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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庆祝«广西植物»创刊 ４０ 周年之际ꎬ回顾了«广西植物»的发展历程ꎬ可分为 ４ 个阶段:初创内部刊

物ꎬ萌芽起步ꎻ国内外公开发行ꎬ期刊影响力提升ꎻ抓住机遇ꎬ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ꎻ打造期刊品牌特色ꎬ以特色

栏目带动期刊整体发展ꎮ 以创刊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ꎬ基于中国知网和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

数据ꎬ使用引证分析法ꎬ从发文信息量、报道对象、稿源及作者队伍特点、论文资助项目、被国内期刊引用情况、
发表文章下载量等方面分析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ꎮ 总结了期刊在以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发现人才和培养人

才ꎬ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优良平台ꎻ期刊评价的各项指标提升ꎬ期刊影响力扩大ꎻ围绕国家战略和重大社会需求ꎬ
策划研究热点ꎬ打造学科特色栏目ꎻ扩大作者群和读者群ꎬ加强编委会建设等ꎮ 展望未来ꎬ面临巨大挑战ꎮ 对

此ꎬ笔者提出以下设想:第一ꎬ围绕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任务ꎬ提升期刊的学术引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ꎻ
第二ꎬ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ꎬ围绕重大主题打造重点专栏、组织专题和专刊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ꎮ 第

三ꎬ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ꎬ适应移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ꎬ探索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ꎬ加快期刊融合

发展ꎮ 第四ꎬ适度增加国际编委比例ꎬ提供论文英文长摘要ꎬ加强双语学术网站建设ꎬ提升开放办刊水平和国

际传播能力ꎬ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ꎮ
关键词: 植物科学ꎬ 科技期刊ꎬ «广西植物»ꎬ ４０ 周年ꎬ 发展历程ꎬ 办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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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不居ꎬ光阴荏苒ꎮ 从 １９８１ 年创刊到 ２０２１
年ꎬ«广西植物»经历风雨、砥砺拼搏、守正创新、笃
定前行ꎬ眸然间迎来了«广西植物»创刊 ４０ 周年ꎮ
４０ 年来ꎬ«广西植物»搭起了一座知识的桥梁ꎬ承
载了广大植物学科技工作者的心血、智慧与思考ꎬ
记载了无数植物人对植物科学的探索与追求、成
果与经验ꎬ见证了青年学者们和几代办刊人的收

获与成长ꎬ映现了我国植物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ꎮ
４０ 年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ꎬ«广西植物»紧跟植

物科学发展步伐ꎬ把握学术进展脉搏ꎬ抓住机遇ꎬ
迎接挑战ꎬ与时俱进ꎬ力创精品名刊ꎮ 在 ４０ 年的

办刊过程中ꎬ«广西植物»始终以提高稿件质量为

己任ꎬ竭力报道我国植物科学领域的原创性科研

成果ꎬ坚持科学发展观ꎬ坚持质量至上的原则ꎬ立
足服务ꎬ求真务实ꎬ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ꎬ立足

于植物学核心期刊之林ꎬ成为植物学领域高质量

论文发表的重要平台ꎬ为推动我国植物科学研究

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ꎮ
时逢«广西植物»创刊 ４０ 周年ꎬ本文回顾了«广

西植物»４０ 年来的发展历程ꎬ同时以创刊以来发表

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ꎬ利用中国知网和 ＣＮＫＩ 中

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从发文信息量、报道对象、稿
源及作者队伍特点、论文资助项目、被国内刊物引

用情况、发表文章下载量等方面分析了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马克平和周玉荣ꎬ２０１２)ꎮ 旨在总结办刊经

验ꎬ开拓创新ꎬ促进«广西植物»再上新台阶ꎬ更好地

为推动植物科学的创新发展服务ꎮ

１　 «广西植物» ４０ 年的发展历程

１.１ 初创内部刊物ꎬ萌芽起步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ꎬ是«广西植物»创办的

前奏和起步阶段ꎮ 广西植物研究所 １９３５ 年由我国

现代植物学奠基人陈焕镛先生创立ꎬ是广西第一个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ꎬ也是我国较早的植物科学研究

机构之一ꎮ 为了搭建植物科学的学术交流平台ꎬ发
表日益增多的科研成果ꎬ１９７４ 年由李树刚研究员等

倡议ꎬ于 １９７５ 年广西植物研究所创办了学术性刊物

«植物研究通讯»ꎬ无刊号ꎬ不定期出版ꎬ内部发行ꎮ
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ꎬ我国科技界进入

了大发展时期ꎮ 随着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ꎬ成果不

断涌现ꎬ论文不断增加ꎮ 但是ꎬ由于当时在全国植

物学研究方面的公开发行刊物很少ꎬ在广西区内尚

无植物学公开发行刊物ꎬ因此论文得不到及时发

表ꎬ科研成果得不到广泛交流ꎮ 为了促进植物科学

研究的发展ꎬ１９８０ 年广西植物研究所将内部刊物

«植物研究通讯»更名为«广西植物»ꎬ由广西植物研

究所和广西植物学会共同主办ꎬ同时组建了第一届

编委会和编辑部ꎬ编辑部挂靠广西植物研究所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ꎬ取得了桂政批准文和桂刊登记证(蒋

