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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相交 成其久远

The heart intersects into its long history

砥砺二十年

一路上中郁集团离不开贤良俊杰的支持与帮助
习主席在演讲时曾引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以金相交金耗则忘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以势相交势败则倾 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以情相交情断则伤 唯以心相交 方能成其久远”
是金子就要发光

中郁集团殷切期望有识之士加入
成为我们事业的合伙人

也真心希望我们中郁的家人

在企业中勇担重任、锐意创新
在前进的道路上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们一路前行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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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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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组织架构

Company Proﬁle

Z hongyu architecture

中郁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郁集团），于 1997 年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电子出版物中心改制成

立。2012 年响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走出去、引进来”的号召，在国内外展开学术交流、期刊服务、图书出版、科研合

作与成果转化等业务。经过二十余年的砥砺前行，中郁集团已发展成为“以学术出版为基础，以科研合作与成果转
化为龙头，以数字化平台建设为依托，以知识产权、教育培训为两翼”的文化产业集团。

中郁集团旗下拥有中科文苑（北京）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科文图出版技术研究院、北京伊诺未来知识产

股东大会

权事务所等 16 家公司，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辽宁等区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

Board of Shareholders

监事会

Board of Supervisors

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均设有办事处，与世界多个科研机构、学术出版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集团总部

董事会

在职员工 350 多人，其中硕博人员 23 人，外籍专家 10 余人。

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Remuneration and Evaluation

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高级管理层 Senior Management

Zhongyu Educatio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is ref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总经理（办公会）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

(董事会监管）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财务中心

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cation & training

Almost ten years passed,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is still! Zhongyu Group is willing to take“Tell the Chi-

nese story well, spread the Chinese voice well”as the miss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integrate seamless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eract and cooperate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constantly
collect global high-tech resources. It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promote

scientiﬁ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mote glob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exchanges, achieve results sharing,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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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划部

Planning Department

共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du-

党工部
Party Committee

汇集全球高科技资源，期待与社会各界一道，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促进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实现成果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

General Office

Strategy Committee

新时代中郁集团将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目标，继续与国际无缝接轨，跨国界互动合作，不断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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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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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mission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打破交流壁垒，实现成果共享

Break down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nd share achievements

监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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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际知名的科创、出版服务企业 做国内一流的文本化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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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

Enterprise vision

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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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产业，做事业，做基业

Do industry, career and foundation

诚信 高效 合势 共赢

Integrity, eﬃciency and win-win cooperation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与春城国际合作先后在新加坡成立世界知
识出版有限公司、环宇出版社、协同出版
有限公司，陆续出版学术期刊 IMS《医学
科学进展》、RET《教育理论综述》、FAE《建
筑与工程前沿》、3D 等一系列中英文学术
期刊。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中科文图（北京）出版技术研究院成立

2015年，在京举行
“临床与转化医学研
讨会”。中国工程院
韩德民院士主持会
议，来自世界各地的
签约编委对神经生理
学、JCTR范围和研究
重点、危重症医学中
氧气输送等课题进行
了专业、细致的交
流。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与中国科学院生物所免疫诊疗中心联合创办
学术期刊《Cancer+》（首任主编李翀博士）。
6 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
长陈企业教授一行 8 人与我司就开展“亚太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AP-SCI）”合作，学
术期刊入库标准等工作进行深入探讨。

中科文苑(北京)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中郁集团喜迁丰台CBD，5A级写字楼汉威
国际广场一区办公。

北京艾特多媒有限公司成立

2005

1998

1997

2015

2011
2013

2008

1999

北京中科文普出版研究中心成立

前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
电子出版物中心。

09/10

电子出版物中心与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国家
科委火炬中心、在王瑞明主任亲自指导下圆
满完成《中国高新区十年》纪录片的拍摄及
画册出版任务（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
放）。

北京汇中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王郁涛博士建立了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
个收录终身教育研究课题的数据库 ---中教数据库（课题编号 ZLH132402）。

2021

2019

2018

集团与新加坡南洋科学院（NASS）达
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完成与亚太出
版联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签
约仪式，成为大中华地区唯一指定代
理机构。

