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结构范例，作者必须按以下格式一 一对应对照修改（包括位序、格式、标点符号、排版位置等）
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
（1.XXXX 大学 XX 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2.XXXX 大学 XX 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必须填二级单位，即系部院
摘 要：新闻图景就是由新闻报道塑造的新闻符号世界；一定社会的新闻图景，主要是由该社会统治者拥有的新闻
媒体的新闻报道直接建构的。媒体的利益取向是媒体建构新闻图景最重要的出发点;媒体的传播目标是媒体选择建构新
闻图景的指挥棒；媒体方针、编辑方针是新闻媒体建构新闻图景的核心框架。因此,在现实的新闻传播中，并不存在以
他者为本位的新闻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传播者，
“受众本位”基本上是神话,传受共同本位才是理想。
关键词：新闻建构；新闻图景；新闻媒体(关键词至少 3 个，最多不超过 5 个，用分号隔开)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作者可拷贝此项目)
文章编号：(作者可拷贝此项目)
收稿日期：2010-11-24 (以向本刊电子邮件方式投稿的当日日期为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314）
作者简介：XXX（1954－），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XXX。——说明：无论
填写格式还是标点符号，务必按此例子写，职称在前，学历在后，依次为学术性头衔，主要研究方向必填。姓名、
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不写）、籍贯/出生地、职称、学位、主要研究方向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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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番号采用圆圈数字，并且番号前空两格，以句号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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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Jiao-li
(1.School of XXX, XXX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01, China, 2.与 1 一样)

Abstract: XXX
Key Words: XXX; XXX; XXX
[此英文应与上汉语例对应，即要将中文部分的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含所在地邮编）
、摘要、关键词翻译为英语。
字体用 Times New Roman，字号大小如上例]

附件 1，排版的例文（含文字大小、提行、格式、标点等）：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XXX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教务科，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
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
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宪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09-08-28
作者简介：XXX（1971－），男，四川 XX 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宪法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 60 年来的历
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
治制度。1954 年宪法颁布后，“根本政治制度”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政治术语，“根本政治制度”
几乎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替代。“根本政治制度”构成了理解现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性词汇。但是，“根
本政治制度”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
根本政治制度”也只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或现行宪法）
作出修改。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法理内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括地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和人民的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
组成全国和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
机关，组织国家机构，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之际，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政权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
年 9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
全面确立。在 1954 年宪法通过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讲话中时常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如董必
武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
本制度。”[1]1954 年，刘少奇同志在他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大
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
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2]。刘少奇同志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称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后，关于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提法才统一起来。
………………………………………………………………………………（此部分省略）
总之，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直接写入宪法条文，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从政治概念成为法律概念，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我国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6.
[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57.
[3]毛泽东选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29.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中共党史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749.
[6]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Writ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is China’s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Constitution
HUANG You-jing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Dazhou School Party,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is a term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refer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China is China’s fundamental law, and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is China’s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How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law and play its role in normalizing,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rol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process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building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is China’s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be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 by revising the constitution to provide strong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congresses system.
Key words: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Constitu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nstitution

附件 2：
表框内的修改说明
一、提行要求
文章的标题下提 2 行
作者姓名下提 1 行
作者单位下提 1 行
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部分之间不提行
中图分类号与收稿日期部分之间提 1 行
作者简介与正文部分之间提 2 行
正文与注释部分或者参考文献部分之间提 2 行
参考文献与英文部分之间提 2 行
一、关键词：
每篇文章选取 3～8 个关键词，关键词必须具有本文所研究问题和对象的专业性、特殊性，可以在汉语大辞典里查
阅，不能用普通的语法性或常理性词语作关键词，比如：
“对策”、
“措施”
、
“分析”等。
二、中图分类号
作者一定要自己查询中图分类号，因为作者自己对文章属于的类别之理解更为准确。依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4 版查询，也可以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有效途径查询，例如：
“http://zjmm.zjfc.edu.cn/中图分类
法查询.htm”
。
三、全文字数

1.字数的计算。全文字数包括：论文的中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计算方法为 1.要将
脚注或尾注的内容放在正文里计算；2.点击 word 里的“工具”——“字数统计”——字符数（计空格）
。
2.字数的精炼压缩要求。本刊所有文章均不转页，即“转第 XX 页”
，因此，作者必须按本刊的版面大小控制（删
减）字符数（计空格）
。
四、正文
1.正文结构。正文的各级标题层次为：“一、” “(二)” “3.” “（4）”。不合此规范的，请务必处理。
2.正文要求论点明确，文字通顺，结构严谨，引证和依据可靠，论证充分，突出文章的创新性与学术价值。
五、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本刊所有注释和参考文献一律放在正文末尾，即依次为：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不采用文中注或页脚注——
即不采用 word 功能里的插入脚注或尾注功能，而直接放在文尾。对于我国建国以前的文献，建议放在注释里。
2.参考文献 5 条以上（不少于 5 条），不宜引用内部资料。
3.注释与参考文献采取实引规范，除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和注释）外，还必须在正文内的相应位置标注（不采
用仅整体引证类稿件）。即在正文里标注注释和参考文献的番号并且与文末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列表一一对应，如
[1],[2]，番号不用上标。
4.关于参考文献的代码及更具体的标注方法，请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等规范或
本刊最新载文格式（可在维普等数据库下载）排版。
六、排版
1.中文字体大小:中文字体全文采用 5 号宋体字，不用加粗。2.文章页面:文章页边距（上下左右）均设置为一厘
米。3.段落为“固定值”15 磅。
七、英文点号与句号的区分方法（参考文献以外的地方的标点符号全部用中文句号状态；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全
部用英文点号状态）
1. 英文点号状态，即输入法里，英文状态。如图：
2. 句号状态，即输入法里，句号点状态。

