cass.org.cn 

9 国际问题研究( www.ciis.cn/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http://www.libsass.org.cn
mailto:xsfzz@263.net
http://www.iwep.org.cn/wep/
mailto:sjzbjb@cass.org.cn
http://www.cicir.ac.cn/publication/index.php
mailto:cir@cicir.ac.cn
http://www.cctb.net/wjkw/ddsjyshzy/
mailto:ddsj@vip.sina.com
http://chinaps.cass.cn/
mailto:twrq@xnu.edu.cn
http://www.mgyj.com/
mailto:zhaomei@isc.cass.net.cn
http://ilas.cass.cn/cn/cbw/qklist.asp?InfoID=1378
mailto:liuwg@cass.org.cn
http://ies.cass.cn/Article/cbw/ozyj/Index.asp
mailto:cjes@cass.org.cn
http://www.cii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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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北京东城区台基厂头条三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100005) 

      联系方式：010-85119558 85119638 gyzz@ciis.org.cn 

10 南洋问题研究( http://nanyang.xmu.edu.cn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邮寄投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361005) 

      联系方式：0592-2186414 Xianan@jingxian.xumu.edu.cn 

11 太平洋学报( http://www.pacificjournal.org/contact.asp )—中国太平洋学会等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8号《太平洋学报》编辑部(100081) 

      联系方式：86-010-62121082  pacificjournal@sina.com 

12 外交评论( www.cfau.edu.cn/index.htm1 )——外交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 24号外交学院学报纸编辑部(100037) 

      联系方式：010-68323972 68323973 xuebao@cfau.edu.cn 

13 日本学刊( http://ijs.cass.cn/files/xuekan/mulu.htm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号东院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10007) 

      联系方式：010-64039045 64014021 FAX: 64014022 rbxk@cass.org.cn  

14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http://www.journal-ccps.com )——中共中央党校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号《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编辑部(100091) 

      联系方式：010-62806257 62806124 dxxuebao@126.com 

15 新视野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邮寄投稿: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号《新视野》编辑部(100044) 

      联系方式：010-68007097 62806257 xisy@263.net.cn 

16 东南亚研究( http://www.jnuir.org/new/Type.asp?TypeId=17 )—— 暨南大学 

      邮寄投稿:广州石牌暨南大学文学院楼 4楼《东南亚研究》编辑部（510630） 

      联系方式：020-85226122 base0321@163.com  

17 国际观察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号科研楼 711室（200083） 

      联系方式：021）65423946  65311900  

18 中共党史研究( http://zgdsyj.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8916 ) 

      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9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00080) 

      联系方式：010-82615330 82615328 zszzs@vip.sina.com.cn 

19 西亚非洲( http://iwaas.cass.cn/other/TongXunLu.asp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号东院 1120信箱(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39151 64039172 64035718 waaa@isc.cass.net.cn  

20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www.bac.gov.cn/web/swdx/index.aspx )——北京行政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号《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100044) 

      联系方式：68007014 68007412 xzxy@ chinajournal.net.cn 

21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地址：上海市虹曹南路 200号(200233) 

      联系方式：(021)64363041 

22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号（210004） 

      联系方式：（025）84200709 

23 德国研究 

http://www.libs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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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rbxk@cass.org.cn
http://www.journal-ccps.com
mailto:dxxuebao@126.com
mailto:xisy@263.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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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gdsyj.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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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号（200092） 

      联系方式：（021）65980918 

24 党史研究与教学 

      地址：福州市柳河路 61号（350001） 

      联系方式：（0591）83792054 

25 理论与改革 

      地址：成都市光华村街 43号（610072） 

      联系方式：（028）87351101 

26 日本研究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号（110036） 

      联系方式：（024）62202254 

27 东南亚纵横 

      地址：广西南宁市新竹路 5号(530022) 

      联系方式：(0771)5860584 

28 南亚研究季刊 

      地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610064) 

      联系方式：（028）85416878 

29 求实 

      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 212号(330003) 

      联系方式：(0791)6303124 

30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www.nsa.gov.cn/ )——国家行政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海淀区长春桥路 6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100089) 

      联系方式：010-68929341 68929345 xuebao@163bj.com 

31 当代青年研究( www.sass.org.cn/qsn/index.jsp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 

增      邮寄投稿: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528室《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0606-2528 sassqssz@online.sh.cn 

32 妇女研究丛论(http://www.wsic.ac.cn/WomenStudyLunCong/List_Browse.aspx ) 

      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15号（100730） 

      联系方式：010－65103472-2812 FAX:（010）65258990 luncong@wsic.ac.cn   

33 党的文献(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115/index.html ) 

      主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 

      邮寄投稿:北京市 1740信箱,西城区前毛家湾一号（100017）  

      联系方式：010－83087944 83087309 ddwx@sina.com 

34 当代亚太( http://iaps.cass.cn/ZaiXianQK/ZaiXianQK.asp )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号东院(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63921 webmaster@iapscass.cn 

35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Magazine/Magazine.html#part1 

      邮寄投稿:北京市张自忠路 3号东院,北京 1103信箱（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39120 64014006  64014008 Oyyj-oys@cass.org.cn  

36 东北亚论坛( http://dbylt.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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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吉林大学 教育部东北亚重点研究基地 

      邮寄投稿: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130012） 

      联系方式：0431－85166396 85166392 

37 国际政治研究( http://www.sis.pku.edu.cn/web/zhenggaoqishi.aspx )——北京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内国际关系学院（100871） 

      联系方式：010－62755560 yuankan@pku.edu.cn 

38 台湾研究( http://twyj.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7212 ) 

      主办：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21号（100083）  

      联系方式：010－82864912 twyis@sina.com.cn 

39 国际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167信箱（100089） 

      联系方式：010－88814778 68916998 

40 国际关系研究 

增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0606转 

（D）民族学 

*1 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68932934  

*2 世界民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68932802  

3 中国藏学 

   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东路 131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64937904  

4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址：南宁市大学东路 188号（530006）  

   联系方式：（0771）3260122  

5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68933635  

6 西北民族研究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新村 1号西北民族大学（730030）  

   联系方式：（0931）2928881  2928911  

7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地址：中国武汉市民院路 5号（430074） 

   联系方式：（027）67842094  

8 广西民族研究 

   地址：南宁市桃源路 4号（530021） 

   联系方式：（0771）2806632  2813282  

9 回族研究 

http://www.libs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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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750021） 

   联系方式：（0951）2074543  

10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地址：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610041） 

   联系方式：（028）85522071 

11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昌路(750021) 

   联系方式：(0951)2066907 

12 民族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68932754 

13 民俗研究 

   地址：济南市山东大学东校区新校（250100） 

   联系方式：（0531）88364626  88362166  

（E）军事 

*1 中国军事科学——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军事科学院内（100091） 

   联系方式：010-66768474 

（F）经济学 

*1 经济研究（ www.erj.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经济研究》编辑部 （100836） 

   联系方式： 010-68034153 erj@cass.org.cn 

*2 经济学动态 （ http://ie.cass.cn/xskw/jjxdt_index.htm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100836) 

   联系方式： 010-68051607 jjxdt-jjs@cass.org.cn 

*3 中国经济史研究 （http://ie.cass.cn/xskw/zgjjs_index.htm）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100836) 

   联系方式：010-68035007  FAX：010-68032473   jjsbjb@126.com  

*4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http://www.iwep.org.cn/Corporation/infoDetail6.asp?cInfoId=181&dInfoId=157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790 jwe@cass.org.cn 

*5 世界经济研究 ——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院   http://www.sass.org.cn/szyjy/singleArtshow.jsp?dinji=88&sortid=340&type=magazine  

   邮寄投稿：上海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472室《世界经济研究》编辑部(200020) 

   联系方式： 021-63845104 53060606-2472  WES@sass.org.cn 

*6 国际金融研究 ——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号《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100818) 

   联系方式：010-66594062  sif@bank-of-china.com 

*7 改革（ www.reform.net.cn/ ）——重庆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重庆市江北区桥北村 270号《改革》杂志社（4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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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023－67761226    reform@cta.cq.cn 

*8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http://iqte.cass.cn/iq_mag.asp )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 010-85195717 bjb-ipte@cass.org.cn  

*9 上海经济研究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院   http://www.sass.org.cn/jjyjs/singleArtshow.jsp?dinji=24&sortid=1493&type=magazine 

   邮寄投稿：上海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501室《上海经济研究》杂志社(200020) 

   联系方式： 021-53060606-2501 ser@sass.org.cn 

*10 会计研究 （ http://www.asc.net.cn ）—— 中国会计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财政部《会计研究》编辑部(100820) 

