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杭电科 〔⒛17〕205号

关于印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

现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法》予以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杭州

2017 勋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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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研成果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进一步规范我校科研成果管理工作,健全科研成

果登记、审核制度,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 研成果的登记,是上报各个上级主管部门各级各

类科研数据统计的基础,是 学校科研档案的形成,科 研奖励、考

核的重要依据,必 须严肃、认真对待。

第三条 各 学院、研究中心的科研秘书负责本单位科研成果

的审核工作,各 机关部门设专人负责本部门的科研成果审核工

作。

第四条 未 按时办理登记的科研成果,在 职称评定、考核、

奖励时,科 研院不予审核。

第二章 成 果登记范围

第五条 登 记主体: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正式在岗在编教职

工、离退休人员。同一科研成果只登记一次,由 完成人中排名最

靠前的我校教工负责登记,登记须填写所有其他我校完成人员的

姓名、排名等信息,其 他完成人不再另行登记。

若完成人中排名最靠前的我校教工已离校,则 由下一顺位的

我校教工负责登记;若 科研成果的我校完成人员均已离校,则 由

完成人中排名最靠前的我校教工所属学院科研秘书负责登记。老

师指导学生完成的科研成果,由完成人中排名最靠前的指导老师

登记。

第六条 时 间范围:以 每个自然年为一个统计年度,为 了不



影响学校上报数据,发 表或颁证时间在上一年 1l、12月 的成果,

如果在登记截止时未拿到原件的可延至下一年登记,发表或颁证

时间在上一年 10月 之前的不予补登。论文收录信息原则上要求

在 2年 内登记。已登记过的成果不得重复登记。

第七条 登 记范围:

l、著作:出 版社正式出版 (有 IsBN号 的)学 术性的专著、

编著、译著、古籍整理、画册等各类著作,且 著作中须标注作者

工作单位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字样。

2、论文:所 有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纸质学术期刊 (有 IssN

号,国 内期刊须同时具有CN号 )、 纸质论文集 (有 IsBll号 )、

有 sCI等 收录证明的网络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且 作者单位为
“
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
”。无 sCI等 收录证明的网络期刊(含有 on Ⅱ ne

字样的)论 文不予登记。

3、研究报告:虽 未公开出版、发表,但 被省、直辖市及以

上政府采用并起到重要咨询作用的咨询报告,或 得到省、直辖市

及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研究

成果,且 作者单位为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4、知识产权:包 括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等,且 证书上的专利权人、著作权人或布图设计权利人等为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5、标准类:包 括正式颁布的国际标准、强制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且 在该标准
“
前言

”
中注明

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为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6、成果获奖:包 括厅级、省部级、国家级、社会力量设立



的科学技术奖励和人文社科类奖励,浙 江省及中国专利奖,浙 江

省及全国美展等,且 完成单位为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证

书上的公章原则上须有国徽图案。

第八条 成 果获奖类的级别认定:

1、国家级奖励:仅 指由国务院颁发证书的奖励。

2、省部级奖励,需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由国务院批准具有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奖励职能部门设立

并组织评审的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奖励;

⑵由各省科技主管部门、人文社科主管部门设立并组织评审

的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奖励。

3、厅级奖励,需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国务院批准具有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奖励职能部门以外的

部委设立、发文或颁证的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奖励;

⑵省级非科技、人文社科主管部门设立、发文或颁证的科学

技术、人文社科奖励;

⑶地级市科技、人文社科主管部门设立、发文或颁证的科学

技术、人文社科奖励。

4、社会力量奖励,需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2013年 5月 前在国家奖励办备案的学会、协会及其他社

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

⑵孙冶方、安子介、陶行知等著名民间基金设立的人文社科

类奖励。

第三章 成 果登记要求

第九条 著 作类登记要求:



须提供著作纸质版原件,登 记通过后交校档案馆归档。著作

未标明字数的,须 出具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字数证明。著作发表第

二版及以上版本的,不 再登记。正式出版的由多人分别撰写的单

篇论文汇集成的论文集,不 作为著作类登记,可 作为论文分别登

记。

我校人员与他人合著的著作,在登记时须注明其所承担部分

及字数。编著的作者排序以主编的排名为准。

第十条 论 文类登记要求:包括论文发表登记和论文收录登

记。

论文发表登记时须上传 1份 PDF格 式的论文原件扫描件,内

容包括期刊封面、封底、目录 (标注出相应文章)、 标有 IssN

号和发表日期的版权页、论文全文等。网络期刊论文须待被收录

后,凭 收录证明进行登记。

论文收录登记时,须 上传收录证明原件扫描件。

收录证明以我校图书馆或浙江省内有资质的查新机构盖章

的相关证明为准p

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以 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准,与

通讯作者单位无关。

学术会议论文可凭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期刊登记,也 可

以凭收录证明登记。国际期刊论文可按其期刊上的正式出版日期

作为发表日期,也 可按其收录证明中的出版日期作为发表日期,

但登记审核通过后,不 得在科研管理系统中变更发表日期。

第十一条 论 文类相关认定标准:

1、 “Naturc子 刊
”

以 Nature官 方网站公布的发行期刊目



录中,刊 名以
“Naturc” 开头的期刊为准;

2、 “EsI期 刊高被引论文
”、 “EsI期 刊热点论文

”
以

“
Clarivatc Ana1ytics” 公 司 提 供 的 数 据 为 准 ,在 统 计 的 年 度

周期内被收录 1次 即可,收 录 1次 以上的不再重复登记;

3、sCI的 分区和 Top期 刊目录以中国科学院的 JCR期 刊小

类分区就高数据为准;

4、EI检 索以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ll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提 供的数据为准;

5、中文版国内一级学术期刊名录、期刊所属学科划分以学

校公布的最新 《国内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级名录》版本为准。

第十二条 研 究报告登记要求:须 提供采用单位采纳证明

(如省政府领导签字批示办理单),或 省、直辖市及以上党委、

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人肯定性批示,肯 定性批示中须有详

细阅言。

第十三条 知 识产权登记要求:包括知识产权申请登记和知

识产权授权登记。申请登记须上传相关受理证明的原件扫描件;

授权登记须上传授权证书的原件扫描件,并 上交授权证书原件,

交校档案馆归档。

第十四条 标 准类登记要求:须上传标准的封面和前言扫描

件、相关标准制定部门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并 上交标准及相关材

料的原件,交 校档案馆归档。

第十五条 成 果获奖登记要求:获奖日期原则上以获奖证书

上的日期为准,若获奖证书上的日期与实际颁奖日期不在同一科

研成果登记统计年度的,可 按实际颁奖日期为准。获奖证书原件



必须上交,交 校档案馆归档。

第十六条 科 研成果登记以经院系和科研院两级审核通过

为准,未 通过审核的成果不作为当年校内考核和奖励核算依据。

在审核中因填报信息有误导致退回的,老师须在成果登记截止日

前修改并提交。

第十七条 凡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 予受理和登记:

1、论文类、著作类未经正式纸质出版的.

2、著作类、知识产权、成果获奖未按要求提交相关原件的。

3、信息填报有误或附件中佐证材料不全,经 审核被退回后,

又未在成果登记截止日前修改正确并提交的。

4、科研成果完成人名单中仅有我校学生,而 无我校指导老

师的。

5、我校为非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未 被列为
“EsI热 点

”、

“
EsI高 被 引

”
论 文 的 。 但 《science》 、 《Na turc》 、 《Nature》

子刊、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的 学术论文不在此列。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出资兴办的地方研究院等

独立法人单位 (独立学院除外)取得的科研成果,可 委托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进行成果登记,登 记要求与流程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 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由 科研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