2020

中郁集团重组后成立。与中科院物理所医学免疫
中心成立“中科伊诺（北京）国际医学院”。同年，
新加坡 Whioce 出版社《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printing》被 SCIE 收录，
《临床转化医学研
究》被 pubmed 数据库收录。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企业荣誉

Zhongyu honor

中央电视台2018年度公益之星

中郁集团全球终身教育特殊贡献奖

中郁集团品牌影响力标杆企业

第七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最佳组团奖

中郁集团教育科研基地

王郁涛先生高级顾问聘书

中科文苑生产率突出贡献奖

中郁集团国际突出贡献奖

中郁北京优秀团体奖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第五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优秀组团奖

全国专利工作先进代理机构

最佳战略合作伙伴

中郁集团自主创新优秀企业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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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文化产业链

Five in on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hain

PART II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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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layout

科研与成果转化服务

/Scientiﬁc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学术出版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数字化平台建设
教育培训服务

甘苦与共

/Academic publish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薪火相传

数字化
平台建设
学术出
版服务

/Digital platform

Share joys and sorrows,
and pass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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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及
成果转化
服务

知识产
权服务

教育培
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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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学术出版服务

A cademic publishing services
中 郁集团发展 20 多年来，致力于以学术出版服务为基础，不断深耕和优化服务模式，由经验丰富的学术出版

专家提供基于专业的指导，打通知识生产、调配传播、扩散和利用等环节，为用户的知识共享和创新活动打造多层
次的超优质服务；共同形成学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大力推动了我国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服务涉及医学科研、文化教育、社会科学及学术论著等诸多领域；目前已经合作的国内外出版社由 40

余家，协助出版学术专著及图书 2000 余册，为杂志社组织稿件 60 余万篇，协助 40 万余名作者校编译文章 40 万篇。
其中有 43 本高质量水平的期刊被 SCI、ESCI、CAS（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中国知网、谷歌学术、EI、WOS 等国
内外主流数据库全文或部分收录。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

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Display of some works 部分作品展示

亚太学术出版联盟

亚太学术出版联盟是由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著作出版、学术成果传播等机构资源组成的一个集专业性、学术性和协作

性于一体的学术出版共同体。联盟发起单位有：新加坡南洋科学院、新加坡双语出版社、美国恩柏出版社、澳大利亚科研出版社、
新加坡亿科出版社、新加坡环宇出版社、新加坡城市科学发展出版社、新加坡协同出版社、APSCI 数据库等。

该联盟的宗旨是推进学术出版的规范体系建立，重构学术出版生态圈，让科学无国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致力于搭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积极促进成员间学者、翻译、营销、版权信息、教育培训等资源共享。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

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精心打磨产出的学术成果资源
多层次展现学术能力与需求

挖掘内容潜在的优质价值和高度
*纸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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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出版

*音像出版

*网络出版

构建与传播知识的世界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科研及成果转化服务

S cientiﬁc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经 过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全力保持这一引人瞩目的发展势头，同时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如何寻找到一条最佳路径，在未来实现知识驱动下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科学界应该
在这个转变中发挥核心作用。之前政府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已经推动了国家科研产出的大幅增加；但是，在这个关键的转折
关头，中国的科研环境也面临着特有的严峻挑战！

知识产权服务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

中 郁旗下北京京津冀联合知识产权咨询服务中心、北京伊诺未来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是权威的知识产权服务商，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用户提供商标注册、专利申请、高新企业认证、专利交易、科技项目申报、知识产权维

权与诉讼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已累计为数千个用户提供了优质服务，其中完成发明专利 1200 多项，实用专利 4000 多项、
科技项目申报 400 余项。

中郁集团凭借多年积累的国内外优质资源和运营优势，开展以科研服务及成果转化为龙头，汇聚海量的技术、资本、人

才、服务、平台等高端科技创新要素，以部分两院院士、期刊编委会国际专家、科学院签约研究员为基础，建立了全球科研专
家资源库，为客户提供科研项目咨询、设计、项目实施、成果产出、国际交流等多元化服务，是领先的一站式、国际化科研服务
平台。

