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性金融研究》版式要求

为提高我刊审稿效率，请您严格按照以下版式要求对文章进行排版，具体要求如下：
1.正文前面包括：标题、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全部翻译成英文，
放在文章最后（参考文献后面）。
英文翻译字体用 Times New Roman, 英文标题（3 号），英文副标题（小 4 号）
，Name (4 号),
Abstract (5 号)， Key words(5 号)。英文翻译注意用英文标点符号，关键词用分号隔开，结尾没
有符号。英文标题的首字母大写，标题中主要单词的开头字母要大写。
作者英文姓名翻译格式(作者之间用空格隔开)，如，Zhang San Wang Wu
2. 首页标题的下一行是作者姓名，范例格式如下：

文章标题(1 号字体,

居中)

--副标题(小 4 号宋体,

居中)

作者姓名 1 作者姓名 2 (小 4 号华文仿宋体, 居中)
3. 中文摘要由三部分组成：研究的问题；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研究的结论。中文摘要一般控
制在 400 字以上。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结尾没有符号
范例格式如下: [摘 要]（5 号黑体）
本文****。
（5 号华文仿宋）
[关键词]（5 号黑体） 关键词 1；关键词 2 （5 号华文仿宋）
。。

4. 收稿时间、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以脚注的形式（如 1.2. ）放在文章第一页，标题用 5 号黑
体加中括号，内容用 5 号宋体。
收稿时间，结尾没有符号。 例如：[收稿时间] 2011-03-23
基金项目，可列示项目名称和编号，基金项目不能超过 3 个，以分号隔开，结尾没有符号。
例如: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93Yxxxxx）；北京市青年基金项目（48xxxx）
作者简介的格式如下：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学历、学位、专业等。
作者间用分号隔开，以句号结尾；若几个作者单位相同，请合并一个地址。
5. 二级标题以“一、
”排序，字体与文章正标题一致，用小 4 号加粗，结尾没有符号，前后
各空一行；三级标题以“
（一）
”排序，字体用 5 号黑体，结尾没有符号；四级标题以“1.”排序，
字体用 5 号宋体，结尾用句号。五级标题以“（1）
”排序，字体用 5 号宋体，结尾用句号。除非特
别强调，四、五级标题一般与正文直接连接；正文用 5 号宋体。
6. 正文部分提到的学者若是外国名字，需按通俗译法译成中文，括号里面写原文的名字。
（不
要注明引用年份）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特别著名的人物不用标出英文，如:马克思。
多名学者用 “XX 等人”, 例如:乔森等人（Josen et al）
。
英文名字翻译的标法为：先英文字母，用下圆点；先中文的，用中圆点。
如:W.L.刘易斯；乔治·H·福特。
7. 正文部分的变量为斜体；运算符号为正体；向量、矩阵的符号为黑斜体；GDP,CPI,M1 等
常用名词一般用正体；数字与数字之间、字母与字母之间、数字与外文字母之间用逗号分隔，不
能用顿号。
8. 参考文献附于正文之后，所列文献必须是文中用到的主要资料，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分类
单列，中文在前，英文在后，并分别按 26 个字母排序。
(a) 参考文献四个字用小 5 号黑体。
(b) 中文参考文献用小 5 号楷体，英文参考文献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全部用正体）
。