６８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巧媛等ꎬ２０１０)ꎮ «广西植物»成功创办ꎬ试刊ꎬ封面

上“广西植物”四个字是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黄云副主席题赠(图 １:１９８０ 年试刊号)ꎮ 将中

文刊名定为«广西植物»ꎬ一是当时广西的科学研究

发展迅速ꎬ科研成果不断涌现ꎬ科技论文不断增加ꎬ
而广西没有植物学研究公开发表和发行的刊物ꎻ二
是立足地方ꎬ更好地反映广西植物科学研究成果ꎬ
促进学术交流活动ꎮ
１.２ 国内外公开发行ꎬ期刊影响力提升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是«广西植物»扩
大影响范围的阶段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广西植物»正式

创刊ꎬ季刊ꎬ第 １ 卷第 １ 期面世ꎬ面向全国公开发行ꎬ
邮发代号 ４８－４３ꎮ 创刊号封面以绿色为底色体现植

物本色ꎬ手绘植物图照片反映出植物分类学是刊物

的特色(图 １:１９８１ 年创刊号)ꎮ 此阶段ꎬ主编为李

树刚研究员ꎬ组建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编委

会ꎬ每届任期为 ５ 年ꎮ 刊物定位为植物学综合性的

学术期刊ꎬ明确以“面向经济建设ꎬ发展植物科学ꎬ
促进科学进步和学术交流ꎬ服务科技创新”为办刊

宗旨ꎮ 主要刊登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生

态学和地植物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细

胞学、植物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遗传学、植物引

种驯化、自然保护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研

究论文ꎬ适当选登植物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术ꎬ以
及专项领域的综述和重要著作评论等ꎮ 在此期间ꎬ
«广西植物»得到了国内著名植物学家的大力支持ꎬ
如秦仁昌、侯学煜、王文采、李秉滔等在«广西植物»
上陆续发表植物新种及新属ꎬ充分反映了我国植物

科学研究的进展ꎮ 为了适应期刊的发展要求ꎬ１９８２
年增加外文刊名“Ｇｕｉｈａｉａ”和英文目录ꎬ卷末附中英

文总目次和拉丁学名索引ꎮ 将“Ｇｕｉｈａｉａ”定为外文

刊名ꎬ一是书写简便ꎬ便于外文文献引用ꎻ二是取自

“桂海”的汉语拼音ꎬ并予拉丁化缀以“ａ”字尾而成

(参阅本刊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新

闻公告“外文刊名注释”)ꎮ
１９８４ 年增加了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英文版

权栏等ꎮ 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ꎬ在
本刊发表的植物新种和新属均被具有悠久历史的

英国皇家植物园出版的世界权威出版物«邱园索

引»(Ｉｎｄｅｘ Ｋｅｗｅｎｓｉｓ)所收录ꎬ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

的认可ꎮ １９８８ 年取得国内刊号 ＣＮ ４５－１１３４ꎬ１９８９
年取得国际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 ３１４２ꎬ １９９４ 年取得

ＣＯＤＥＮ 号(ＧＵＺＨＥＩ)(蒋巧媛等ꎬ２０１０)ꎮ 随着计算

机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ꎬ１９９６ 年由铅字排版改

为计算机排版ꎬ使期刊出版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ꎮ
在此期间ꎬ期刊发行范围不断扩大ꎬ国内除了通过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外ꎬ还向农、林、牧、医药、卫生、
大专院校、机关等有关单位赠送和交换期刊ꎻ国外

除了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外ꎬ还通过

来访和出访的学者向国际上的同行或同行单位赠

送和交换期刊ꎬ使期刊影响力提升ꎮ １９９６ 年ꎬ«广西

植物»首次被确定为植物学类的核心期刊ꎬ在广西

期刊中率先进入国家中文核心期刊的行列ꎬ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 / １９９６ꎮ
１.３ 抓住机遇ꎬ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是«广西植物»跨
越式发展的阶段ꎮ 此阶段ꎬ主编为金代钧研究员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李锋研究员(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ꎻ组建了第四届(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第五届(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和第六届(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编委

会ꎻ编委队伍逐渐扩大ꎬ编委人数从第三届的 １６ 位

增加到第六届的 ６２ 位ꎬ其中院士编委 ２ 位、国际编

委 ４ 位ꎻ编辑部逐渐规范化管理ꎬ蒋巧媛为编辑部副

主任主持工作ꎮ 在此期间ꎬ«广西植物»抓住入选中

文核心期刊的契机进一步促进期刊发展ꎬ２００１ 年由

１６ 开本改为国际标准大 １６ 开本ꎬ由黑白封面改为

彩色封面ꎬ中文刊名“廣”字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图 １)ꎻ随着优质稿源增多ꎬ２００２ 年由季刊改为双