   联系方式：010-68528922  asc@mx.cei.gov.cn 

*11 中国农村经济（http://rdi.cass.cn/more_news.asp?class_id=1035）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100732） 

   联系方式： 010-85195649 ruraleconomy@cass.org.cn 

*12 农业经济问题 ——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 

   邮寄投稿：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号《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100081) 

   联系方式： 010-68918705 nyjjwt@mail.caas.net.cn 

*13 中国工业经济 （http://gjs.cass.cn/gyjjzzh.htm）——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100836) 

   联系方式：010-68032678    zggyjjbjb@cass.org.cn  gjbjb@sina.com 

*14 经济管理（ http://gjs.cass.cn/jjglzzh.htm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邮寄投稿：北京月坛北小街 2号（100836） 

   联系方式：010-68019057  68039094  68768091 

*15 国际贸易问题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 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9信箱 《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社 

   联系方式： 010-64492403 64492401 (100029) 

*16 国际贸易 （ http://www.caitec.org.cn/gjmy/gjmyindex.htm ）—— 中国商务出版社 

   邮寄投稿：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号 《国际贸易》杂志社（100710） 

   联系方式：010-64241423 itrade@cctpress.com liujianchang111@vip.sina.com 

*17 财政研究 （http://www.crifs.org.cn/20gongkai.asp）—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号内财政部科研所北京财研杂志社 (100036) 

   联系方式：010-88191233  88191224  88191225 

*18 金融研究（http://www.ripbc.com.cn/jrxh/lanmu/huikan/jinrongyanjiu/jinrongyanjiu.htm ) 

   主办：中国金融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号 2号楼《金融研究》编辑部（100800） 

   联系方式： 010-66195402    pbc1979jryj@gmail.com 

19 财贸经济（ http://cms.cass.cn/docc/page_3.asp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号《财贸经济》编辑部（100836） 

   联系方式： 010－68032445   rschorg@ifte.cass.net.cn  

20 中国经济问题 （http://210.34.5.14/editory/index.asp）——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厦门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 (361005) 

   联系方式：0592-2181474  FAX：0592-218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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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代经济科学 （http://www.xjtu.edu.cn/kxyj/xskw_04.html）—— 西安交通大学 

   邮寄投稿：西安市雁塔西路 76号《当代经济科学》编辑部(710061) 

   联系方式：029-82657048  djkx@mail.xjtu.edu.cn 

22 中国土地科学 —— 中国土地学会 

   ( http://www.zgtdxh.org.cn/app/cms/html/column/publication/default.asp#mag ) 

   邮寄投稿：北京西城区大觉胡同 50号 《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100035) 

   联系方式：010-66562612 bianjibu@zgtdkx.com 

23 当代财经 ( http://cfe.jxufe.edu.cn/news/qikan.asp )—— 江西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南昌失庐山中大道《当代财经》杂志社 (330013) 

   联系方式：0791-3816904  FAX：0791-3816907 

2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http://www.bijiao.net.cn ) ——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 36号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 (100032) 

   联系方式：010-66509504/402/422/518  cdy@cctb.net 

25 中国农村观察 ( http://rdi.cass.cn/show_News.asp?id=6510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  (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649 85195650  ruraleconomy@cass.org.cn 

26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http://skc.xmu.edu.cn/publication/china-ecnomic-historic.htm ） 

   主办：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寄投稿：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联系方式：0592-2186377 

27 经济评论 —— 武汉大学 

   邮寄投稿：武汉市武昌逻珈山《经济评论》杂志社（430072） 

   联系方式: 027-68753012 68754563  ffb_9@whu.edu.cn 

28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 http://www.jsass.com.cn/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江苏省南京市虎踞北路 12号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编辑部 (210013) 

   联系方式：025-83391504   jsassybsun@yahoo.com.cn 

29 投资研究 （http://www.chinatzw.com/chinatzwshouye0.html）—— 中国投资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金融大街 25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政研室 (100810) 

   联系方式： 010-67597356 

30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http://www.iwep.org.cn/Corporation/infoDetail6.asp?cInfoId=181&dInfoId=166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15层《世界经济》杂志社(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776   ier@cass.org.cn 

31 国际经济合作 （http://www.iec.org.cn/）——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邮寄投稿：北京安外东后巷 28号《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100710) 

   联系方式：010-64249223 64515173  ieciec@263.net 

32 经济学家（http://jjxj.cai.swufe.edu.cn/main.html）—— 西南财经大学等 

   邮寄投稿：四川成都外西光华村 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610074) 

   联系方式：028-87352177  economi@swufe.edu.cn 

33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中国人民大学 

   ( http://www.crup.com.cn/scrp/bookdetail.cfm?iBookNo=15210&sYc=1-12 ) 

   邮寄投稿：北京中关村大街 31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100080） 

   联系方式：010-62510762  etbm@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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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涉外税务 ——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邮寄投稿：深圳市福田南路 28号(518033) 

   联系方式： 0755-3609321 

35 金融论坛 —— 城市金融研究所等 

   邮寄投稿：北京海淀区翠微路 15号 《金融论坛》编辑部(100036) 

   联系方式： 010-66109108  66109109  jrlt@chinajournal.net.cn 

36 南开经济研究 ( http://202.113.23.180/nkjingjiyanjiu/jianjie.asp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邮寄投稿：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大楼 13层《南开经济研究》编辑部(300071) 

   联系方式： 022-23508250  nkes@nankai.edu.cn 

37 经济科学 ( http://econ.pku.edu.cn/public/index.htm )—— 北京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法学楼 4层 《经济科学》编委会(100871) 

   联系方式： 010-62751488  jjkx@pku.edu.cn 

38 财经研究 （ http://www.shufe.edu.cn/xsky.htm ）—— 上海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武东路 321号乙 《财经研究》编辑部(200434) 

   联系方式： 021-65904345  FAX：021-65904892 

39 审计研究 （ http://www.chinaaudit.org ）—— 中国审计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号《审计研究》编辑部(100086) 

   联系方式： 010-64066070 82199832 82199815 sjyz@chinajournal.net.cn  

40 财经科学 ( http://cjkx.cai.swufe.edu.cn/ ) —— 西南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四川省成都市外西光华村 55号(610074) 

   联系方式：  028-87352248  cjkx@swufe.edu.cn 

41 财经问题研究 ( http://zzs.dufe.edu.cn/mulu.asp )—— 东北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辽宁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116025) 

   联系方式： 0411-84710514 84710524 rofaei@dufe.edu.cn 

42 经济问题 ( http://www.sass.sx.cn/cbxx_jwt.asp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太原市并州南路 116号《经济问题》编辑部(030006) 

   联系方式： 0351-5691859 jjwts@163.com 

43 农业技术经济 ( http://www.iaecn.cn/Article_Class.asp?ClassID=3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30号(100081) 

   联系方式：  010-68918705  nyjjwt@mail.caas.net.cn  

44 经济纵横 ——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http://www.jlass.com.cn/deptview.asp?dept=%27经济纵横杂志社%27 

   邮寄投稿：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号 经济纵横编辑部(130033) 

   联系方式： 0431-84637225 84638416  jjzh1985@vip.eyou.com  

45 税务研究 （ http://book.ctax.org.cn/zz/ ）—— 国家税务学会等 

   邮寄投稿：北京市宣武区枣林前街 68号中国税务杂志社《税务研究》编辑部（100053） 

   联系方式： 010-63569126 swyj@ctax.org.cn 

46 上海金融 —— 上海市金融学会 

   邮寄投稿：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81号《上海金融》编辑部（200120） 

   联系方式： 021-68478183 shjrm@public1.sta.net.cn  shjrm@sh.pbc.gov.cn 

47 世界经济文汇 —— 复旦大学 

   http://econ.fudan.edu.cn/chinese/service/s03_journal/wenhui.htm  

   邮寄投稿：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复旦大学内《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部（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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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021-65643136 

48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 http://www.cufe.edu.cn/third/zcxb.htm ）—— 中央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学院南路 39号(100081) 

   联系方式： 010-62288381 62288382 zycjdxxb@cufe.edu.cn  

49 城市发展研究 ——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百万庄建设部内 城市发展研究编辑部(100835) 

   联系方式： 010-58933972  ebuds@263.net  sunyuwen05@sina.com 

50 经济与管理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朝外红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内 经济与管理研究编辑部（100026） 

   联系方式： 010-65976484  65976610  jjyglyj@cueb.edu.cn 

51 财经理论与实践 （ http://qks.hnu.cn/ ）——湖南大学  

   邮寄投稿：长沙市岳麓区《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410082) 

   联系方式： 0731-8821883 cjllysj@163.com 

5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http://xuebao.znufe.edu.cn/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邮寄投稿：武汉武昌武珞路 114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430060) 

