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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 大连财经学院 2019年第一期学术沙龙顺利召开 

◆ 科研处发布关于《大连财经学院不良影响期刊清单》征求意见通知 

  



我校 1项课题获批 2018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

政专项） 

 

2018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政专项）

评审结果已于 5月末下达。经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

室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复核，我校工商管理学院陶蔓老师的

《高校推进“四个回归”背景下思想文化阵地内涵式建设

研究》获批青年项目。 

 

我校两项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题获得通过 

 

接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2016 年

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及专题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辽教函［2019］130 号），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关于组织 2015

年度科学研究项目、2016年度基本科研项目结题的通知》（辽

教办［2018］204 号）要求，省内高校申请结题验收的科学

研究项目、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等项目共

计 1339项。经项目依托高校组织专家评审、省教育厅审定，

同意此次结题范围内符合结题验收条件的 1332 项通过结题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青年项目 

高校推进“四个回

归”背景下思想文化

阵地内涵式建设研究 

陶蔓 



验收。我校共有两项课题获结题验收，结题结果如下： 

2018年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题通过名单 

结题目编

号 

项目编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研究方向） 

承担

高校 

负责

人 

WJ2018023 W2015033 
一般

项目 

新常态下促进

辽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

对策研究 

大连

财经

学院 

马大

勇 

WJ2018024 W2015034 
一般

项目 

新常态下融合

“社区营造”

的辽宁新型城

镇内生发展路

径研究 

大连

财经

学院 

马巧

慧 

 

我校教师积极参与“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年会”活动 

 

2019 年 5月 22日接到省社科联《关于举办 2019年辽宁

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年会的预通知》，科研处积极组织我校

教师积极申报，我校教师积极参与，共提交各专题征文 11篇。

具体如下： 

1. “首届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论坛征文”活动，我

校教师共提交征文 3 篇。其中，会计学院提交 2篇，法学院



提交 1篇。科研处于 2019 年 6月 28 日已将 3篇征文报送到

活动承办单位。 

2. “人才兴辽与协同创新主题征文”活动，我校教师共

提交征文 3篇。其中，管理学院提交 1 篇，法学院提交 1 篇，

经济学院提交 1篇。 

3.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主题征文”活动，

我校工商管理学院教师共提交 1篇。 

4. “辽宁民营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征文”活动，我校法学

院教师提交 1篇。 

5. 2019 年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年会—— “青年社

科成果申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教师共申报 3项。 

科研处于 2019年 6 月 28日，将各主题征文分别报送到

制定的承办单位。 

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年会，各学院各类征文

总体申报情况如下： 

工商管理学院共提交 5篇；法学院共提交 3篇；会计学

院共提交 2篇；经济学院共提交 1 篇。 

 

我校推荐 2019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 15项 

 

2019 年 5月 14日辽宁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19年度辽

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的通知》，科研处组织我校教



师积极申报，最终我校教师提交申请书共计 16项。经专家评

审，并通过第二届第二次学术委员会审核，最终确定我校向

教育厅推荐课题 15 项。其中，国际商学院 1项，法学院申报

3 项，经济学院申报 5 项，工商管理学院申报 6 项。按照通

知要求，科研处于 2019年 6 月 28 日将推荐项目相关材料报

送至辽宁省教育厅。 

 

我校教师申报 2020 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立项共计 9项 

 

2019 年 6 月 2 日接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关于申报

2020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的通知》，我校教师

共申报 9 项。其中，法学院申报 2 项，经济学院申报 2 项，

工商管理学院申报 4 项，会计学院申报 1 项。科研处按照通

知要求，于 2019年 7 月 10日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辽宁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同时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了审核。 

 

我校教师提交《关于开展 2019年学术道德建设征文》共 24 篇 

 