月刊ꎬ缩短了期刊出版周期ꎬ科技成果传播速度加

快ꎻ２００６ 年改为全铜版纸印刷ꎬ封面过膜ꎬ胶订ꎬ内
文增加了彩色插图ꎬ使期刊出版质量再上一个新台

阶ꎻ２００８ 年建立了期刊独立的官方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ｇｘｚｗ.ｇｘｉｂ.ｃｎ)ꎬ实现作者在线投稿、专家在线

审稿和编辑在线办公ꎬ稿件处理既高效快捷又增加

了透明度ꎻ２００９ 年出版单位由广西植物编辑部改为

科学出版社ꎬ期刊加入集团化出版行列ꎻ２０１０ 年对

发表的每篇文章注册 ＤＯＩ 标识ꎬ为本刊的数字信息

提供全球唯一的身份标识ꎻ同年启用学术不端文献

检测系统(ｈｔｔｐ: / / ｃｈｅｃｋ.ｃｎｋｉ.ｎｅｔ)ꎬ杜绝论文发表的

学术不端行为ꎮ
１９９７ 年«广西植物»首次入选为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来源期刊ꎻ２００１ 年荣获中国学术

期刊«ＣＡＪ－ＣＤ»数据规范执行优秀奖ꎻ２００２ 年荣

获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奖ꎻ２００４ 年入选由全国

５００ 种科技期刊组成的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ꎻ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连续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ꎻ２００８
年获得中国科协精品期刊示范项目( Ｃ 类)资助ꎻ

７８５１１０ 期 蒋巧媛等: 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ꎬ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 ４０ 周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连续荣获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由

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区新闻出版局、广西区科

技厅联合颁发的广西十佳科技期刊奖ꎮ ２００７ 年期

刊先后被美国«化学文摘» (ＣＡ)、美国«剑桥科学

文摘:自然科学» (ＣＳＡ:ＮＳ)、俄罗斯«文摘杂志»
(ＡＪ)、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 ＪＳＴ)、英国«国

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 (ＣＡＢＩ)、美国

«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 (ＵＩＰＤ)、波兰«哥白尼索

引»( ＩＣ)等著名数据库和权威检索机构所收录ꎮ
１.４ 打造期刊品牌特色ꎬ以特色栏目带动期刊整体

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１ 年ꎬ是打造期刊品牌特

色、探索期刊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以特色栏目带动

期刊整体发展的重要阶段ꎮ 此阶段ꎬ主编为李先

琨研究员ꎬ名誉主编为马克平研究员ꎬ编辑部主任

为蒋巧媛编审ꎻ组建了第七届编委会ꎬ这届编委会

任期为 １０ 年ꎬ期间采取动态管理方式ꎬ根据期刊

发展需要对编委进行增加或调出ꎻ加强了编委会

力量ꎬ编委人数增加到 １０１ 位ꎬ专业涵盖植物学各

领域ꎬ其中院士编委 ５ 位、国际编委 ９ 位ꎮ 在此期

间ꎬ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ꎬ提升

期刊影响力ꎬ如对已有网站进行改造升级ꎬ增加移

动板块的特色功能ꎻ所有刊发文章均可实现全文

开放获取(ＯＡ)、手机移动终端阅读ꎻ每篇录用定

稿的文章快速在中国知网网络首发ꎬ为作者争取

首发权ꎻ建立了独立的期刊官方微信平台(公众

号:Ｇｕｉｈａｉａ)ꎬ每期推送精品文章ꎻ开通淘宝店、微
店等ꎬ方便读者网上订阅ꎮ 在争取优质稿源上ꎬ实
行开放办刊ꎻ在稿件质量把关上ꎬ制定并实施专家

双向匿名审稿制度ꎬ严格执行主编负责制和“三审

三校”制度ꎻ在稿件取舍上ꎬ引入竞争机制ꎮ
植物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间的交

叉融合ꎬ科研成果不断涌现ꎬ为了快速传播科研成

果ꎬ２０１６ 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ꎬ进一步缩短了期刊

出版周期ꎬ提高了论文发表时效ꎮ 随着自然科学

期刊封面设计的多样化ꎬ２０１６ 年期刊封面重新设

计ꎬ每期封面照片均与当期发表的某篇文章内容

相关(图 １)ꎬ提高了封面照片相关文章的显示度ꎮ
国外很多学术刊物将这种封面或照片称为封面故

事(ｃｏｖｅｒ ｓｔｏｒｙ)ꎬ本刊 ２０２１ 年将封面故事在微信公

众号推送ꎬ受到读者的欢迎ꎬ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期

刊的国际化ꎮ
要在强手如林的期刊界占有一席之地ꎬ«广西

植物»必须要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ꎬ这样才能提

升竞争力ꎮ ２０１６ 年改为月刊后ꎬ我们创新发展思

路、改变组稿方式ꎬ突出学科定位和区域植物研究

特色ꎬ针对研究热点设立了喀斯特(岩溶 /洞穴 /天
坑)植物与植被、“一带一路”沿线植物多样性、药
用植物与大健康、环境植物学－污染或受损环境的

植物修复、海岛 /海岸 /红树植物多样性、全球变化

生态学等特色栏目ꎬ组织刊发了一批学术价值和

应用价值高的文章ꎬ及时反映了植物科学领域的

前沿和热点问题ꎮ 既赢得了优质稿源ꎬ又使本刊

特色更加鲜明ꎬ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等指标提

升ꎬ有力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ꎮ ２０１３ 年

荣获广西十强期刊奖ꎻ２０１５ 年入选全国第一批国

家认定的学术期刊ꎻ荣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度广西十佳科技期刊奖ꎻ２０１９ 年荣获第八届广