   联系方式： 027-88045631 bjb@znufe.edu.cn 

53 中国流通经济 ( http://zglt.chinajournal.net.cn )—— 北京物资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 240信箱 中国流通经济杂志社(101149) 

   联系方式： 010-89534488/4242  cbam12345@126.com 

54 亚太经济 ——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 

   邮寄投稿：福州市柳河路 18号(350001) 

   联系方式： 0591-83791485 ytjj@eyou.com  

55 当代经济研究（ http://www.ctu.cc.jl.cn/active/index.jsp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 

   邮寄投稿：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大街 3699号  （130117 ） 

   联系方式：0431－4539198 4539199  ddjj@ctu.cc.jl.cn 

56 产业经济研究 

   地址：南京市铁路北街 128号(210003) 

   联系方式：(025)83495926 

57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 83号（310012） 

   联系方式：0571）88922750  

58 证券市场导报 

   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号 17楼（518010） 

   联系方式：（0755）25918592  

59 国际经贸探索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号（510420） 

   联系方式：（020）36207076 

60 中国农史 

   地址：南京农业大学（210095） 

   联系方式：（025）84396605 

61 经济问题探索 

   地址：昆明市东二环路 685号(650216) 

   联系方式：(0871)384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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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金融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号（100055） 

   联系方式：（010）63265580 

63 城市问题 

   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33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70894  64874817  

64 调研世界 

   地址：北京市月坛南街 57号（100826） 

   联系方式：（010）68782898 

65 财贸研究 

   地址：蚌埠市曹山路 962号（233030） 

   联系方式：（0552）3175991 

66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地址：太原市坞城路 696号（030006） 

   联系方式：（0351）7666833  7666806 

67 经济经纬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80号（450011） 

   联系方式：（0371）63519038  63519039  

68 商业研究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 138号(150076) 

   联系方式：(0451)84866358 

69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 25号（300222） 

   联系方式：（022）28118414 

70 消费经济 

   地址：长沙市麓山路 36号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410081） 

   联系方式：（0731）8644080  

71 现代经济探讨  

   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 12号(210013) 

   联系方式：(025)83391040 

72 宏观经济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 www.amr.gov.cn/macro_economic/showframe.jsp?subframeid=1012&informationid=10004 ）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号国宏大厦 B座 1308室（100038） 

   联系方式： 010-63908358     hongguanjingji@163.com 

（G）图书、情报与档案学 

*1 情报学报（ http://www.cssti.org.cn/xuebao/xuebao_h.htm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复兴路 15号《情报学报》编辑部（100038） 

   联系方式：010-58882992 68598273 

*2 图书情报工作（ http://www.lis.ac.cn/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在线投稿：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号《图书情报工作》编辑部（100080） 

   联系方式：010-82623933 journal@mail.las.ac.cn  

*3 档案与通讯——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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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联系方式： 

4 中国图书馆学报（ http://www.lsc.org.cn/CN/zgtsgxb.html )——中国图书馆学会等 

   邮寄投稿：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33号《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100081） 

   联系方式：010-88545141 tsgxb@nlc.gov.cn 

5 情报理论与实践（ 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 2413信箱 10分箱《情报理论与实践》编辑部（100089） 

   联系方式：010－68961793  

6 情报科学——吉林大学 

   邮寄投稿：吉林长春市人民大街 5988号《情报科学》编辑部（130022） 

   联系方式：0431-85095200  infosci@jlu.edu.cn 

7 图书情报知识（ http://www.dik.whu.edu.cn/ )——武汉大学 

   邮寄投稿：武汉市珞珈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30072） 

   联系方式：027-68754437  68754437-8502  tqy12@whu.edu.cn 

8 图书与情报（ http://www.gslib.com.cn/L&I/index.htm ）——甘肃省图书馆学会 

   邮寄投稿：兰州市滨河东路 488号《图书与情报》编辑部（730000） 

   联系方式：0931-8270072 8278172  tsyqb@126.com  

9 档案学通讯——中国人民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张自忠路 3号《档案学通讯》编辑部（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35109  daxtx@x263.net 

1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http://www.infotech.ac.cn/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在线投稿：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号《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编辑部（100080） 

   联系方式：010-82626611-6626 82624938 jishu@mail.las.ac.cn 

11 图书馆杂志（ http://www.libnet.sh.cn/tsgzz/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学会 

   在线投稿：上海淮海中路 1555号《图书馆杂志》编辑部（200031） 

   联系方式：021-64455555转  64455503  

12 图书馆论坛（ http://www.zslib.com.cn/zslib90th/luntan.htm )——广东省图书馆学会 

   邮寄投稿：广州市文明路 213号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图书馆论坛》编辑部（510110） 

   联系方式：020-83825705 

13 大学图书馆学报( http://www.scal.edu.cn/xuebao/ )——北京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图书馆 314室（100871） 

   联系方式： 010-62759056  jalreader@lib.pku.edu.cn 

14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http://www.tjl.tj.cn/huikan/kwjj.php )——天津市图书馆 

   邮寄投稿：天津市复康路 15号天津图书馆 A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编辑部（300191） 

   联系方式： 022-23368221   

15 情报杂志( http://www.sninfo.org/qing-bao-za-zhi.htm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邮寄投稿：西安市雁塔路南段 99号《情报杂志》编辑部（710054） 

   联系方式：029-85529749  qbzz@263.net 

16 图书馆( http://220.168.54.195:8080/was40/ ）——湖南图书馆 

   邮寄投稿：长沙市韶山路 169号湖南图书馆《图书馆》编辑部（410011） 

   联系方式：0731-4174148  bianjb@library.hn.cn 

17 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106号（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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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10-63018706  63020081  

18 情报资料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张自忠路 3号（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57499 

19 图书馆学研究 

   地址：长春市新民大街 1162号（130021） 

   联系方式：（0431）85642935 

20 图书馆建设 

   地址：哈尔滨市长江路 218号（150090） 

   联系方式：（0451）85990515 

21 国家图书馆学刊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33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88545737 

（G）新闻与传播学 

*1 现代传播（ http://www.cuc.edu.cn/xuebao/ ）——北京传媒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号（100024） 

   联系方式：010-65779586 

*2 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 2011信箱（100026） 

   联系方式：010-65940579 

*3 编辑学报（ http://www.cessp.org.cn/bjxb.htm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右安门外首都医科大学内（100069）  

   联系方式：010-83911346 

4 国际新闻界（ http://www.ruc.edu.cn/030929/index.htm ）——中国人民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中关村大街 59号（100872） 

   联系方式：010-82509362 

5 新闻记者——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  

   邮寄投稿：上海市延安中路 839号（200040） 

   联系方式：021-62791234  

6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http://libweb.zju.edu.cn/librarian/e-resource/hxqk/show.jsp?id=1630 

   邮寄投稿：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2号（100866） 

   联系方式：010-86093458  86091971  

7 新闻大学（ http://www.xwxy.fudan.edu.cn/html/level3_xsyj_xwdx.htm ）复旦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邯郸路 440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内（200433） 

   联系方式：021-65643630  55664705 

8 科技与出版（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清华大学出版社（100084） 

   联系方式：010-62794473  

9 编辑学刊——上海市编辑学会 

   邮寄投稿：上海市建国西路 384弄 11号甲（200020） 

   联系方式：021-6474047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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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出版（ http://www.dbbk.cn/other/dbbk/baokan.asp?id=37 ）——中国版权协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 2350信箱（100023） 

   联系方式：010-87320413 

11 编辑之友（ http://www.sxskcb.com/book/introduce.asp ）——山西人民出版社 

   邮寄投稿：太原市建设南路 15号出版大厦（030012） 

   联系方式：0351-4922194 

12 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http://www.chinapublish.com.cn/cbml/dlcbml/200703/t20070316_21864.html 

   邮寄投稿：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号（100073） 

   联系方式：010-51259132  

13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地址：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00080） 

   联系方式：（010）62572403  

14 当代传播 

   地址：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 1号(830051) 

   联系方式：(0991)5593316 

15 出版科学 

   地址：武汉市珞珈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30072） 

   联系方式：（027）68753799 

（G）管理学 

*1 管理世界（ http://www.mwm.com.cn/Faces/index.asp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 8号 3层（100098） 

   联系方式：010-62112235  62111169 

*2 科研管理（ http://www.research.pku.edu.cn/kygl.htm ）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号 8712信箱（100080） 

   联系方式：010-62555521 

*3 科学学研究（ http://admin1.chinajournal.net.cn/sitepage1/index.asp?rwbh=KXYJ ） 

   主办：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邮寄投稿：北京中关村东路 55号 8712信箱（100080） 

   联系方式：010-62622031 

*4 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邮寄投稿：天津南开区卫津路 92号天津大学（300072） 

