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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方的责任与义务



案例 中国作者发表的107篇论文因学术造假被国际期刊撤下
2017-04-22 04:01:4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詹媛）日前，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布声
明，撤销《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所刊登的107篇论文。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全部
来自中国，撤稿原因为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调查发现，‘第三方’投稿时推荐的评审人，有些姓名、职务和工作单位是真的，而联系所用的邮
箱全都是‘第三方’所注册的。”黄伯云当时曾表示，如此一来，待评审的论文实际上返回到“第三
方”手里，投稿者冒充评审人评审自己的论文，让自己的论文获得录用。

这个事件中，作者，编辑，同行评审专家没有负哪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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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 不一稿多投

• 正确处理作品署名

• 保证作者信息真实可靠

• 与同行读者共享与论文相关的

数据资料，试验或调研方法等

• 保证研究创新性

• 规范创作过程

• 严格遵从保密要求

• 遵从学术道德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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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编辑的责任与义务

服务作者 服务专家 服务读者

对刊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抵制学术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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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编辑的责任与义务

• 思想政治关：受当时社会的政治、法律、国家的对内对外的关系制约，而不是主观愿望

• 学术关：新颖性和科学性

• 语言文字关：必须符合语法修辞的要求，要用词准确，表述简炼

• 形式关：论文各部分的著录以及表述过程的规范性

• 了解和把握稿件的内容和方向

• 筛选出对应领域和对应方向的专家作为审稿人

• 甄别出作者和专家是否为学术竞争对手

服务作者

多渠道多角度倾听读者的心声，满足不同读者的多元化学术需求。

服务专家

服务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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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同行专家的责任与义务

1
坚持同行评议

2

客观、公正原则

3

诚实守信
和互利的原则

4

回避和保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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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作者发表的107篇论文因学术造假被国际期刊撤下
2017-04-22 04:01:4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詹媛）日前，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布声
明，撤销《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所刊登的107篇论文。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全部
来自中国，撤稿原因为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这个事件中，作者，编辑，同行评审专家没有负哪些责任？

• 作者：放任“第三方”中介对虚假同行评审，违反诚实守信

• 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

• 同行评审专家：有可能存在与“第三方”的合作，违反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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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图及政治术语的
规范使用



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图的表现
形式

地图是指将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名称、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表现在纸质、
互联网和其他载体上的图形或者影像，包括纸质地图、电子地图、互联网地图、附着在

各种产品上的地图以及其他表现形式的地图。

生活中中国地图很常见

中小学教学挂图、教材中的插图、天气预报背景图，以及各类标牌、宣传画、广告、
商标、工艺品、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中出现的国家版图画面或示意图，国家

版图图形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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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如何获取标准地图服务

（一）从自然资源部或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下载标准地图。作为政府政务服务的一
部分，自然资源部已免费向公众提供标准地图的在线服务。公众只需登录自然资源部官网，在“数
据服务”一栏的“测绘”栏目下找到“标准地图服务”（http://bzdt.ch.mnr.gov.cn/），即可以
获取标准地图。目前发布的标准地图包括：中国地图245幅，世界地图69幅，专题地图10幅。社会
公众可以免费浏览、下载标准地图，直接使用标准地图时需要标注审图号。

（二）使用“天地图”网站提供的互联网地图。

（三）购买印有审图号的正规地图产品，例如从正规书店购买公开出版的地图出版物。

（四）需要定制地图时，向具备编图资质的测绘单位定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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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我国在地图的编制、出版、展示、登
载和使用等方面主要有哪些规定

根据《测绘法》和《地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地图的编制、出版、展示、登载和使用等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规定：

（一）我国的地图编制实行准入制。从事地图编制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证
书，并在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开展地图编制工作。

（二）国家实行地图审核制度，在中国境内公开出版、引进、展示、登载地图以及在生产加工
的产品上附加地图图形的，在地图出版、展示、登载、引进、生产、加工前，应当报送测绘地理信
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经审核批准的地图，由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向申请人颁发批准文件、
核发审图号。

（三）地图出版实行资质准入制度。出版单位应当具有适应地图出版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
构和人员等条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按照批准的地图出版范围出版地图。

（四）地图著作权受法律保护。未经地图著作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复制、发行、
改编、翻译、汇编或者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其地图。但是，著作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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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所谓的“问题地图”有哪些表现形式

一是在地图表示中把我国领土标在国外，中国版图随意变形；
二是漏绘我国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错绘国界线；
三是把我国领土台湾按独立国家表示或者漏绘台湾岛；
四是错绘我国行政区域界线，擅自发布重要地理信息；
五是把一些敏感的、不宜公开的、甚至涉及国家秘密的相关信息标注在地图上；
六是公开登载的地图不按规定送审、不按审查意见修改、不按要求备案；
七是公开登载的地图送审后不按规定标示审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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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为什么要规范使用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地图上的“点线”较真，正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认真。

最近一段时间，有的热门影视作品漏绘、错绘中国地图领土及国界线，一些国际知名品
牌登载错误地图、标注错误称谓，个别网站违法使用涉密敏感地图……这些“问题地
图”，既危害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利益，也容易模糊认同、歪曲认知，伤
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地图有分量、地图有规范、地图有立场、地图有边界、地图有原
则，地图的制作、使用和传播马虎不得，也乱来不得。