西出版物优秀装帧设计期刊整体奖ꎻ２０２０ 年荣获

第六届(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度)广西十佳科技期刊奖ꎮ
先 后 被 美 国 « 史 蒂 芬 斯 全 文 数 据 库 »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英国«全球健康»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等

重要数据库收录ꎮ

２　 «广西植物» ４０ 年回顾性分析

２.１ 发文信息量的分析

«广西植物»从 １９８１ 年创刊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共
出刊 ２３８ 期ꎬ其中正刊 ２２７ 期、增刊 １１ 期ꎬ发表文章

总数为５ ８２８篇ꎮ 稿件来源以约稿、组稿和自由投稿

的方式ꎬ近年来主要通过邮箱和期刊网站进行投

递ꎮ 审稿采取同行评议方式ꎬ本刊对所发表的文章

质量把关比较严格ꎬ稿件录用率在 ３０％左右ꎮ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主要从发表文章数

量和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以及文章篇幅来分

析期刊的发文信息量(图 ２ꎬ图 ３)ꎮ 从图 ２ 和图 ３ 可

以看出ꎬ发文量、基金文献量、平均页码数都有出现

波动现象ꎬ但总体上是呈现递增的趋势ꎮ
２.２ 报道对象的分析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广西植物» 出版正刊 ２２７
期ꎬ发表文章总数为５ ５１８篇ꎮ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

数据库的数据ꎬ 从作者所在的地理分布(表 １)来

看ꎬ发文作者分布在全国 ３３ 个省(市、自治区)ꎬ其
中在广西的作者发表文章最多ꎬ为１ ４９８篇ꎬ占文章

总数的 ２７.１５％ꎬ排名第一ꎻ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

别是在广东和北京的作者ꎬ发表文章数分别为 ７３７
篇、５０１ 篇ꎬ占文章总数分别为 １３. ３６％、９. ０８％ꎮ
可见ꎬ 发表文章数量与植物资源和植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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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广西植物»封面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１　 Ｃｏｖｅｒ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ｕｉｈａｉａ

图 ２　 «广西植物»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的发文量和基金文献量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３　 «广西植物»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发表文章的平均页码数
Ｆｉｇ. ３　 Ｍｅａｎ ｐ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ｆ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９８５１１０ 期 蒋巧媛等: 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ꎬ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创刊 ４０ 周年



丰富度或受关注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ꎮ 据中国

知网个刊分析数据ꎬ在«广西植物»发表的文章中ꎬ
从学科分布来看ꎬ生物学文章最多ꎬ占文章总数的

４９.３％ꎻ农业、农作物方面的文章占 １２.９％ꎻ林业方

面的文章占 １１.９％ꎻ园艺方面的文章占 ９.５％ꎻ中药

学和化学方面的文章占 ６.１％ꎮ

表 １　 «广西植物»发表文章中研究地点的省际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ｈａｉａ

序号
Ｎｏ.

省(市、自治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ｉｔｙꎬ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文章数
Ｎｏ.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４９８ ２７.１５
２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７３７ １３.３６
３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５０１ ９.０８
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４６３ ８.３９
５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４１ ４.３７
６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０１ ３.６４
７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８３ ３.３２
８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３１ ２.３７
９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２８ ２.３２
１０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２７ ２.３０
１１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１２２ ２.２１
１２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１４ ２.０７
１３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１１０ ２.００
１４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９８ １.７８
１５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９５ １.７２
１６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９３ １.６９
１７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８６ １.５６
１８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８５ １.５４
１９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８３ １.５０
２０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６２ １.１２
２１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４７ ０.８５
２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３９ ０.７１
２３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３８ ０.６９
２４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３６ ０.６５
２５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３３ ０.６０
２６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３２ ０.５８
２７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２ ０.５８
２８ 内蒙古 Ｎｅｉ Ｍｏｎｇｏｌ ２４ ０.４３
２９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３ ０.４２
３０ 西藏 Ｘｉｚａｎｇ ２２ ０.４０
３１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２２ ０.４０
３２ 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１０ ０.１８
３３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２ ０.０４

平均 Ｍｅａｎ １６７.２ ３.０３

２.３ 稿源及作者队伍特点的分析

据本刊网站的数据ꎬ «广西植物» 投稿作者

１４ ７００余人ꎬ核心作者群主要来自科研院所和高等

院校ꎬ大多为高学历、高职称ꎬ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ꎮ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

据ꎬ«广西植物»发表文章最多的前 ２０ 位作者中ꎬ中
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１７ 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 １ 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２ 人ꎮ
发文量(篇)排序为王文采(６２)、李锋(６２)、韦霄