   联系方式：022-27403197  

5 科学管理研究（ http://kxglyj.periodicals.net.cn/default.html ）内蒙古自治区软科学研究会 

   邮寄投稿：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47号汇通饭店 415室（010010） 

   联系方式：0471-5883717 

6 经济体制改革——四川省社科院 

    http://www.sss.net.cn/smallclass.asp?bigclassid=20&smallclassid=43&z=k 

   邮寄投稿：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宫省社科院（610072） 

   联系方式：028-87016562 

7 中国软科学（ http://www.cssm.com.cn/web/index.asp ）——中国软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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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4号 270室（100045）  

   联系方式：010-68598270   68598286  

8 预测（ http://www.hfut.edu.cn/ch/script/hfut.hfut?hfut.edu ）——合肥工业大学 

   邮寄投稿：合肥工业大学 290信箱（230009） 

   联系方式：0551-2901500  

9 管理工程学报（ http://www.zju.edu.cn/kxyj/zykw.htm ）——浙江大学 

   邮寄投稿：杭州市古墩路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310058） 

   联系方式：0571-88206832  

10 外国经济与管理（ http://wjgl.shufe.edu.cn/cn/infomation.asp?id=3 ）上海财经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武东路 321号乙（200434） 

   联系方式：021-65904367  

11 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 

   http://ibs.nankai.edu.cn/Site/show.asp?option=22&item=18&section=87 

   邮寄投稿：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号南开大学商学院（300071） 

   联系方式：022-23505995 

12 研究与发展管理（ http://www.fdms.fudan.edu.cn/aboutus/yjs/yjs18.asp ） 

   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全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 

   邮寄投稿：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内）（200433） 

   联系方式：021-65643679 

13 中国行政管理（ http://www.cpaj.com.cn/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西安门大街 22号，中南海 1745信箱（100017） 

   联系方式：010-83083324  63099125 

14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 

   邮寄投稿：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 138号科技创新大厦（300011） 

   联系方式：022-24437122   24324911 

15 管理现代化（ http://glxx.chinajournal.net.cn/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号楼，求实饭店 212#（100011） 

   联系方式：010-64249510  64263335-3212  

16 中国管理科学——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号，北京 8712信箱（100080）  

   联系方式：010-62542629 

17 科技进步与对策——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邮寄投稿：武汉市洪山路 2号湖北科教大厦 D座 5楼（430071） 

   联系方式：027-87277556  87277066 

18 科技管理研究（ http://kjgl.chinajournal.net.cn/ ）——《科技管理研究》杂志社 

   邮寄投稿：广州市连新路 171号,广东国际科技中心 307室（510033） 

   联系方式：020-83568469 

19 商业经济与管理（ http://zzs.zjgsu.edu.cn/gl/cn/dqml.asp ）——浙江工商大学 

   邮寄投稿：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号（310018） 

   联系方式：0571-28877503  28877505  28877502  

20 宏观经济管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国家发展改革委（100824） 

   联系方式：010-68391537  6853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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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理科学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 13号（150001）  

   联系方式：（0451）86414056  

22 中国科技论坛  

   地址：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8号,北京 3814信箱（100038） 

   联系方式：（010）58884593  58884595  

23 管理评论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东路 80号 7号楼 112室（100080） 

   联系方式：（010）82680674 

24 公共管理学报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 13号（150001） 

   联系方式：0451-86402009    0451-86402009 

25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子区 38号(100037) 

   联系方式：(010) 88363164  88364504-3163  

26 管理学报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037号（430074） 

   联系方式：027-87542154 

27 华东经济管理  

   地址：安徽合肥市望江东路 115号（230059） 

   联系方式：（0551）3425621 

28 现代管理科学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70号 22号楼（210013） 

   联系方式：（025）83206820 

29 软科学（ http://www.sckw.sichuan.net.cn/info/2ITI6PDSbc.jsp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邮寄投稿：成都市人民南路 4段 11号 5楼（610041） 

   联系方式：028-85221835 

（G）教育学 

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46号（100088） 

1 

  联系方式：（010）82014985  

高等教育研究 

  地址：武昌喻家山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2 

  联系方式：（027）87543893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地址：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部（100871） 

3 

  联系方式：（010）62751216  62754971 

电化教育研究 

  地址：兰州市安宁东路 967号西北师范大学（730070） 

4 

  联系方式：（0931）7971823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5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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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1）62232305  

比较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100875） 

6 

  联系方式：（010）58808310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文南楼 403室（100084） 

7 

  联系方式：（010）62788995  

教师教育研究 

  地址：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8 

  联系方式：（010）58807942  

9 教育与经济 

   地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430079） 

   联系方式：（027）67865330  

10 中国电化教育 

   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60号（100031） 

   联系方式：（010）66490924   

11 教育研究与实验 

   地址：武昌桂子山华中师大三号楼（430079）  

   联系方式：（027）67868275  

12 教育发展研究 

   地址：上海市茶陵北路 21号（200032）  

   联系方式：（021）64038952  34311989  

13 教育理论与实践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解放路东头道巷 9号（030009） 

   联系方式：（0351）5604632  5604616  

14 课程•教材•教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号院 1号楼（100081） 

   联系方式：（010）58758977  

15 中国远程教育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号（100039）  

   联系方式：（010）68182520  

16 全球教育展望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200062） 

   联系方式：（021）62232938  

17 中国高等教育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号（100082） 

   联系方式：（010）62243806  

18 开放教育研究 

   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1541号 1301室（200086）  

   联系方式：（021）65631403   

19 教育科学 

   地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号（116029） 

   联系方式：（0411）8425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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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育研究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号（130024） 

20 

  联系方式：（0431）509850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5号（100081） 

21 

  联系方式：（010）68912292  

复旦教育论坛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200433） 

22 

  联系方式：（021）55664241 

现代教育技术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电教中心（100084） 

23 

  联系方式：（010）62782405   

中国高教研究 

  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5号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00816） 

24 

  联系方式： 

现代大学教育 

  地址：湖南长沙市岳麓山中南大学（410083） 

25 

  联系方式：（0731）8876856  

26 中国教育学刊 

   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5号（100816） 

   联系方式：（010）64845699  

27 中国特殊教育 

   地址：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 46号（100088） 

   联系方式：（010）62003358  62003367  

28 江苏高教 

   地址：南京市草场门石头城 9号（210013） 

   联系方式：（025）83718422  

29 教育学报 

   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号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教育学院（100875） 

   联系方式：（010）58805288 

30 高教探索 

   地址：广州市小北路 155号（510045） 

   联系方式：（020）83566017  

3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地址：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联系方式：（027）87542950  

32 中国大学教学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4号（100011）  

   联系方式：（010）58581864  

33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地址：北京大兴（102617） 

   联系方式：（010）69260513 

34 远程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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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42号(310012) 

   联系方式：(0571)88065047 

35 教育与现代化 

   地址：安徽合肥金寨路 96号中国科技大学（230026） 

   联系方式：（0551）3602252 

36 教育科学研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5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84649579 

37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 4号(100011) 

   联系方式：(010)58581398 

（H）语言学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http://www.bfsu.edu.cn/rsch/05_w.htm# ) 

   邮寄投稿：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号（100089）  

   联系方式：010－88816466  

2 语言教学与研究( http://www.blcu.edu.cn/yys/3_mag_1/3_1_magazine1.asp ) 

   主办：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100083） 

   联系方式：010－82303575  82303573 

3 语言研究( http://admin.chinajournal.net.cn/model03/index.asp?rwbh='YYYJ' ) 

   主办：华中科技大学 

   邮寄投稿：武汉市珞瑜路 1037号（430074） 

   联系方式：027－87543253 

4 方言( http://ling.cass.cn/pbfiles/kanwu_kanwu.asp?nam=fy )——语言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390  

5 当代语言学( http://ling.cass.cn/pbfiles/kanwu_kanwu.asp?nam=dd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392  

6 中国语文( http://ling.cass.cn/pbfiles/kanwu_kanwu.asp?nam=yw ) 

   主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语文杂志社（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373  65125849 

7 民族语文( http://www.mzyw.net/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号（100081） 

   联系方式：010－68932381  

8 外语学刊( http://www.hlju.edu.cn/HD_Page/20055283033-1.html )——黑龙江大学 

   邮寄投稿：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号（150080） 

   联系方式：0451－86608322  

9 现代外语( http://www.clal.org.cn/baseinfo/Journal/Journal.htm )广州外国语学院 

   邮寄投稿：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510420） 

   联系方式：020－3620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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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语言文字应用(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80/publish.htm )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内南小街 51号（100010） 

   联系方式：010－65130351 

11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http://www.shisu.edu.cn/authority/wgy.htm ) 

