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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国际科学编辑大会在墨西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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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概况

2004年10月10～14日在墨西哥的梅里达市(Me砌a)

举行了“第12届国际科学编辑大会”(ne 12“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f science Editors)。本届参会的代表约200多位，

分别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等30多个国家。

中国有二位代表参加，即齐志英编审(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国际科学编辑联合会执委)和张月红

编审(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本届会议的召开是由国

际科学编辑联合会(IFsE-Int咖ational Fedemtion 0f Science

Edito璐)和墨西哥科技部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墨西哥地方政

府及墨西哥国家大学和墨西哥国家医学研究所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10月12日的墨西哥“T砒BuNA”论坛报第二版报

道了墨西哥Yuc如n州和Merida市等政府官员出席本届大

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的新闻。

国际科学联合会主席Mili帅Balab锄女士在开幕式中介

绍了IFsE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为促进科学信息

传媒的发展和交流，每两年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她回

顾了1991年美国召开的第6届会议，1993年意大利召开的

第7届会议，1995年西班牙召开的第8届会议，1998年埃及

召开的第9届会议，2000年在巴西召开的第10届会议，特别

提到了2002年在中国北京成功落幕的第11届会议，并欣喜

地宣告第12届会议在神秘的玛雅文化遗址、墨西哥的

Merida市隆重开幕。她同时告知第13届国际科学编辑大会

初步拟定将于2006年在澳大利亚召开。届时将欢迎来自五

大洲的同行们聚首于大洋洲，共同探讨引领科技信息传媒的

新趋势、新潮流。

2会议主题

本届大会主题为“科技时代中科学编辑和学术期刊出版

的未来趋势”(Future 7Iknds in Science Editing蛐d

PIlblishinr删r铆昭Sc如r黜幻跏奶，)。会议由八个专题
报告和三个培训讲座展开。

http：／／喇qkyj．periodical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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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专题为：

(1)发展中国家科学期刊的出版(Publishing Science in

Devel叩ing Countrie8)；

(2)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PIlblishing Soci8l science)；

(3)发展中国家期刊编辑遇到的问题(ProbleIIls of

Science Editors in Devel叩ing Co帆tries)；

(4)电子期刊(ElectroIIic Publishjng)；

(5)开放式阅览(0pen Access)；

(6)科学期刊的准则(Etllics 0f Scientific Publication)；

(7)把科学传向公众的科普期刊(B面西ng Science to tlle

Public)；

(8)科学期刊的质量评估标准(Assessing Qual毋of

Scientific Jo岫als)．

三个培训讲座为：

(1)科学期刊编辑的培训(Trailling tlle Science Editor)；

(2)非口语化的科学信息(Non—Verl)al commIlIlication of

Science)；

(3)科学信息时代，科学编辑如何做得更好(science in

tlle M嬲s Media：We c舳do better)。

3会议的热点和动态信息

通过本届大会三天的学术报告和会下与国际同行们办

刊理念的交流，获取了大量直观和现代的信息，强化了国际

水准办刊的理念，同时也被当前引领学术期刊发展的热点

问题所吸引。如涉及开放式阅览(Open Access)几个重要报

告：(1)国际著名检索机构MEDLINE的首席主编sheldon

Kotzin的报告题目为：“PIlbMed cenh对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科

学期刊全文网络数据库(PubMed central：An Open Access

Repository of L如Science Joumal Articles)”；(2)Elsevier

science的副总裁Glen P．campebell的报告题目是：“论开放

式阅览：一个出版商的看法(0pen Access：0ne Publisher’s

Per8pective)”；(3)英国电子出版集团的负责人M．s．GoIlld

的报告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开放式阅览的归档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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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pen Access Archiving for Devel叩ing Co哪tries)”。

这几位专家对0pen Access的基本定义和电子期刊的平

台建设，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的详细论证说明了当

前科学期刊的编辑意识和传媒手段需要不断提升，这些热点

问题引起与会期刊编辑的极大兴趣，其中几个主要动态可

以归结为：

(1)开放式阅览的概念(what is 0pen Access?)简言

之：Open Access是在著作归属权明晰的条件下，利用现代的

信息技术，开放式阅览，使作者和用户以最快的速度，在最

大限度内，用最经济或免费便利的传送与接受方式获取最大

量的科学信息。

(2)如何为发展中国家创建开放式阅览的档案(How to

CreateⅡle Open Access Archiving fbr Developing C0uI岫es)?