(４７)、李典鹏(４３)、赵志国(３５)、朱华(３２)、许为斌

(３２)、王献溥(３１)、梁畴芬(２９)、黄宁珍(２７)、刘演

(２７)、蒋水元(２６)、韦毅刚(２６)、黄玉清(２５)、蒋运

生(２５)、李光照(２４)、李瑞高(２４)、李洁维(２３)、黄
仕训(２３)、李先琨(２２)ꎮ 其中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王文采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李

锋研究员排在最前ꎬ均达到 ６２ 篇ꎮ 发文数量(篇)
最多的前 ２０ 个研究机构中ꎬ署名单位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的文章有 ７５４ 篇ꎬ 排在第一位ꎻ之
后依次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

园)(３５８)、广西大学(２０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１９６)、广西师范大学(１９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 (１２８)、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０５)、中山大学(１０２)、四川农业大学(８０)、云南大

学( ７６)、华南农业大学 ( ７４)、中国科学院大学

(５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５４)、广西药用植物园

(５３)、贵州师范大学 (５２)、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

(５０)、南京林业大学(４７)、西北师范大学(４６)、北
京林业大学(４４)ꎮ 从署名单位所在地区分布来看ꎬ
作者的分布很不均衡ꎬ署名单位在广西的作者文章

数量较多ꎮ
２.４ 论文资助项目的分析

科学研究的成果离不开科研项目的支持ꎮ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广西植物»发表文

章最多的前 ２０ 个基金名称中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的最多(１ ３５６篇)ꎬ排在第一位ꎻ广
西科学基金(３２２ 篇) 和广西科技攻关计划( １３０
篇)项目资助的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ꎻ之后依

次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１１２ 篇)、中国科学院知

识创新工程(９４ 篇)、国家科技攻关计划(８２ 篇)、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７６ 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９７３ 计划) (６７ 篇)、中国科学院“西部

之光” 基金 ( ６５ 篇)、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 ６１
篇)、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３９ 篇)、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 ３３ 篇)、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３３
篇)、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３１ 篇)、国家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划) (２９ 篇)、高等学校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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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点专项科研基金(２５ 篇)、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２５ 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４ 篇)、四川省教育

厅科学研究项目( ２４ 篇)、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 篇)ꎮ 在排名前 ２０ 位的资助基金 /项目中ꎬ排
在第一的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ꎬ源于科技部的有 ６
项、中国科学院的有 ２ 项、地方基金的有 ７ 项ꎮ
２.５ 被国内刊物引用情况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１９８１ 年创

刊至 ２０２０ 年底正刊发表的５ ５１８篇文章中有４ ６５２
篇被引用ꎬ 总被引５１ ７２２次ꎬ总他引４７ ５８９次ꎬ篇
均被引 １１.１２ 次ꎬ篇均他引 １０.２３ 次ꎬ基本杜绝了

零引用文章ꎮ 其中ꎬ单篇被引(他引)次数最高达

２２９ 次ꎬ 被引次数大于 ４０ 的超过 ２００ 篇ꎮ 在科研

作者被引频次排名中ꎬ有１ ０００多位作者在«广西

植物»发表的文章被引用ꎮ 其中ꎬ最高被引用 ８２５
次ꎬ被引频次在 １００ 次以上的作者有 ２６９ 位ꎬ在 ５０
次以上的作者有 ６７４ 位ꎮ
２.５.１ 高频次引用文章的分析 　 «广西植物»发表

的被引频次最高的前 ２０ 篇文章中ꎬ被引频次排序

依次是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彭闪江等“植物天然更新过

程中种子和幼苗死亡的影响因素” (２２９)ꎻ２０００ 年

第 ３ 期李典鹏等“广西特产植物罗汉果的研究与

应用” (２０９)ꎻ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魏道智等“植物叶片

衰老机理的几种假说”(１９１)ꎻ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朱慧

芬等“植物引种驯化研究概述” (１８９)ꎻ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陈庆富“五个中国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种的核型

分析”(１８４)ꎻ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方运霆等“鼎湖山马

尾松林生态系统碳素分配和贮量的研究” (１８２)ꎻ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蹇洪英等“地毯草的光合特性研

究”(１８２)ꎻ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周俊辉等“植物组织培

养中的内生细菌污染问题”(１７９)ꎻ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张显强等“高温和干旱胁迫对鳞叶藓游离脯氨酸

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１５７)ꎻ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陈

平等“硒对镉胁迫下水稻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的

影响”(１４９)ꎻ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红雨等“芍药花粉活

力和柱头可授性的研究” (１４４)ꎻ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徐

华松等“ＴＤＺ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的作用” (１４３)ꎻ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彭少麟“森林群落稳定性与动态测

度———年龄结构分析”(１４２)ꎻ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徐勤

松等“Ｃｄ、Ｃｒ(ＶＩ)单一及复合污染对菹草叶绿素含

量和抗氧化酶系统的影响”(１３５)ꎻ 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

梁畴芬“论称猴桃属植物的分布” (１３１)ꎻ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期徐勤松等“六价铬污染对水车前叶片生理