(c) 参考文献（中文和英文）标点、数字、字母全部用英文符号和 Times New Roman
(d) 英文文献标题名的首字母大写，标题中主要单词的开头字母要大写。
(e) 英文文献作者的姓名顺序是：名在前，姓在后。两个姓名之间用逗号分隔（不用 and）
。
9.参考文献序号左顶格（换行与头行文字对齐）
，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参考
文献序号与文字的字体、大小一致。两个姓名之间用逗号分隔，每条参考文献条目最后均以“.”
结束。参考文献编排格式如下：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文献类型标识: 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
(2) 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3) 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 出
版者，出版年.
(4)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5)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名[电子文献标识/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可获得地址，引用日期.
电子文献标识: 数据库 DB、计算机程序 CP、电子公告 EB；
载体类型标识：光盘 CD、联机网络 OL；
例如：
出版光盘：
[1]张三.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公开期刊网：
[2]李四.固定汇率对经济影响[J/OL].http://www.springer.com/pub/wml.txt/98404.html, 2011-02.
个人主页：
[3]李四.固定汇率对经济影响[EB/OL].http://www.ebot.cn/pub/wml.txt/98404.html, 2011-02.
10.参考文献必须是公开发表的刊物或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的（注明网址）。
11.表的规范：表必须要有表名（如：表 1 ***）
；表的名称放在表上面，用小五号黑体；表内
容用小五号宋体；表的单位要标示清楚；除变量外，全部名称翻译成中文。表要放在正文提及之
后。
12.图的规范：图必须要有图名（如：图 1 ***），以小五号黑体，图的名称放在图下面；图的
横轴和纵轴的内容和单位名称要标示清楚。图要放在正文提及之后。
13.图表的后项包括：注、说明、资料来源。用小 5 华文仿宋，结尾用句号。图表中有①或 *
等，用“注：”来说明；没有符号的，用“说明：”来说明；数据来源、文献来源统一用“资料来
源：”
。图表的内容全部汉化（特别是统计软件输出的部分）
。
14.公式的规范：公式结尾不用标点符号，公式以“（1）”序号，右顶格全文排列，在文中引
用时，称为“式（1）～式（3）”
15.文章注释中提到某人的观点等，也要有相应参考文献；文章注释中如果是引用：书、杂志、
网址全部归并到参考文献。
①
16.脚注按每页排序，用 符号；脚注内容以小 5 号宋体，如，① ***。序号与文字字体大小
一致。
17.数字三分空（例如：2 000.000 23）
。
18.年份之间用短横杠，其他数字之间用波浪线，注意单位。例如：1999—2000 年；20 世纪

80 年代；3000 元~4000 元
19.为了防止“我们”含义模糊，请文中自称“笔者”
。
20.页面设置：A4 纸，上边距 3cm，下边距 2.5cm，左边距 2.7cm，右边距 2.7cm，单倍行距；
正文排五号宋体，即每页约 1500 字（字符数统计：包括空格、脚注、尾注、二级标题上下各空 1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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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XXXXXX 的经济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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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 xxx 企业的 xxxxxx 行为促进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关键词] 企业 xxxxxx； 经济后果; 区域化

一、前言
为了能够系统地分析国际经济的影响，班森和爱德华（ Benson and Edward）
、乔森等人（ Josen
et al）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经济后果分析
灾难使贸易盈余持续递减（如图 1 中虚线所示），直到 1996 年底才有恢复的迹象。东南亚经
济体应当提前做好防范措施稳定物价、补充投资供给。
储备变化率（%）

项目变化率（%）

年份

图 1

外汇储备和经常性项目余额同比变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启示
出口信用机构（Export Credit Agency）为东南亚各国政府，提供融资需求，见表 1，刺激当地
的经济发展。②如式（1）~式（3）
：

[收稿时间] 2011-04-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93Yxxxxx）
[作者简介] 张 三，中国 xx 大学 xxx 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王 五，贵州 xx 银行信贷部，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②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提供大量的贷款和资本援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a+b-c=d
表1

(1)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样本数=40）

变量
1 性别
2 年龄
3 学历
4 xxxx
5 xxx
6 xxxx
7 xxxx
**

平均值 标准差

1 性别

2 年龄

--

--

--

--

--

--

--

--

--

22 437

22 437

-0.057

--

--

--

--

--

--

**

**

--

--

--

--

--

0.073 (0.716)

--

--

--

-0.008 (0.817)

--

--

0.011 (0.854)

--

--

-- -0.201

6.276

0.7116

0.131

2.381

0.507

0.060

3.419
3.040

0.7991
1.062

0.340

*

0.072
**

0.189

0.070

0.017

0.001 -0.272

**

3 学历 4 xxxx

0.091

0.055 -0.152

**

-0.041 -0.189

**

5 xxx 6 xxxx

-0.255

**

**

0.152

7xxxx

(0.840)

*

注： 代表显著性水平<0.01， 代表显著性水平<0.05。
说明：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字为信度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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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nfluence of Enterprises’ XXXXX
Zhang Shan Wang Wu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xx xx xx xx xx xx xxx xx xx xx x x xx xx x xx xxx xxx xx xx xx xx xx
xx. xxx xx xxx（建议 800-1000 字左右，含研究的目的、方法、启示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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