针对“问题地图”的规范措施

【史图馆】中国历代疆域速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s411N7fF 12/26



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实现“一点不能错”的目标，不妨从正本清源做起

自然资源部正式上线2019

版标准地图，为公众提供权
威、准确的公益性地图服务。

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
校、进社区、进媒体，在全
社会大力普及国家版图知识。

“向社会公开的地图”要严
格按照“谁公开、谁送审”
的原则，有责任有义务规范
正确使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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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19年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
第39集中，在绝大部分中国版图
都着色的情况下，原本属于中国
的海南岛和台湾岛都没有上色，
同时，地图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
的划分上也出现了错误。随后，
相关方对地图进行了修改，然而
修改后的地图在中国藏南地区的
中印边界仍然存在错误。自然资
源部对电视剧相关内容进行了初
步核查，责成属地管理部门对涉
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错误案例

此部分来源于新民眼，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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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18年上海锐普广告有限公司中国地图使用错误

错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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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如何
规范使用

寻找正确的地图

ONE

从自然资源部、国家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天地图”、生自然资
源厅网站获得的标准地
图可用于新闻宣传用途、
书刊报纸插图、广告展
示背景图、工艺品设计
底图等，也可作为编制
公开版地图的参考底图。

使用时标注审图号

Two

社会公众可以免费浏览、
下载标准地图，直接使
用标准地图时需要标注
审图号。

编辑改动需审核

Three

对标准地图内容进行放
大、缩小或裁切等编辑
改动的，公开使用前还
需要送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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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图的规范使用

严肃的政治性

严格的法定性

严密的科学性

小总结
强化地图监管、严格地图
管理势在必行。只有不断
加大标准地图的有效供给，
才能让地图的传播和使用
有据可依、有规可循。

铭记历史、热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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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什么是政治术语

政治术语是政治专业词汇单位，是由名称和概念组成的政治语言统一体

政治术语区别于其他术语的地方，在于其政治严肃性和思想导向性。

统战类

领土主权类

民族宗教类

国际关系类

历史事件类

社会生活类

法律制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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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规范使用政治术语的必要性

各国政治外交越来越紧密，为更好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尽管广
大翻译者对翻译政治术语尽心尽力，但也有大量的欠妥之处存在于各
大学术期刊等。

并使这些错误译名长期误用，习焉不查。这种错误译名违背术语
本身的翻译规律，必将造成术语译名的不统一，使对外交流产生混淆
和错误理解，甚至导致政治性错误。

须参考几个重要的文件：

《中央台办、外交部、中央宣办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
《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学术出版物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禁用词”和“慎用词”所列内容分为两类—严格执行并记错、参照执行不记错

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9年2月最新修订）http://aocs.mnnu.edu.cn/info/1003/1147.htm 19/26



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出版物中导致政治性差错的

作者原因

ONE

由于作者自身的政
治敏感性不强、政
治知识储备不足,写
作时就容易在思想
观点、政治用语、
逻辑语法等方面出
现政治性差错。

编辑原因

Two

编辑的政治敏感性、
政治知识储备度、
审稿认真程度等都
影响书稿中政治性
差错出现的频次。

6、对国内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不使用“老板”。
8、不使用“践行‘八荣八耻’”的提法，应使用“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
14、不得使用“某某党委决定给某政府干部行政上撤职、开除
等处分”，可使用“某某党委建议给予某某撤职、开除等处
分”。
18、在案件报道中指称“小偷”“强奸犯”等时，不要使用其
社会身份或者籍贯作标签式前缀。如：一个曾经是工人的小偷，
不要写成“工人小偷”；一名教授作了案，不要写成“教授罪
犯”；不要使用“河南小偷”“安徽农民歹徒”一类的写法。
24、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不
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不能随意
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
简称为“维族”，“朝鲜族”不能简称为“鲜族”等。
34、“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
“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88、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100、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前苏联"，而使用“苏联”。
102、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带一路”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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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关于规范使用的举措

一、 充分认识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

二、 严格执行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有关规定。

三、 高度重视规范使用外国语言文字。

四、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出版物语
言文字使用及质量的管理和检查。

五、 出版媒体、出版单位及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的宣传教育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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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One 1

Two 2 Four 4

Three 3

不断增强政治把
关意识；严格遵
守宣传思想工作
规律和要求

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

系读者

加强政治理论
知识学习，提
高政治敏感性

政治把关意识
要贯穿于编辑
工作全程

以
图
书
写
作
为
例
避
免
其
中
政
治
性
差
错
的
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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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毕业论文中出现政治性错误惩罚

——选自《吉林工程师范学院毕业论文指导书》

23/26



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英文论文中政治术语的规范翻译

《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持建设，是国内首个国
家级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旨在规范重要政治词汇术语多语种译法，为对外传播翻译
工作提供相关数据资源服务，确立国家主导的重要政治词汇外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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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术语的规范使用

注意涉及政治地位的差错

注意事实性差错

注意政治导向性差错

应注意
的问题

注意其他方面的政治性失误

铭记历史、热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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