生化及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１２５)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唐梅等“附子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１２４)ꎻ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朱世新等“中国菊科植

物外来种概述” ( １２３)ꎻ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向言词等

“外来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控制”(１０６)ꎮ
２.５.２ 高频次引用文章作者的分析　 «广西植物»发
表文章被引频次最高的前 ２０ 位作者中ꎬ有 １０ 人发

文量也排在前 ２０ 位ꎬ被引频次超过 ４００ 的作者有

１６ 人ꎮ 被引频次最高的前 ２０ 位作者依次是李典鹏

(８２５)、彭少麟(８１４)、李锋(７０４)、李先琨(６７０)、韦霄

(５９５)、苏宗明(５５９)、周厚高(５５８)、黄玉清(４８１)、朱
华(４８０)、施国新(４３７)、莫江明(４３１)、赵志国(４２４)、
金则新(４１４)、文永新(４０９)、黄宁珍(４０３)、梁畴芬

(３８７)、蒋运生(３８０)、李光照(３８０)、徐勤松(３７８)、许
再富(３６０)ꎮ 其中ꎬ单位署名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

究所的 １２ 人、中山大学 １ 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 １
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 人、南京师范

大学 ２ 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１ 人、台州学院 １
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 人ꎮ
２.６ 发表文章下载量的分析

据 ＣＮＫＩ 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广西植物»
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ꎮ 从下载量排序前 ２０
位的文章来看ꎬ有关植物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引种驯化、胁迫(逆境)生理、污染生态学、入侵植

物学、生理生化等内容受到读者更多的关注ꎮ 特

别是 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附子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

究进展”一文下载量居创刊以来最高(３ ６５４)ꎻ其
后下载量排序依次是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朱慧芬等“植
物引种驯化研究概述” (３ ６５３)ꎻ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周

俊辉等“植物组织培养中的内生细菌污染问题”
(３ ３１４)ꎻ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莫昭展等“植物组织培养

中的内生细菌污染问题”(２ ６７２)ꎻ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侯泽豪等“植物花青素生物合成与调控的研究进

展”(２ ２５６)ꎻ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李典鹏等“广西特产

植物罗汉果的研究与应用” (１ ９２０)ꎻ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康国章等“水杨酸在植物抗环境胁迫中的作用”
(１ ６４６)ꎻ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闫研等“超富集植物对重

金属耐受和富集机制的研究进展” (１ ６０８)ꎻ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张继红等“植物 ＰＰ２Ｃ 蛋白磷酸酶 ＡＢＡ
信号 转 导 及 逆 境 胁 迫 调 控 机 制 研 究 进 展 ”
(１ ５２０)ꎻ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王永健等“陆地植物群落

物种多样性研究进展” (１ ４３２)ꎻ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朱

世新等“中国菊科植物外来种概述” (１ ４２２)ꎻ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李辛雷等“生物技术在花卉植物遗传育

种上的应用” ( １ ４２１)ꎻ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刘丽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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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模式植物蛋白质组学研究进展” (１ ３８９)ꎻ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陈月圆等“黄柏中总生物碱的提取及测

定方法研究” ( １ ３６５)ꎻ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戴志聪等

“用扫描仪及 Ｉｍａｇｅ Ｊ 软件精确测量叶片形态数量

特征 的 方 法” ( １ ３６３)ꎻ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 文 锋 等

“ＷＲＫＹ 转录因子在植物抗逆生理中的研究进展”
(１ ３４２)ꎻ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许再富等“我国近 ３０ 年来

植物迁地保护及其研究的综述” (１ ３２９)ꎻ２００４ 年

第 ２ 期彭闪江等“植物天然更新过程中种子和幼

苗死亡的影响因素” (１ ３２５)ꎻ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黄素

梅等“我国花卉产业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探讨”
(１ ３２３)ꎻ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钟开新等“植物氮素吸收

与转运的研究进展”(１ ２９５)ꎮ

３　 «广西植物» ４０ 年来取得的成绩

３.１ 期刊园地人才辈出

«广西植物»是提供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

台ꎬ及时发表原创性的科研成果ꎬ对学科发展和取

向起指导作用ꎻ同时也是一部不断更新的教科书ꎬ
直接服务于人才培养和学科队伍建设(蒋巧媛等ꎬ
１９９８)ꎮ 笔者在参加研讨会、座谈会等不同场合与

国内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交流以及编辑部以调查

表征集作者(读者)的意见时ꎬ会得到很多积极的

反馈ꎬ认为本刊对相关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以及

高校师生帮助很大ꎬ可以借鉴本刊优秀研究案例

的经验拓展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思路ꎮ 创刊以来本

刊所发的文章均可在网上全文开放获取(ＯＡ)ꎬ特
别受到研究生和青年科技人员的欢迎ꎬ为人才的

成长提供了优良平台ꎮ
在知识创新和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ꎬ«广西

植物»主动为科研和教学服务ꎬ积极发掘和培养人

才ꎬ已成为培育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ꎬ也成为了我

所一张靓丽的名片ꎮ «广西植物»特别注重对年轻

作者的培养ꎬ对有新颖性的稿件认真审阅把关ꎬ提
出有指导性的修改意见ꎬ帮助他们不断成长ꎮ ４０ 年

来ꎬ见证了他们从投第一篇稿件到陆续发表文章ꎬ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ꎬ从一个普通作者到稿件