2019 年 6月 14日接辽宁省社科联《关于开展 2019 年学

术道德建设征文》的通知，我校教师共提交征文 24 篇。其

中，会计院提交 18 篇，法学院提交 2 篇，经济学院提交 1



篇，工商管理学院提交 3 篇。科研处于 2019 年 7月 15 日将

征文报送至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我校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9 年 6 月 28 日下午在勤政楼 AA503 会议室我校召开

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此次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议题

是： 

(1) 评审辽宁省教育厅科技经费项目 

关于《2019 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所

报项目 16项，通过专家通讯匿名打分形式统计通过率。经学

术委员会审计，决定淘汰通过率排名最后的课题项目，向辽

宁省教育厅上报 15 项课题项目。 

(2) 审议《大连财经学院学术沙龙管理办法》修行情况 

   学术委员会对《大连财经学院学术沙龙管理办法》进行审

议，并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首先，马大勇处长介绍《大连财经学院学术沙龙管理办

法》的基本情况和要求：沙龙计划每个学院（部）每年组织

不少于两期沙龙会议，学术沙龙以科研处主班，各学院承办

的方式展开。同时详细介绍了学术沙龙的开展形式、对主持

（讲）人和点名给予的科研分奖励等情况。 

然后，各委员会对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主要有：每期



科研沙龙主题的确定；主持（讲）人的科研分奖励多少；主

持（讲）人主讲时间以及点评人的点评时间；每个学院（部）

学术沙龙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等。 

最后，徐哲主任进行总结：鼓励学术沙龙的召开及开展

博士论坛，调动每名老师的科研积极性；为教师的科研活动

搭建多样性的科研平台，以便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进而全

面、持续地推动学校的科研工作。 

 

大连财经学院 2019 年第一期学术沙龙顺利召开 

 

2019年 7月 3日下午在励学楼 B区 2楼阶梯教室举行了

“大连财经学院 2019年第一期学术沙龙”。本次沙龙为我校

首次学术沙龙活动，得到校党委和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校

徐哲副校长到会表示祝贺、致辞。本次沙龙的主讲人是科研

处马大勇处长，主题是：学术期刊写作经验谈。各学院共计

100 余位教师，主动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并对本次沙龙活

动给予好评，并期待下期沙龙的举行。本次沙龙活动的举办

为我校教师提供了科研交流平台，活跃了我校科研氛围，提

高了我校教师科研积极性，对提升我校科研水平居于积极的

推动作用。 

徐哲副校长指出，科研是高校三大职能之一，对学校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鼓励教师要在搞好教学的同时，积极



投身科研活动中，以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并强调，本次科研

沙龙活动是我校科研活动之一，教师自愿参加；学校以后将

会开展更丰富和多样的科研活动，从而我校教师科研活动搭

建平台，营造氛围，提供条件。 

本次沙龙活动，马大勇处长从论文写作原理和论文选题

两个方面依次阐释了学术论文“是什么”、“为什么”不会

写、“怎样”写以及选题“是什么”等问题和内容。本次沙

龙活动得到了参会教师的肯定，教师纷纷表示，对论文写作

的认识和做法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并期待下一期学术沙龙

的举办。 

 

 

科研处发布关于《大连财经学院不良影响期刊清单》征求意见通知 

 

为建立学术预警机制，规范科研行为，进一步加强学术

道德和科研诚信建设，提高在校师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

保护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提高学校的学术声誉，决定建立

学术论文发表期刊负面清单制度。经科研处搜集整理，将罔

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学

术期刊列为不良影响期刊。 

对于不良影响期刊的标准是：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非法期刊； 



（2）同一期刊刊登文章超过 100篇及以上的； 

（3）学术界公认或媒体公布曝光披露，经学校科研处认定的

不规范、质量低劣的期刊。 

    科研处根据评价标准拟定了 130余份不良影响期刊和 60

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非法期刊。由于该清单对教

师科研计分和职称评审影响较大，在请示主管领导的情况下，

科研处将拟定的不良影响亲看的清单发给我校教师，征求意

见。 

     

                            撰稿人：金微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