   邮寄投稿：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200083） 

   联系方式：021－65420358 

12 世界汉语教学( http://www.dwhyyjzx.com/template/page_2/?id=3301 ) 

   主办：中国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号（100083） 

   联系方式：010－82303689  

13 外语界( http://www.shisu.edu.cn/magpaper/wgyn/index.htm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大连西路 558号（200083） 

   联系方式：021－55396175  65425300  

14 外语教学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437号（710061） 

   联系方式：（029）85261350  85309400  

1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地址：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471003) 

   联系方式：（0379）64543520  

16 语言科学 

   地址：江苏徐州师范大学 215信箱(221116) 

   联系方式：0516-3403513 

17 汉语学习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号（133002）  

   联系方式：（0433）2732219  

18 外语电化教学 

   地址：上海大连西路 550号 366信箱（200083） 

   联系方式：（021）65311900-2514  

19 中国翻译 

   地址：北京市阜外百万庄大街 24号（100037） 

   联系方式：（010）68327209  68995951  

20 中国外语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号 100011 

   联系方式：（010）58581936\37  

21 外语与外语教学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 94号（116002） 

   联系方式：（0411）82563258  

22 国外外语教学( http://www.teachlanguage.ecnu.edu.cn/chinese/About%20Us.asp )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200062） 

   联系方式：021－6223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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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文学 

*1 外国文学评论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http://foreignliterature.cass.cn/publication/review/index.htm ） 

   邮寄投稿：北京建内大街 5号《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7744×5605  85195583  wenping@cass.org.cn 

*2 文学评论（ http://www.literature.org.cn/Magz.asp?ID=1902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文学评论》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65264557、85195450、85195466 wxpl_wx@cass.org.cn 

*3 文学遗产（ http://www.literature.org.cn/Magz.asp?ID=1901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 《文学遗产》杂志社（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453、 65137744—5453  wxyc_wx@cass.org.cn 

4 小说评论 

   地址：西安市建国路 83号（710001） 

   联系方式：（029）87428615 

5 文学理论与批评（未知） 

   地址： 

   联系方式： 

6 南方文坛 —— （ http://www.gxwenlian.com/index/nfwt/ ） 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广西南宁市建政路 28号 《南方文坛》杂志社 （530023） 

   联系方式：  0771-5624424 nfwt@163.net  fax:0771-5623613 

7 明清小说研究（ http://www.mqxs.com/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南京市虎踞北路 12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210013） 

   联系方式：025-3714136 mqxsya984@sina.com 

8 鲁迅研究月刊 ——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邮寄投稿：北京阜内大街宫门口二条十九号《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 （100034） 

   联系方式：010-66165647 lxyjyk@vip.sina.com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  

   ( http://www.wxg.org.cn/frame.htm?congkan/Magazine.htm )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 45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100029） 

   联系方式：010-84615522-1114  swdu@wxg.org.cn 

10 中国比较文学 ( http://www.sflep.com.cn/ZGBJWX.asp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内（200083） 

   联系方式：021-65311900×2625 shccl@citiz.net 

11 民族文学研究 ( http://iel.cass.cn/top.asp?channelid=130&schannelid=131 )  

   主办：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100732） 

   联系方式：010-85195627 85195636 85195634  iel-bianjibu@cass.org.cn. 

12 红楼梦学刊 ——   中国艺术研究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号 2425房间 红楼梦学刊杂志社（100029） 

   联系方式：010-64813287 hongloumeng1979@163.com 

13 当代作家评论 ——   辽宁省作家协会 

   邮寄投稿：沈阳市大东区小北关街 31号 《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1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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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4-88501513 83391043 

14 文艺争鸣 —— 吉林省文联 

   邮寄投稿：长春市自由大路 509号 《文艺争鸣》杂志社（130021） 

   联系方式：0431-5643867   wyzm80@mail.jl.cn 

15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邮寄投稿：上海中山北路 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200062） 

   联系方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内 021-62232881  021-62577577  

16 新文学史料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http://www.rw-cn.com/cms5root/pages/rws/articlec.page?cid=10265 ） 

   邮寄投稿：北京朝内大街 166号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100705） 

   联系方式：010-65252161  shiliao1978@sina.com 

17 俄罗斯文艺 —— 北京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号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内《俄罗斯文艺》编辑部  

   联系方式：（100875）  010-62209046  

18 外国文学研究 ( http://www.ccnu.edu.cn/kxyj/xskw.htm )—— 华中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430079） 

   联系方式：027-67866042  wwwyj@ccnu.edu.cn 

19 当代外国文学 ——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 http://www.sfs.nju.edu.cn/default_nd.aspx?idc=199&xs=11&id=1 ） 

   邮寄投稿：江苏南京汉口路 22号南京大学内《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210093） 

   联系方式：025-83593381  

20 外国文学 （ http://www.bfsu.edu.cn/rsch/06_w_6.htm ）—— 北京外国语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 8110信箱 91分箱) 010－88816730 wgwx@mail.bfsu.edu.cn 

   联系方式：北京海淀西三环北路 2号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100089） 

21 国外文学 ——  北京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化学北楼 116室外国语学院《国外文学》编辑部  （100871） 

   联系方式： 010-62764996  liujun@pkv.edu.cn 

22 上海文化 

增  地址：上海中山西路 1610号文学研究所（200235） 

   联系方式：021-64862266转 

（J）艺术学 

*1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号《文艺研究》编辑部（100029） 

      联系方式：  010-64935587  64934162 

2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 http://www.lgt.ddptt.ln.cn/E-Xiangguanyanjiujigou/zhongguoyinyuexue.htm ）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00029） 

   联系方式：010-64933343 musicology＠263.net 

3 当代电影 ( www.cfa.gov.cn/zykw/dddy.htm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小西天文慧园路 3号(100088) 

      联系方式：010-62223193，010-62254422-2809  dddy@public.bta.net.cn 

4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中央戏剧学院 

http://www.libsass.org.cn
mailto:wyzm80@mail.jl.cn
http://www.rw-cn.com/cms5root/pages/rws/articlec.page?cid=10265
mailto:shiliao1978@sina.com
http://www.ccnu.edu.cn/kxyj/xskw.htm
mailto:wwwyj@ccnu.edu.cn
http://www.sfs.nju.edu.cn/default_nd.aspx?idc=199&xs=11&id=1
http://www.bfsu.edu.cn/rsch/06_w_6.htm
mailto:wgwx@mail.bfsu.edu.cn
mailto:liujun@pkv.edu.cn
http://www.lgt.ddptt.ln.cn/E-Xiangguanyanjiujigou/zhongguoyinyuexue.htm
http://www.cfa.gov.cn/zykw/dddy.htm
mailto:dddy@public.bta.net.cn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www.libsass.org.cn 

 - 27 - 

      邮寄投稿:北京东棉花胡同 39号《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编辑部(100710) 

      联系方式：  010-64056580   xuebao@chntheatre.edu.cn 

5 中央音乐学院院报 ( http://http://zyyyxyxb.periodicals.net.cn/default.html ) 

   主办：中央音乐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西城区鲍家街 43号《中央音乐学院院报》编辑部（100031）  

      联系方式：  010-66417541   xbbjb@ccom.edu.cn 

6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邮寄投稿:北京农展馆南里 10号《人民音乐》编辑部 100026  

      联系方式：  010-65066618  010-65389266  rmyy1950@126.com  

7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http://hzwhyyxyxb.periodicals.net.cn/default.html )武汉音乐学院 

      邮寄投稿:武汉市武昌解放路 255号 (430060)  

      联系方式：  027-88068303  wyhz@whcm.com.cn 

8 电影艺术 —— 中国电影家协会 

      邮寄投稿:北京北三环东路 22号 《电影艺术》编辑部(100013) 

      联系方式：  010-64296227  64296226  filmart1956@yahoo.com.cn 

9 音乐研究 —— 人民音乐出版社 

      邮寄投稿:北京海淀区翠微路 2号《音乐研究》编辑部(100036) 

      联系方式： 010-68152605 68210291  yyyj@rymusic.com.cn 

10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http://journal.shcmusic.edu.cn/index.asp )－上海音乐学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 20号（200031） 

      联系方式：  021—64370137  64319166 

11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www.bfa.edu.cn/kycz/xb.htm )——北京电影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4号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编辑部（100088） 

      联系方式：010-82283412 

12 民族艺术 

      地址：广西南宁市民主路 11-4号（530023） 

      联系方式：（0771）5621053  

13 中国音乐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外丝竹园（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87378  