匿名评审人再到编委ꎬ从学术新人逐步成为学科领

域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ꎮ 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王文采先生ꎬ１９８２ 年在本刊上发表第一篇文

章ꎬ至今在本刊共发表文章 ６７ 篇(被引用的文章达

６２ 篇)ꎬ１９９３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ꎮ ４０ 年来ꎬ
在«广西植物»这块园地上培养出的人才不计其数ꎬ

为植物学界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３.２ 在国内权威评价机构中各项指标逐年提升ꎬ影
响力不断扩大

本刊所发表的论文被国内外读者广泛引用ꎬ
在国内生物类期刊中排位前列ꎬ据中国知网个刊

分析数据ꎬ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不断增加ꎬ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ꎮ 影响因子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０.７７６ 提升

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７２(最新发布 ２０２１ 年影响因子为

１.２４１)ꎻ他引影响因子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０.６８６ 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９８８ꎻ总被引频次由 ２０１２ 年的２ ３５３提
升至２ ０２０年的２ ４８３ꎻＷＥＢ 下载量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０１ 万次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２.７２ 万次ꎻ多年来他

引率均在 ９０％以上ꎬ最高达 ９４％ꎻ多年来基金论文

比均为 ９９％ꎬ最高达 １００％ꎻ引用半衰期由 ２０１２ 年

的 ８.７ 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７(最大指标值为 １０)ꎮ
从多项综合指标可以看出ꎬ近年来ꎬ期刊的发展虽

有波动ꎬ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稳步提升ꎬ期刊影响力

不断扩大ꎮ
３.３ 学科特色栏目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ꎬ本刊充分发挥学科的优势和特色ꎬ紧
紧围绕国家战略和重大社会需求ꎬ重点打造特色

栏目ꎬ共出版了 ９ 个专刊、２５ 个专栏、１２ 个专题ꎬ
学科特点鲜明ꎬ现已成为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

品牌栏目ꎮ 举例如下: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ꎬ针对植物化学领域的热点问题ꎬ打造了“植物

功能物质研究与利用”“药用植物与大健康”栏目ꎬ
出版了 ３ 期专刊、４ 期专栏ꎮ 刊发植物化学方面的

文章 ２４８ 篇ꎬ研究内容涉及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
抗肿瘤活性、抑菌活性、生物活性、毒杀活性、抗炎

作用、抗氧化活性、细胞毒活性及其作用机制等ꎮ
２０６ 篇被引用ꎬ被引 １０ 次以上的有 ７４ 篇ꎬ均被下

载ꎮ 排名前三的是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研究所彭闪江等发表的“植物天然更新过程

中种子和幼苗死亡的影响因素” 被引(他引) ２３１
次、下载１ ３２８次ꎻ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李典鹏等发表的“广

西特产植物罗汉果的研究与应用” 被引 ２０９ 次、他
引 ２０２ 次、下载１ ９２８次ꎻ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广西中医

药大学唐梅等发表的“附子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

研究进展”被引(他引)１２５ 次、下载３ ６７４次ꎮ
围绕国家绿色发展战略ꎬ针对植物生态学领域

的热点问题ꎬ打造了“喀斯特(岩溶 /洞穴 /天坑)植

物与植被”“环境植物学－污染或受损环境的植物修

２９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图 ４　 «广西植物»创刊以来(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的被引频次
Ｆｉｇ. 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５　 «广西植物»近年来(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的影响因子
Ｆｉｇ.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２０

复”“全球变化生态学” “海岛 /海岸 /红树植物”等

栏目ꎬ 出版了 ２ 期专刊、１４ 期专栏、２ 期专题ꎮ 刊

发生态环境方面的文章 ５１３ 篇ꎬ研究内容涉及喀

斯特(岩溶)地区植物多样性及其适应机制、洞穴

植物、天坑 /天坑群植物ꎻ与重金属污染有关的如

商陆对锰污染土壤的修复等、与改善空气质量有

关的如常绿树种的光合特性及滞尘能力等ꎻ氮沉

降、大气沉降重金属通量及污染等环境问题ꎻ平潭

岛、西沙群岛、热带珊瑚岛、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

屿植被与植物ꎮ ４３７ 篇被引用ꎬ被引 １０ 次以上的

有 １４６ 篇ꎬ均被下载ꎮ 排名前三的是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方运霆等发表的

“鼎湖山马尾松林生态系统碳素分配和贮量的研

究”被引 １８２ 次、他引 １７７ 次、下载３ ３１８次ꎻ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朱世新等发表的

“中国菊科植物外来种概述” 被引 １２３ 次、他引

１２２ 次、下载１ ４２４次ꎻ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广西壮族自治

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黄玉清等发表的

“岩溶石漠化治理优良先锋植物种类光合、蒸腾及

水分利用效率的初步研究” 被引 ９３ 次、他引 ８３
次、下载 ７５９ 次ꎮ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ꎬ针对生物多样性