如图：

附件 3：
摘要基本写法及要求
本刊为美国《剑桥科学文摘》
（CSA）、波兰《哥白尼索引》
（IC）
、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
（UPD）等国内外权
威文献检索系统收录期刊，亦是《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高教文摘》、《教育科学
文摘》转摘文章的重要遴选期刊之一。其中，CSA、IC 属检索数据库，刊登的条目内容有题名、作者、英文文摘、参考
文献等等，无全文信息，所以摘要的质量非常重要。 摘要的目的在于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通过摘要体现主题概念、
主题内容等该篇文献最重要的信息，使读者在没有看到全文的情况下，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该篇文献的核心内容。因
此希望作者按要求认真写好中英文摘要。
一、实证分析型摘要的内容应包括：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方
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艺、结构、手段、装备、程序等。结果——实验的、研究的结果、
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
题等。
理论思辨型摘要的内容应包括：中文摘要应从正文里直接抽取（但在组合时可适当地用连接语词以富有逻辑连贯
性）出文章的主要观点、思考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经验或结论。但是，不能使用提示性语言，例如“本文”
、
“论述了”、

“提出了”、
“分析了”等，不加任何诠释和评价性文字。
二、中文摘要应以第三人称或无主语句表述，要充分地体现文章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字数至少 200 字以上，不
超过 250 字。
三、英文文摘约 200-250 words.
（一）英文文摘写作注意要点：
1.语言简洁，不加评论句（如“属于…首创”，“目前尚未见报道”，“效果相当满意”等），不包含作者将来的计划。应尽量删去不必
要的字句如：in this paper，It is reported，Extensive investigation show that，The author discusses，This paper concerned
with，based on the analyses conducted，on the above basis，in detail，briefly，mainly，here，in addition，qualitatively，
furthermore 等等。
2.把背景信息删去，或减到最少，相同的信息不要重复表达。如不用“at a temperature of 250 ℃ to 300 ℃”
，而用“at 250~300 ℃”
。
（二）重视摘要英文的写作风格，其要点为：
1.首句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
2.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
3.文摘中的缩写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要有全称；
4.文摘中尽量少用特殊字符；
5.用重要的事实开头，尽可能避免用辅助从句开头，例如：
用 Power consumption of telephone suitching systems was determined from data obtained experimentally.
6.避免使用动词的名词形式。如：
正：
“Thickness of plastic sheet was measured”
误：
“measurement of thickness of plastic sheet was made”
7.正确地使用冠词，既应避免多加冠词，也应避免蹩脚地省略冠词。如：
正：
“Pressure i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误：
“The pressure i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8.避免使用长的、连串的形容词、名词、或形容词加名词，来修饰名词。可使用介词短语，或用连字符连接名词词组中的名词，形成
修饰单元。
9.尽量用主动语态代替被动语态，如：A exceeds B 比 B is exceeded by A 好。
10.构成句子时，动词应靠近主语。
“When the pigment was dissolved in dioxane, decolorization was irreversible, after 10 hr of UV irradiation.”
11.能用名词做定语不要用动名词做定语，例如：
用 measurement accuracy

不用 measuring accuracy

12.可直接用名词或名词短语做定语的情况下，要少用 of 句型，例如：
用 measurement accuracy

不用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13.可用动词的情况尽量避免用动词的名词形式，例如：
用

Thickness of plastic sheet was measured.

不用 Measurement of thickness of plastic sheet was made.

中文摘要例文：
第一类例文：理论思辨型（这类例文的关键点在于直接提取作者原创性的观点有哪些）
摘 要：中国东西部地区旅游目的地建设现状和发展潜力存在很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重要原因之
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旅游目的地建设时，面临着认识上的差距和误区；经济不活跃，客流不旺；旅游规划与
地区经济和旅游市场脱节；缺乏整体打造，旅游地综合吸引力差；重建设，轻经营管理；区域联合形同虚设，缺乏整
体实力等问题。这些地区在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时，可采取与当地经济互动、协调发展；重视区域软环境建设，提升
综合吸引力；从区域经济的实际出发进行旅游目的地规划；以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
第二类例文：实证分析型（这类例文的关键点在于要直截了当地表明文章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得出的结论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

摘

要：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

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
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
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
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声明：本指南著作权属于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所有及专用，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本
刊对按本修稿指南完善和规范的文章，优先安排发表刊期，作者之文章达到本修稿指南要求后才能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