14 中国电视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2号（100866） 

      联系方式：（010）86091429 

15 交响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中路 108号（710061） 

      联系方式：（029）85217708 

16 民族艺术研究 

      地址：昆明市南太桥文化科技大楼 11楼（650021） 

      联系方式：（0871）3161975 

17 音乐探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生路 6号（610021） 

      联系方式：（028）85430275 

18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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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18号（310053） 

      联系方式：（0571）87150122 

19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虎距北路 15号（210013） 

      联系方式：（025）83719292 

（K）历史学 

*1 历史研究（ www.guoxue.com/magzine/lishiyanjiu/lishiyanjiu.ht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邮寄投稿：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号《历史研究》编辑部（100720） 

   联系方式：010－64076113 lsyj@magazine.cass.net.cn 

*2 中国史研究（ http://ich.cass.cn/Article_Class2.asp?ClassID=6&LayoutID=1 ） 

   主办：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7744-5836   

*3 近代史研究（http://jds.cass.cn/Article/List_65.asp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 

   联系方式：010-65275944  jdsyj-jd@cass.org.cn 

*4 史林（ www.historyshanghai.com/shilin.asp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中山西路 1610号 14楼 1401室《史林》编辑部（200235） 

   联系方式：021-64862266-2401  shilin33@historyshanghai.com     

*5 世界历史（http://worldhistory.cass.cn/chinese/chinese_index.htm#/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邮寄投稿：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100006） 

   联系方式：010-65275907 

6 抗日战争研究（ http://jds.cass.cn/Article/List_66.as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 

   联系方式：010-65275931  krzz-jd@cass.org.cn    

7 清史研究（ www.iqh.net.cn/qsyj.asp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中关村大街 59号人大科研楼 A座五层（100872） 

   联系方式：010-62511428   qinghistory@263.net 

8 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邮寄投稿：北京市故宫西华门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00031） 

   联系方式：010-63097399  63098376  lsda@chinajournal.net.cn 

9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www.chinaqw.com.cn/news/2005/0922/68/716.shtml ） 

   主办：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甲 1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100007） 

   联系方式：010-64018846  hqhrlsyj2003@yahoo.com.cn 

10 史学理论研究（http://worldhistory.cass.cn/index/tongzhi/sxll.htm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邮寄投稿：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号 （100006）  

   联系方式：010-65275903  65248020 

11 史学集刊(http://shixjk.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6225)——吉林大学 

   邮寄投稿：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130012） 

   联系方式：0431-85166107 sxjk@jiu.edu.cn  

12 民国档案（ www.shac.net.cn/cn/magazine.as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http://www.libsass.org.cn
http://www.guoxue.com/magzine/lishiyanjiu/lishiyanjiu.htm
mailto:lsyj@magazine.cass.net.cn
http://ich.cass.cn/Article_Class2.asp?ClassID=6&LayoutID=1
http://jds.cass.cn/Article/List_65.asp
mailto:jdsyj-jd@cass.org.cn
http://www.historyshanghai.com/shilin.asp
mailto:shilin33@historyshanghai.com
http://worldhistory.cass.cn/chinese/chinese_index.htm#/
http://jds.cass.cn/Article/List_66.asp
mailto:krzz-jd@cass.org.cn
http://www.iqh.net.cn/qsyj.asp
mailto:qinghistory@263.net
mailto:lsda@chinajournal.net.cn
http://www.chinaqw.com.cn/news/2005/0922/68/716.shtml
mailto:hqhrlsyj2003@yahoo.com.cn
http://worldhistory.cass.cn/index/tongzhi/sxll.htm
http://shixjk.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6225)
mailto:sxjk@jiu.edu.cn
http://www.shac.net.cn/cn/magazine.asp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www.libsass.org.cn 

 - 29 - 

   邮寄投稿：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309号（210016） 

   联系方式：025-84801996  84665959  esg@shac.net.cn          

13 西域研究(http://xyyj.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8241 )——新疆社科院 

   邮寄投稿：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16号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编辑部（830011） 

   联系方式：0991－3837937 xyyj@chinajournal.net.cn 

14 当代中国史研究（ www.iccs.cn/magazine/default.aspx）——当代中国史研究  

   邮寄投稿：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号 （100009) 

   联系方式：010-66572310 dzgs@iccs.cn  

15 史学月刊（http://sxyk.henu.edu.cn/ ）——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 

   邮寄投稿：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号河南大学东一斋史学月刊编辑部（475001） 

   联系方式：0378-2869623  sxyk@henu.edu.cn  

16 史学史研究（ http://www.bnu.edu.cn/shixuesuo/xueshujigou/xueshujigou2.htm ）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100875） 

   联系方式：010-62208084   sysj@chinajournal.net.cn 

17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http://zglsdllc.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9277 ) 

 

         

主

办：

陕西

师大

历史

地理

研究

所 

主办：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 

   邮寄投稿：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号陕西师范大学 42号信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710062） 

   联系方式：029-85303935 zglsdllc@snnu.edu.cn 

1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http://chinaborderland.cass.cn/show_news.asp?id=2285 ）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邮寄投稿：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号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100006） 

   联系方式：010-65274307   bjb-bjzx@cass.org.cn  

19 安徽史学（ www.aass.ac.cn/publication.asp?class_id=802 ）——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安徽省合肥市卫岗美菱大道 131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史学》编辑部（230053）  

   联系方式：0551-3438361   afsx@chinajournal.net.cn 

20 文献（ www.nlc.gov.cn/old/old/publish/wenxian.htm ）——国家图书馆 

   邮寄投稿：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33号《文献》编辑部 （100081） 

   联系方式：010－88545562  66174391 

21 历史教学（ www.historyteaching.net/ ）——历史教学社 

   邮寄投稿：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康岳大厦 16层《历史教学》编辑部（300051） 

   联系方式：022－27237467  23332330  23332485 tjgj@tjabc.net 

22 历史教学问题（ http://lsjxwt.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4747 ）——华东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号《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200062） 

   联系方式：021-6223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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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华文史论丛 

   地址：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号：中国古籍出版社（200020） 

   联系方式：（021）54650155 

24 文史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号（100073） 

   联系方式：（010）63267924 

25 中国史研究动态 

   地址：北京市建内大街 5号（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7744-5839\5836  

26 东南文化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321号(210016) 

   联系方式：（025）84806201 

（K）考古学 

1 考古学报（ http://kgxb.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439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王府井大街 27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编辑部（100710） 

   联系方式：010-65253051  

2 考古（ www.kaogu.cn/cn_kaogu/more_news.asp?class_id=23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王府井大街 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部（100710） 

   联系方式：010－65253665   kaogu@cass.org.cn 

3 敦煌研究（ www.guoxue.com/magzine/dunhuangyanjiu/dunhuangyanjiu.htm ） 

   主办：敦煌研究院  

   邮投地址：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 292号（730000） 

   联系方式：0931-8866013  8415026   dhbjb@163.net 

4 华夏考古( http://hxkg.periodicals.net.cn/gyjs.asp?ID=3553472 ) 

   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邮寄投稿：河南省郑州市陇海北三街 9号 《华夏考古》编辑部（450000） 

   联系方式：0371-6319695  hxkg@chinajournal.net.cn  

5 文物（ www.wenwu.com/nr.asp?classid=31 ）——文物出版社 

   邮寄投稿：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号楼（100007）  

   联系方式：010－84007078   

6 考古与文物（ www.sxxwcb.gov.cn/dw/157/images.htm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邮寄投稿：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南段乐游路 3号《考古与文物》编辑部（710054） 

   联系方式：029-85529472 kgyww@sina.com 

7 中国历史文物 

   地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100006) 

   联系方式：（0371）66319695 

（K）人文、经济地理 

*1 城市规划（ http://www.cin.gov.cn/yqlj/xhxh/200702/t20070213_102525.htm ） 

   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三里河路 9号建设部北配楼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00037） 

   联系方式：010-68335893  683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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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游学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http://www.tibuu.edu.cn/dx/news_2.asp?id=7&nid=256 

   邮寄投稿：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9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64900163  64900165  64909224  

3 地域研究与开发（ http://xxdq.cowob.com/baokanzazhi/henan/200601/4493.html ） 

   主办：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 

   邮寄投稿：郑州市陇海中路 64号（450052） 

   联系方式：0371-67939201 

4 城市规划学刊（ http://www.pagedesign.cn/demo/upforum/main.asp ） 

   主办：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四平路 1239号（200092） 

   联系方式：021－65983507  

5 经济地理——中国地理学会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邮寄投稿：长沙市青园路 506号（410004） 

   联系方式：0731-5584716 

6 人文地理（ http://www.xisu.edu.cn/news/display.php?id=38&table=news ） 

   主办：中国地理学会，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所 

   邮寄投稿：西安市长安南路 437号西安外国语大学（710061） 

   联系方式：029-85319374 

7 国际城市规划 

   地址：北京三里河路 9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00037） 

   联系方式：(010)68343240 

（X）环境科学 

*1 环境保护（ http://www.china-hjbh.co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邮寄投稿：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号（100062） 