领域的热点问题ꎬ打造了“‘一带一路’沿线植物多

样性研究”等栏目ꎬ出版了 ３ 期专刊、１ 期专栏、１
期专题ꎮ 刊发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文章 ７７ 篇ꎬ５２ 篇

被引用ꎬ均被下载ꎮ 排名前三的是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向言词等发表的“外

来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控制”被引(他引)
１０６ 次、下载１ ０５５次ꎻ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西南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王永健等发表的“陆地植物群落物种多

样性研究进展”被引(他引) ８２ 次、下载１ ４３３次ꎻ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钱迎倩和马

克平发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几个国际热点”被
引(他引)８０ 次、下载 ９１４ 次ꎮ

特色栏目吸引、聚集了一批全国相关研究的

学者、专家ꎬ栏目文章受到读者广泛关注ꎬ被引率

和下载量提升较大ꎬ作者群实力雄厚ꎬ读者群不断

扩大ꎬ期刊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ꎮ 至今已连续 ２５
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连续 １７ 年入选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连续 ２０ 年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 核心库”期刊ꎻ２０２１ 年入选«世界期刊影响

力指数(ＷＪＣＩ)报告(２０２０ 科技版)»ꎮ
３.４ 作者群和读者群的扩大及编委会加强ꎬ促进了

期刊发展

«广西植物»由季刊变更为双月刊、月刊ꎬ出版

周期缩短ꎬ发表时效提高ꎬ传播科研成果加快ꎮ 载

文作者群发生明显变化ꎬ作者群的单位和地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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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扩大ꎬ分布于中国 ３３ 个省(市、自治区) (表

１)ꎬ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荷兰、
新西兰、瑞士、印度、越南、朝鲜、泰国等国家ꎻ论文

作者合著署名增多ꎬ学术团队的合作加强ꎮ 读者

群影响范围扩大ꎬ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ꎬ«广西

植物» 网络传播影响力提升ꎬ传播机构用户达

６ ６８０家ꎬ分布 １６ 个国家和地区ꎬ个人读者分布在

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ꎻ网络下载覆盖中国 ３４ 个省(市、
自治区)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ꎬ以及亚洲、北
美洲、欧洲、大洋洲等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ꎮ 编委

会建设加强ꎬ由 １０ 多人逐步增加到 １００ 多人ꎬ编
委的遴选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外ꎬ专业涵盖植物学

各领域ꎬ其中院士编委由 １ 位增加到 ５ 位ꎬ国际编

委由 ４ 位增加到 ９ 位ꎮ 可见ꎬ作者、读者、编委群

体不断扩大并逐渐国际化ꎬ形成了“知名度提高→
稿件增多→质量越高→知名度越高→期刊影响力

越大”的良性循环ꎬ从而促进了期刊发展ꎮ

４　 办刊体会与展望

回顾«广西植物»４０ 年来所取得的进步ꎬ与以

下方面密不可分ꎮ 第一ꎬ与主管和主办单位的关

心、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ꎬ这是本刊不断向前的

坚强助力ꎮ 第二ꎬ设有健全的编委会和编辑部ꎬ拥
有一批优秀的、学术造诣深、老中青结合的审稿专

家ꎬ有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作者队伍ꎬ有一个具

有奉献精神、敬业的、责任心强的编辑团队ꎬ有长

期关注和热心支持的读者群体ꎬ这是本刊稳定发

展的重要支撑ꎮ 第三ꎬ建立了一套健全有效的运

作流程和管理规章制度ꎬ除了严格落实、自觉遵守

以外ꎬ还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完善和创新ꎬ这是办好

本刊的关键所在ꎮ
展望未来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 (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
ｏｒｇ.ｃｎ)ꎬ明确指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

目标ꎬ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三部门又联

合发布«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 (国
家新闻出版署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ｐａ. ｇｏｖ. ｃｎ)ꎬ明确提

出学术期刊水平、影响力要明显提升ꎬ努力打造一

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ꎮ 在

此背景下ꎬ面对智能发展、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

等变化ꎬ«广西植物»如国内其他中文科技期刊一

样ꎬ正面临巨大挑战ꎮ 对此ꎬ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第一ꎬ围绕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任务ꎬ提升

学术引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ꎬ引导学术研究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ꎬ吸引优质稿源ꎮ 第二ꎬ聚焦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ꎬ围绕重大主题打造重点专栏、组
织专题和专刊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ꎮ 第三ꎬ
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ꎬ适应移动化、智能化的发

展方向ꎬ做到内容精准加工和快速分发ꎬ探索全媒

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ꎬ加快期刊融合发展ꎮ 第

四ꎬ适度增加编委会国际编委比例ꎬ要求作者提供

论文英文长摘要ꎬ加强双语学术网站建设ꎬ提升开

放办刊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ꎮ «广西植物»只有抓

住机遇ꎬ迎接挑战ꎬ才能使刊物再上新台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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