首先，要理解几个新概念：自建电子文档(珊mt is sen

arclliving?)；关于电子文档开放的初始化过程(可％at is tlIe

Open Archives IIIitiative(0AJ)?)；关于开放电子文档的初始

化协议(what is 0AI-c咖pli锄ce?)及电子出版文档(聊lat is

粕E-print Arcllive?)。总之，期刊电子化和网络化是这项工

作的基础，国际和国内的检索网络平台是我们借用的工具

(有关详细内容请访问网站http：／／www．e曲nts．o∥self二堍；

hnp：／／叩cit．eprints．org／evalu撕oI∥；http：／／p{lracite．epfints．

o唱；http：／／sdhmre．eprints．org；hnp：／／citeb船e．eprints．org／

help／)。

另外，从MEDuNE的首席执行主编sheLdon K0tzin先生

的报告中获知，目前MEDuNE数据库收录的科技期刊截止

2004年7月有4845种，被收录的期刊比为美国：2124种，占

44％；英国：835种，17％；德国：248种，5％；荷兰：239种

5％；日本：154种，3％；瑞士：131种，3％；法国：99种，

2％；意大利：90种，2％；加拿大：85种，2％；中国：73种，

2％；丹麦：68种，1％；其他59个国家的总和为699种，约

占14％。同时，他还介绍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1879年

创办了Index Medicus检索文摘，1971年建立了MEDuNE数

据库，1997年开通了PubMed网络版．并强调随着科学研究

与日俱进的发展，提升开放式阅览(0pen Access)的速度和

广度刻不容缓。所以美国国家图书馆2000年正式提出要开

创一个全新的、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期刊全文网络数据

库——PIlbMed Cemral．

张月红编审在大会开幕式后作为第一位报告者作了“从

国内外科技文章的产出市场看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前景”

(Foreseeing the Prospects of Cllina，s Scientific＆TechIlical

Periodicals舶m tlle Output of Cllinese锄d Fhei铲Sciemific&

Technical Articles)的发言。报告中突出了四点：(1)近200

年来，科学文章的产出以2％／年指数速度与科学和教育的投

入平行发展；(2)近14年来，全世界科技文章的产出总量增

长了4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其中中国文章的产出

量翻了五番；(3)更为明显的是，近6年中国学术文章以年

平均19％增长速度与中国GDP对R＆D产业投入(递增率

0．92％)平行发展；(4)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为例，证

实中国科技期刊尚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的学术出版市场

尚未饱和，在立足国内期刊不同层位发展的同时，一些有条

件的期刊正在向国际化期刊的标准努力迈进。

作为中国参会代表，时刻感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科学

期刊运作在意识与技术上有差距。要想赶超国际水平，我们

必须努力：

一是需要语言交流能力，要利用这个工具了解国际期刊

的办刊理念和发展动向，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并能与国际同

行交朋友，交换信息和经验。

二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理念和手段，结合本国及本刊实

际，确定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利用现代的电子信息手段在

一定范围内把期刊办活、有市场。

三是需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我国的科学家们和科学编

辑们共同关心这个问题和确定努力的目标，创办出几份能走

出国门、在国际科技领域内有声望的由中国出版的学术

期刊。

四是加强网络平台的建设。可以参照在全球科技领域

中有影响力的crossRef(htqp：／／www．cmssref：org)和

HigllWire(h仕p：／／lli曲wire．stanford．edu／top／jo哪als．dⅡ)等；
和有区域代表特征的拉丁美洲的SciEL0(http：／／www．

scielo．org)。这样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的国际电子科技期刊

网去打造出中国的电子科技期刊网络品牌，最大限度的提升

和开放式阅览(0pen Access)的功能，

据悉，日本科学委员会(SCJ)在2004年的春天，召集了

一些科学家们讨论日本如何打造一份与Nature和science比

高低的电子科技期刊，来强化日本的科技国力和展示日本的

科技期刊出版水平(J印舳Ponders StaIting a Global

Jo啪al?)⋯。我们为何不快出一步呢?
参考文献

l De衄is No皿ik．J印肌P0nders Starting a Global Jo啪a1．S娩，黜，

2004，303(5664)： 1599 (http：／／www．sciencemag．oI∥cg∥

c∞yenL／砌∥303／5664／1599)

hnp：／／z幽qkyj．p耐odicali．net．cn／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5，16(1)

 万方数据



第12届国际科学编辑大会在墨西哥召开
作者： 张月红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310027,杭州浙大路38号

刊名：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年，卷(期)： 2005，16(1)

被引用次数： 3次

  
参考文献(1条)

1.Dennis Normile Japan Ponders Starting a Global Journal 2004(303)

 
引证文献(3条)

1.姜联合.马克平.崔金钟 创办OA期刊,实现《植物生态学报》的跨越发展 --纪念《植物生态学报》创刊50周年[期

刊论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6(1)

2.王汉生 未来学术出版的新方向——Open Access[期刊论文]-咸宁学院学报 2006(5)

3.曹仲杰.郭娟 建立个性化网站,创办OA期刊——《光子学报》创新办刊理念[期刊论文]-科技编辑研究 2006(3)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授权使用：浙江大学(wfzjdx)，授权号：416bd871-3fb4-4adf-b4ee-9e0e00bb4bd8

下载时间：2010年10月13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c%88%e7%ba%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3%80%8a%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3%80%8b%e7%bc%96%e8%be%91%e9%83%a8%2c310027%2c%e6%9d%ad%e5%b7%9e%e6%b5%99%e5%a4%a7%e8%b7%af38%e5%8f%b7%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kjqkyj.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kjqk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ennis+Normil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zgkjqkyj200501045%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c%e8%81%94%e5%90%88%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4%94%e9%87%91%e9%92%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kjqk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b1%89%e7%94%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nsz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4%bb%b2%e6%9d%b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5%a8%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kj.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kjqkyj20050104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