中郁集团围绕为国内科研机构、组织、科研工作者提供国内外课题立项、申报服务、实验外包、重点学科建设、三名医院

打造等服务，目前已协助国家级自然课题立项 100 项、省级课题 300 个、市级立项课题 200 个，其中获得科技进步奖 3 项、
省市级奖项 20 个、重点学科建设已完成 10 项，为云南人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 38 个三甲医院完成重点科室建
设，合作转化落地科技成果 30 多项，如杭州膀胱癌检测试剂项目等。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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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建设

S cientiﬁc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APSCI 亚太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面向全球的网络出版发行机构，开放获取。基于多年国内数据库开发技

术，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知识数据库平台。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根据自有数据库及网络开放文献进行检测，对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

为进行大数据比对。可在亿级文献库 0.2 秒出检测结果，并生成检测报告。

智能主编系统

集在线投稿、自动过滤不合格文献、自动分栏、在线审校、在线排版等

出版模块为一体的出版机构智能工作系统，出版机构可自建工作流程。2017
年已获软件著作权证书。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

已签约国内 1300 余家期刊社，其中核心期刊 240 余家，国际期刊 100

余家。收录入库 150 余万篇全文文献，采集开源文献碎片 3500 余万篇。拥
有多个热点板块，集在线创作、投稿、AR 阅读为一体的大型数据库平台。

AR 阅读

利用现实增强技术，自主研发，服务于期刊、图书、报纸等出版产品的

打造数字经济新业态、构筑数字化平台是企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中郁集团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依托的服务，重塑产
业生态价值链，是未来最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

中郁集团多年来持续对核心业务进行升级改进或重构，

逐步完成数字化赋能，打破文化交流的壁垒，通过智能化运
营和数字化创新，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 , 实现

知识产品信息交互和价值的有序流动，为用户提供精准化、
定制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让
知识焕发了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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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阅读程序，增强阅读体验感。

自动审稿

根据期刊社大数据，让作者可以自助一键审稿是否能满足期刊社用稿要

求，并推荐出更为匹配的期刊。

建立数据库是紧跟时代发展，又顺应时代发展，以“开放存取，让世界自由

传播科学成果”的战略定位，致力于服务学术领域的“内容生产、资源对接、智

能编排、新式传播、阅读呈现、大数据支持 和国际交流”等全过程，融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推荐算法等前沿技术，一体化服务于作者、期刊社、读者，提升各方的
效率和价值，打造学术服务闭环。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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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服务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中郁集团教育培训运营平台，结合企业资源，整合学会、协会、三甲医院、高校、

科研院所等机构，可提供在线视频教学、线下辅导、考前指导、职业职称考级培训等
服务。目前开展项目有执业医师、执业药师、健康管理师、心里咨询师等从业资格证
及一、二级建造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主播上岗培训、育婴师等教育培训服务。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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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第三部分
ON THE WAY
企业优势

/Enterprise advantage

战略合作伙伴

/Social responsibility

资源优势

联合实验室
社会责任
经典案例

/Cooperative partner
/Classic case

/Cooperative partn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远见卓识 成就经典

Share joys and sorrows,
and pass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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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Enterprise advantage

韩启德

Tor Dahl（杜达）

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著名天体化学

“世界生产率科学之父”

贾敬敦

刘志仁

杨兴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

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

于行前
中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

与地球化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火炬中心主任

全球拥有 13000 多名签约编委

王治国

倪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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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印遇龙

吴宏鑫

匡廷云

成

黄晓勇

闫志民

初炳英

全球拥有 13000 多名签约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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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

Resource advantage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S trategic partn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国际合作资源及机构

新加坡双语出版社

百图出版社（澳大利亚）
BIQ-Byword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尼日利亚

南非

澳大利亚科研出版社

新加坡协同出版社

新加坡环宇出版社

新加坡城市科学发展出版社

新加坡亿科出版社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伊诺科学研究院（马来西亚）
Inno Academy of Sciences

国际院士联合体
International Academicians Association（IAA）

世界科技出版社（新加坡）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南洋科学基金会（新加坡）
Nan Yang Science Foundation

亚太学术出版联盟
ASIA-Pacific academic publishing Alliance（APAPA）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科学研究出版社（英国）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Company