   联系方式：010－67113764  

2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http://yangtzebasin.whlib.ac.cn/zzly.asp?Page=34 ） 

   主办：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邮寄投稿：武汉市武昌小洪山西区 25号（430071） 

   联系方式：027－87198181 

3 资源科学（ http://www.resci.cn/ch/index.aspx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邮寄投稿：北京安外大屯路甲 11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89446 

4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88号山东师范大学院（250014）  

   联系方式：（0531）82966021  86182968  

5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蒋王庙街 8号（210042） 

   联系方式：(025)85287052  85287053 

（Z）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1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www.pku.edu.cn/academic/xbss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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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su.edu.cn/news/display.php?id=38&table=news
http://www.china-hjb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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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投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100871) 

  联系方式：010-62751216 journal@pku.edu.cn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http://xuebao.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南京市宁海路 122号 《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210097) 

2 

  联系方式：025-83598341 wkxb@njnu.edu.cn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邮寄投稿：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 (510275) 

3 

  联系方式：020-84111990 puedj@zsu.edu.cn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http://xuebao.lzu.edu.cn/ )——兰州大学 

  邮寄投稿：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号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730000) 

4 

  联系方式：0931-8912706 2312707 jss@lz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北京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号 (100875) 

5 

  联系方式：010-58807848  wkxb@bnu.edu.cn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湖南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大学 (410081 ) 

6 

  联系方式：0731-8872471 8872209 scasci@126.com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http://www.xuebao.snnu.edu.cn/ )—— 陕西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 ) 

7 

  联系方式：029-85308849 xuebao@snnu.edu.cn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武汉大学 

  邮寄投稿：湖北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  (430072) 

8 

  联系方式：027-68754203   WHDS@whu.edu.cn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570228）  

9 

  联系方式：（0898）66279237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厦门大学 

  邮寄投稿：福建省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361005) 

10 

  联系方式：0592-2182366  xdxbs@xmu.edu.cn 

暨南学报（哲社版）( jnxb.jnu.edu.cn )——暨南大学 

  邮寄投稿：广州市石牌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510632) 

11 

  联系方式：020-85224092 85220281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河北大学 

  邮寄投稿：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号《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071002) 

12 

  联系方式：0312-5079412 xbs@mail.hbu.edu.cn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邮寄投稿：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  (130012) 

13 

  联系方式：0431-8922331-3664 0431-5166970  journal@mail.jlu.edu.cn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http://jonline.nwu.edu.cn/ )——西北大学 

  邮寄投稿：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号   (710069) 

14 

  联系方式：029-8302822    xdxbsk@nwu.edu.cn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安徽大学 15 

  邮寄投稿：安徽合肥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2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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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551-51077195107157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www.sxu.edu.cn/zncs/xuebao/Journal.html ）—— 山西大学 

  邮寄投稿：山西太原坞城路山西大学 (030006) 

16 

  联系方式：0351-7010455 7018311 xben@sxu.edu.cn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中关村大街 59号 (100872) 

17 

  联系方式：010-62511499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www.journals.zju.edu.cn/soc )—— 浙江大学 

  邮寄投稿：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310028) 

18 

  联系方式：0571-88273210 85098026  zdxb_w@zuadmin.zju.edu.cn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xsqks.nenu.edu.cn )——东北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吉林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号东北师大学术期刊社   (130024) 

19 

  联系方式：0431-5269325     dswkxb@nenu.edu.cn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 www.nju.edu.cn )—— 南京大学 

  邮寄投稿：南京市汉口路 22号《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210093) 

20 

  联系方式：025-3594656 025-3592704  xbnse@netra.nju.edu.cn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蒙古大学 

  邮寄投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号内蒙古大学（010021) 

21 

  联系方式：0471-4992004   ndxbbjb@imu.edu.cn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http://ajc.nxu.edu.cn/ )—— 宁夏大学 

  邮寄投稿：宁夏银川西夏区文萃北街 217号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750021) 

22 

  联系方式：0951-2061735 2061793   

复旦学报（社科版）（ http://www.fudan.edu.cn/wkxb ）—— 复旦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200433) 

23 

  联系方式：021-65642109   fdwkxb@fudan.edu.cn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http://www.xb.ecnu.edu.cn/）—— 华东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200062) 

24 

  联系方式：021-62232305、62233702   xbzs@xb.ecnu.edu.cn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http://qhxb.lib.tsinghua.edu.cn )—— 清华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100084) 

25 

  联系方式：010-62783533 xuebaost@tsinghua.edu.cn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http://www.ccnu-journal.cn/index.asp ）华中师范大学 

  邮寄投稿：湖北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430079) 

26 

  联系方式：027-67868127  inbox@ccnu.edu.cn  

南开学报（哲社版）(http://weekly.nankai.edu.cn/media/user/2007-10-19/index.html ) 

  主办：南开大学 

  邮寄投稿：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号  （300071) 

27 

  联系方式：022-23501681    xbb@office.nankai.edu.cn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www.sdxb.szu.edu.cn )—— 深圳大学 

  邮寄投稿：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   （518060) 

28 

  联系方式：0755-6536133     sdxb@szu.edu.cn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www4.zzu.edu.cn/zzub ）—— 郑州大学  29 

  邮寄投稿：河南省郑州市大科学大道 100号   （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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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371-67781275     

求是学刊（ http://qsxk.hlju.edu.cn/ ）—— 黑龙江大学 

  邮寄投稿：哈尔滨市学府路 74号 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   （150080) 

30 

  联系方式：0451-86608815  qsxk@vip.163.com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www.scu.edu.cn/scu2006/xuebao.htm ）—— 四川大学  

  邮寄投稿：成都市望江路 29号文科楼 156室《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610064 ) 

31 

  联系方式：028-85412440   xbzsb@scu.edu.cn xbzsb2003@163.com  

思想战线( www.sxzx.ynu.edu.cn/structure/index.html )—— 云南大学  

  邮寄投稿：昆明市翠湖北路 2号   （650091 ) 

32 

  联系方式：0871-5033249  sxzx@ynu.edu.cn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上海市武东路 321号乙（200434) 

33 

  联系方式：（021）65904892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西安市咸宁西路 28号（710049）  

34 

  联系方式：(029)82663982  82667978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南京市卫岗 1号(210095) 

35 

  联系方式：(025)84396306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地址：兰州市安宁东路 967号（730070）  

36 

  联系方式：（0931）7971692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长沙岳麓山（410082） 

37 

  联系方式：（0731）8822900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学报（400715） 

38 

  联系方式：（023）68252538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298号（650092） 

39 

  联系方式：(0871)5516038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411105） 

40 

  联系方式：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号北京工商大学（100037）  

41 

  联系方式：（010）68984614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号（100037） 

42 

  联系方式：(010)68902450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河南师范大学（453007） 

43 

  联系方式：（0373）332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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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 241号（300074）  

44 

  联系方式：(022)23541014  23540081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954号 1000号信箱（200030） 

45 

  联系方式：(021)62933089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东路 17号（100083） 

46 

  联系方式：（010）62736933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广州市五山华南农业大学（510642） 

47 

  联系方式：（020）38675026 

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300072） 

48 

  联系方式：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号（250100）  

49 

  联系方式：(0531)88364645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武汉市珞瑜路 1037号（430074）  

50 

  联系方式：(027)87543816  

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号（400030） 

51 

  联系方式：（023）65102306 

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南京四牌楼 2号（210096）  

52 

  联系方式：（025）83791190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 523号（350002） 

53 

  联系方式：(0591)87892444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350007）  

54 

  联系方式：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1040号 50号信箱（430063） 

55 

  联系方式：（027）86553823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 3号（100044） 

56 

  联系方式：（010）5168271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中国武汉市鲁磨路 388号（430074） 

57 

  联系方式：（027）67885186  

58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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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35号（100083） 

  联系方式：（010）62337919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学林街 16号（310036） 

59 

  联系方式：（0571）28865871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号（200092） 

60 

  联系方式：（021）65983944 

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山东烟台（264005） 

61 

  联系方式：（0535）6902703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大连市凌工路 2号（116024） 

62 

  联系方式：（0411）84708305  

齐鲁学刊 

  地址：山东·曲阜（273165） 

63 

  联系方式：(0537)4455347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学院路 11号（430062） 

64 

  联系方式：（027）88663900  

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沈阳南湖东北大学（110004） 

65 

  联系方式：（024）83687253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广州石牌)（510631） 

66 

  联系方式：(020)85211440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地址：上海市桂林路 100号（200234） 