前沿科学出版社（新加坡）
Front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新加坡南洋科学院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德国）
Springer Publishing Group

赛必德国际科学与技术学者联合会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爱思唯尔(Elser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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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恩柏出版社

国际科学与技术学者联合会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 federation

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
John Wiley & Son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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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

社会责任

Joint Laborato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为了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和可持续的国际科研合作，承担国际前沿或重大需求科研任务，新加坡南洋科学

院联合创建了拥有先进设备的实验室，旨在持续产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原创成果，力
争使学术影响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014 年，公司加入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

2018 年，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合作拍摄“英才少年”系列微电影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Laboratory of Magnetron Sputtering Coating 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laysia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药物
药理联合实验室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01 Universiti Malaysia Perlis

02 Beijing Joint Laboratory of

马来西亚玻璃州大学生物联合
实验室

百奥思科生物医学技术北京
联合实验室

Biology Laboratory

Biomedical echnology

磁控溅射镀膜联合实验室

03 Non-Destructive Bio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Malaysia
马来西亚UTM大学非破坏性生
物医学和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

04 SCIGEN Research & cv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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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t Ltd SC&GEN
印度联合实验室

2016 年，公司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华孝道”系列节目沈阳新闻发布会。

公司代表参加“2014 全国商界领袖峰会”

2017 年，由我会组织的“情系中华”全国书法大赛在钓鱼台举行
新闻发布会，中国书法协会主席苏士澍欣然题写“情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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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

periodical 期刊

database collection 数据库收录
01 工商行政管理
02 生物医学通讯

03 中药学研究杂志
04 计算机科学研究

此刊已收录在

此刊已收录在

E-SCI

中国知网

Scopus

维普

亚太科学引文索引

此刊已收录在

此刊已收录在

PubM ed

谷歌学术

开放期刊门户

CPCI

知识共享联盟

我的科学工作数据库

01 地球化学研究

01 医学科学进展

03 机械自动杂志

03 现代电子技术

02 海洋科学杂志

01 当代电子通信

02 财经研究杂志

04 教育理论综述

04 普通外科

02 信息与计算机安全
03 先进急诊医学

译著出版

04 金属材料研究

01 经济科学杂志
02 林业科学学报

03 医学免疫学杂志
04 基因科学与工程
05 建筑研究期刊

新加坡萬仕出版社
《膀胱癌研究前沿》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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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新冠专家解读》
中文版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新冠预防手册》
中英文双语版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新冠防控新科技》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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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
译著

目前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Springer、Wiley 建立了版权引进翻译出版工作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世界图
书出版社、陕西科技出版社建立了版权输出出版工作。

学术期刊《国际 3D 生物打印》跻身世界一流期刊行列。2021 年 7 月，

科睿唯安官方发布的最新年度《期刊引证报告》( 简称 JCR) 公布，中郁集

团 旗 下 WhiocePublishing 出 版 社（新 加 坡）创 办 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printing》（以下用中文名字《国际 3D 生物打印》）获得了
2020 年 JCR 期刊影响因子分值高达 6.638 分，是全新加坡学术期刊分值最
高 的，在 关 联 的 两 个 领 域 均 被 列 入 Q1：在 SCIE 收 录 的 Engineering,

Biomedical 大 类 中 排 名 第 14/90 位（Q1），在 Materials Science,

Biomaterials 大类中排名 9/40 位（Q1）。《国际 3D 生物打印》是一本开放

获取、同行评审的国际高端学术英 a 文期刊，现已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Scopus、PubMed、ProQuest、CAS、CNKI

Scholar、Crossref、Google Scholar 等主流数据库收录，主要关注 3D 生
物打印技术，即用包含可生长发育的活细胞或者生物要素的材料，制造出

细胞组织或生物技术产品，研究目标囊括从概念创造到制作生物打印过程，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肿瘤组织一致性与致癌机理》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中心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肿瘤外科病理学》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乳腺病理学》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人体经筋循行地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激素与眼底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相关临床应用以及其社会影响。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