67 

  联系方式：(021)64322304  

（Z）综合性社科期刊 

*1 人民日报（理论版） ( www.people.com.cn/GB/lilun/40762/index.html ) 

   联系方式：rmrb@peopledaily.com.cn   010-65368742 65368743 

   联系方式：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号人民日报社  （100733） 

*2 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 ( http://www.gmw.cn/  ) 

   联系方式：gmzbs@gmw.cn   010-67078856 

   联系方式：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号光明日报社（100062） 

*3 解放日报（新论版、思想者版） ( http://www.jfdaily.com.cn/ ) 

   邮寄投稿：汉口路 300号解放日报社（200001） 

   联系方式：021-63521111转 

   新论版属于理论部   思想者版属于观点部 

*4 文汇报（学林、论苑、时评、每周讲演） ( http://whb.news365.com.cn/ ) 

   邮寄投稿：上海市威海路 755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理论部或评论部收（2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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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1-52921234转 

*5 中国社会科学（ http://ssic.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杂志社 (100720) 

   联系方式：010-64076113  zbs_zzs@cass.org.cn 

*6 求是（ www.qsjournal.com.cn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邮寄投稿:北京市北河沿大街甲 83号《求是》编辑部(100727) 

      联系方式：010-64022020 FAX:010-64051668 qiushi@qsjournal.com.cn 

*7 学术月刊 （ http://www.sssa.org.cn/home/main.cfm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乙) （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9080 53061937 xuesyka@public3.sta.net.cn 

*8 社会科学（ http://www.sass.org.cn/skyzzs/lxwm.jsp ）——上海社会科学院 

院   邮寄投稿：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337室 （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0606*2337 53062234  shkx@sass.org 

*9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院   ( http://www.sass.org.cn/dzx/articleshow.jsp?dinji=668&artid=13235&sortid=1985 ) 

   邮寄投稿： 上海市中山西路 1610号 1608室 （200235） 

   联系方式：021-64274736  mdllyj@sina.com 

10 国外社会科学（ http://www.lib.cass.org.cn/index.jsp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 (100732) 

   联系方式：010-65137749  guowaisheke@yahoo.com.cn  

11 学术研究（ http://www.gdskl.com.cn/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广东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510050） 

   联系方式：020-83846163  gzphl@yahoo.com.cn 

12 科学
·
经济

·
社会（ http://www.lzu.edu.cn/ ）——兰州大学 

   邮寄投稿：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 0031信箱（730000） 

   联系方式：0931-8913749   ses@lzu.edu.cn 

13 学习与探索（http://www.hlass.com/public/AA/index.jsp）——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 62号（150001） 

   联系方式：0451-86242279   xxts@chinajournal.net.cn 

14 中州学刊（ http://www.hnass.com.cn/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郑州文化路 50号（450002） 

   联系方式：0371-63836785   zzxk1979@126.com 

15 江汉论坛（ http://www.hbsky58.net/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165号 (430077) 

   联系方式：027-86789435 jhlt@public.wh.hb.cn 

16 天津社会科学（ http://www.tass-tj.org.cn/ ）—— 天津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号 （300191） 

   联系方式：022—23369296  

17 江苏社会科学（ http://www.jsass.com.cn/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南京山西路 120号国贸大厦 16层（210009） 

   联系方式：025-83321531  3701531@sohu.com 

18 西藏研究——西藏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西藏拉萨市色拉路 22号 西藏研究编辑部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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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891-6323638 

19 中国文化研究（ http://www.guoxue.com/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邮寄投稿：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 《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 （100083） 

   联系方式：010-82303701 

20 读书 ( http://www.dsqk.com/ )——读书期刊社 

   邮寄投稿：北京美术馆东街 22号(100010) 

   联系方式：010-84050453 84044030 

21 社会科学战线（ http://www.jlass.com.cn/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5399号 （130033） 

   联系方式：0431-4638362 4612431   shzx1@eyou.com 

22 云南社会科学( http://www.sky.yn.gov.cn/index.asp )——云南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昆明环城西路 577号《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 (650034) 

   联系方式：0871-4154719  

23 浙江学刊（ http://www.zjss.com.cn/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浙江省杭州市省府大院 2号楼（310025） 

   联系方式：(0571)87057581   zjxkzzs@mail.hz.zj.cn 

24 北京社会科学 （ http://www.bass.gov.cn/common/index.jsp ）——北京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33号（100101） 

   联系方式：010-64870591  bjshkx@263.net 

25 南京社会科学（ http://www.njass.org.cn/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南京市成贤街 43号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10018） 

   联系方式：025-83611547  NJSH@chinajournal.net.cn  

26 人文杂志（ http://www.renwenzazhi.cn/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中国西安含光南路 177号 （710065） 

   联系方式：029-85255981  webmaster@renwenzazhi.cn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http://ssic.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1号(100102) 

   联系方式：010-64722354  xb-yjsy@cass.org.cn （100102） 

28 社会科学研究 ( http://www.sass.cn/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 155号 《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 (610071) 

   联系方式：028-87013623、66289996  skb@sss.net.cn 

29 浙江社会科学（ http://www.zjskw.gov.cn/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杭州市省府 2号楼 《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 （310025） 

   联系方式：0571-87053204  zjsk@vip.163.com 

30 求索（ http://www.hnass.cn/index.htm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长沙市德雅村 (410003) 

   联系方式：0731-4223870 hnqszzs@sina.com 

31 文史哲——国家教育部 

   邮寄投稿：济南市山大南路 27号 《文史哲》编辑部 (250100) 

   联系方式：0531-88564666   LHP@sdu.edu.cn 

32 江海学刊（ http://www.jsass.com.cn/index.asp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江苏省南京市虎踞北路 12号江海学刊杂志社 (210013) 

   联系方式：025-83715429JHXK@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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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放时代 ( http://www.gzass.gd.cn/ )——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云安路 119号 （510410） 

   联系方式：020-86464940  opentimes@21cn.net 

34 社会科学家 —— 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西山路 6号（541001） 

   联系方式：0773-2898540  glkxj@163.com glkxj@sina.com 

35 河北学刊( http://www.hebsky.gov.cn/index.jsp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67号 (050051) 

   联系方式：0311-83032440 83024866  hbxk282@163.com 

36 宁夏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宁夏社会科学院 《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 

   联系方式：0951-2074593 socsinx@public.yc.nx.cn 

37 贵州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贵州省贵阳市梭石巷 95号 (550002) 

   联系方式：0851-5928568 gzshkx@163.com. 

38 学术界（  http://SSJI.chinajournal.net.cn ）——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邮寄投稿：合肥市望江东路社科大楼（ 230051） 

   联系方式：0551-3422973 araofl@mail.hf.ah.cn SSJI@chinajournal.net.cn 

39 广东社会科学 ( http://www.gdass.gov.cn/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369号   《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 （510610） 

   联系方式：020-38801447   gdshhkx@163.net 

40 学海 ( http://www.jsass.com.cn/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邮寄投稿：江苏省南京市虎踞北路 12号 《学海》编辑部 （210013） 

   联系方式：025-83391490   xuehai1990@126.com 

41 东南学术 

   地址：福州市柳河路 18号（350001） 

   联系方式：（0591）83739507  

42 社会科学辑刊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86号（110031）  

   联系方式：（024）86120485  

43 福建论坛 (人文社科版) 

   地址：福州市柳河路 18号（350001）  

   联系方式：（0591）83791487  

44 内蒙古社会科学 

   地址：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街 129号（010010） 

   联系方式：（0471）4963431  4912276  

45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号（100080） 

   联系方式：（010）62542630   

46 学术论坛 

   地址：广西南宁市新竹路 5号(530022) 

   联系方式：(0771)5860201  

47 甘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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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健康路 143号（730070）  

   联系方式：（0931）7763141  

48 东岳论丛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56号(250002) 

   联系方式：(0531)2704572  

49 探索与争鸣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弄 7号社联大楼 401室(200020) 

   联系方式：(021)53060418  

50 山东社会科学 

   地址：济南市舜耕路 46号(250002) 

   联系方式：(0531)82866365  

51 天府新论 

   地址：成都市大石西路科联街 19号(610071) 

   联系方式：(028)82973512  

52 学术交流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 64号（150001） 

   联系方式：（0451）82808211 

53 江西社会科学 

   地址：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649号（330077）  

   联系方式：（0791）8596531   

54 新疆社会科学 

   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16号（830011）  

   联系方式：（0991）3837942  383793737  

55 青海社会科学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上滨河路 1号（810000）  

   联系方式：（0971）8455791  8450562  

56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增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1610号信息研究所（200235） 

   联系方式：（021）64862266-2311，64286701（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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