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ported by intellectu

1999 年，与国家科技部高新司、国家科委火炬中心王瑞明主任，共同完成

中国科学出版社
《年轻女性乳腺癌》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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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乳腺病理学》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视网膜手术》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中国科学出版社
《斑秃临床医师手册》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新加坡伊诺科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学教科书》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

了《中国高新区十年》纪录片及画册的出版任务。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

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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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愿景规划

Future vision planning

PART IV 第四部分
DREAM 梦想
未来愿景规划

/The future vision plan

中郁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践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的美好愿景，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帮助提高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期刊的话语权。绘
就集团新格局，赋能文化产业。

中郁集团未来三年内，将不断努力完善集团化建设及规划。

一、与合作机构共同奋进，用两年时间完成中科文图电子书库的合作建设。

二、深耕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坚持科技创新，完善数字化、智能化文化产品和平台，

顺利完成从传统出版型到数字出版型服务的转型升级，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服务创新科技。
三、高度重视国际化发展，用真诚的服务，助力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国际优秀学术引入中国，

真正做到学者国际化、编委国际化、读者国际化及学术科研转化应用的国际化。

四、继续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产业交流活动，创新体制机制，利用企业自有的制度优势、

组织优势、人力优势更大化地转化为传播优势，加强传播等能力的建设。

五、践行《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探索协作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在国

内布局落地转化、国际平台整合产业资源，打通产业链，打造全方位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集团，
使产值稳定增长，争取早日在新加坡凯利板上市。

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

Develop and innovate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erred to as Zhongyu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of China Electronic Audio and Video Publishing Hous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2012, it launched a career of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eriodical service and book publishing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Zhongyu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group based on academic publishing, led by scientiﬁ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cked by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pread a good Chinese voice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北京

沈阳

邮箱 : bj@zhongyuvip.cn

邮箱 : hr@yinuofuture.com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汉威国际广场一区东塔 4 层 401
电话 : 010-53348488 400-101-0231 转 1

上海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 21 号新荣大厦 B 座 912
电话 : 13889368186

地址 :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沪亭北路 218 号 g111

石家庄

电话 : 15026891760

( 河北省盐务管理局院内 5 楼 )

邮箱 : it_worksoft@163.com

地址 : 石家庄裕华区体育南大街 381 号
邮箱 : sjz@zhongyuvip.cn
电话 : 400-101-0231 转 4

西安

地址 :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大明宫万达广场 3 号
甲写 1008 室

邮箱 : 1154896635@qq.com
电话 : 18329932116

南洋科学出版社

Nan Yang Academy of Sciences
Add.: 12 Eu Tong Sen Street,
#07-169, Singapore 059819
Tel.: +65-65881289

E-mail: contact@nassg.org

Web: http://www.nassg.org

澳大利亚Publishing Oﬃce

Email: info@bbwpublisher.com

Website:www.bbwpublisher.com
Address: 34-2B, Jalan Puteri 1/2,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hone: (+603)50223176

英国科学出版社

UK Scientiﬁc Publishing Limited.

Add.: 69 Aberdeen Avenu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B2 8DL
Tel.: +44 122 360 3549

Email: contact@ukscip.com

美国

日本

中国 · 香港

Tustin, CA 92780,

４１番１２号３０４号

威利商业大厦 9 楼 B 室

14701 Myford Road, Suite B-1,
United States

Tel：+1 (949) 299 0192

Email：contact@enpress-publisher.com

東京都三鷹市下連雀三丁目

地址：香港湾仔谭臣道 8 号
电话：00852-31158560

保定

地址 :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茂业中心 1901 室
邮箱 : xsepxr@163.com
电话 : 18631280508

郑州

定州

瀚海璞丽中心 A 座 2111

邮箱 : dz@zhongyuvip.cn

地址 :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与经二路交叉口
邮箱 : 2190815676@qq.com
电话 : 13303714610

地址 : 定州市中山东路宋街 16-112C
电话 : 400-101-0231 转 2

太原

沧州

座 22 层

邮箱 : cz@zhongyuvip.cn

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 A
邮箱 :279665611@qq.com
电话 13835164996

地址 : 沧州市运河区广场街 2 号人防大厦
电话 : 400-101-0231 转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