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文   题   目 

 

     作者 A 1，2，作者 B2      

                    

（1．学校 院系，省 市 邮编；2.科室 单位，省 市 邮

编；…） 

摘要：□□□□□□□□□□□□□□□□□□□□□□□

□□□□□□□□□□□□□□□□□□□□□□□□□

□□□□□□□□□□□□□□□□□□□□□□□□□

□□□□□□□□□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文档最后部分可见 

文章编号：  由《特区经济》编写 

 

 

 英文题目首字母实词大写，虚词小写（专用名词除外） 

Author1 Author2 

（1.School or Department，University，City Zip code, 

Province，China；2.Office，Company，City Zip code, 

Province，China；…） 

Abstract: □□□□□□□□□□□□□□□□□□□□

□□□□□□□□□□□□□□□□□□□□□□□□□

□□□□□□□□□□□□□□□□□□□□□□□□□

□□□□□□□□□□□□□□□□□ 

Key words: □□□□；□□□□；□□□□  

 

 

论文题目要精炼，一般

不超过 20个字 

若有多个作者且作者

来自不同单位的请用

“上标 1,2……”标示        

张三 1，李四 2 

摘要应简明扼要地

说明论文的主要内

容，字数 100-300

字。关键词一般 3-8

个，用“；”隔开。 

必须标明中图分类

号，查询网站为：

http://www.ztflh.
com/ 

写明文献标识码 

论文应有标题、作者

姓名及工作单位、摘

要、关键词的英语翻

译，且应与中文部分

对应，应避免出现拼

写及语法错误。 

说明：此“论文模板”中“□□”代表

论文内容，作者在订正格式时无需修

改文章的字体、字号等，但论文模板

要求的所有要素要齐全。此文件后附

有具体实例，供参考借鉴。 

http://www.ztflh.com/
http://www.ztflh.com/


一、一级标题  

□□□□□□□□□□□□□□□□□□□□□□□

□□□□□□□□□□□□□□□【1】□□□□□□□□□

□□□□□□□□□□□□□□□□【2】□□□□□□□□

□□□□【3】56 

 

1． 二级标题 

□□□□□□□□□【4-5】□□□□□□□□□□□□□

□□□□□□□□□□□□□□□□□□□【3】57□□□□□

□□□□□□□□□□□□□□□①□□ 

 

①三级标题。□□□□□□□□□□□□□□□□□□□□

□□□□□□□□□□□□□□□□□□□□②□□□ 

 

 

          图 1：类别图 

 

…… 

 

三、结论 

□□□□□□□□□□□□□□□□□□□□□□

□□□□□□□□□□□□□□□□□□□□□□□□ 

注释： 

①□□□□□□□□□□□□□□□□□□□□□□□

□□□□□□□□□。 

②□□□□□□□□□□□□□□□□□□□□□□□

□□□□□□□□□。 

 

层次编码用“一、 

1. ①”形式编排，

原则上宜最多列 3

级标题 

参考文献要在正文中用上标“【1】【2】”的

形式标出，在正文后按顺序列出，不可混乱。 

如存在多处引用同一文

献，要在序号后标明页码,

以便区别，如文中的【3】 

1.如存在同一处引用多

篇文献，则将个篇文献

的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

列出，中间用“，”隔

开如： 【8,11】 。 

2.如遇连续序号，起讫

序号中间用  短横线链

接，如模板中的【4-5】.                                                                                                                                                                                                                                   

注释在正文中用上标

的①②…标出。在正

文后按顺序列出。注

释是对文中某处的解

释说明，与参考文献

不同，注意与参考文

献相区别。 

如文中有图表，在正

文中必须有与图、表

呼应的文字，且叙述

应与图、表结果相符 

 

结论尽量不与文章摘

要重复 
按正文中标注的顺序列出 



参考文献： 

[1] □□□□□□□□□□□□□□□□□□□□□□□

□□□□□□□□□□□□□□□□□□ . 

[2] □□□□□□□□□□□□□□□□□□□□□□□

□□□□□□□□□□□□□□□□ 

…………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编号）多个项目用“；”间隔   

 

作者简介：名字（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单位，职

称，学历。研究方向：XXXXXX。联系邮箱，联系电话，样刊

邮寄地址。 

 

收稿日期：yyyy-mm-dd(年-月-日) 

 

文献标识码： 

A——基础性理论与应用研究 (应具有创新性研究成果); 

B——应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扎

记(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政策性

评论、标准技术规范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

书刊、知识介绍等)。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以及文摘、零讯、补白、广告、启事

等不加文献标志码。 

 

 

 

按正文中标注的顺序列出。参考文献著录格式遵循

C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作者简介除了作

者的基本信息外，

要注明联系邮箱、

联系电话，样刊邮

寄地址，以便后续

的联系。 



 

论文格式实例：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初探  

    ---以青海农牧区为例 

刘  波    

 

（青海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文章结合利率市场化和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理论，对

青海省农牧区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从它们的内部因

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分析了融资难的原因……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小微企业，青海农牧区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financing problems of small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take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areas of Qinghai as an 

example 

Liu Bo 

(Qinghai University,  810016) 

Abstract ：The paper combines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with 

related theory of small business capitalization, exploring those 

corpor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areas of Qinghai. …… 

Keywords: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small business,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areas of Qinghai 

 

 

说明：此“论文模板” 仅供制定论文写

作体例格式参考，故内容多有不连贯。 

论文题目要精炼，一般

不超过 20个字 

如果作者来自不同单

位的请标示序号，如：            

张三 1，李四 2 

摘要应简明扼要地

说明论文的主要内

容，字数为

100-300字。关键

词一般 3-8个 

必须标明中图分类

号，网站为：

http://www.ztflh.
com/ 

写明文献标识码 

英文标题、作者姓名

及工作单位、摘要、

关键词应与中文部

分对应，应避免出现

拼写及语法错误。 

http://www.ztflh.com/
http://www.ztflh.com/


 

 

一、青海农牧区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1.青海农牧区小微企业融资现状 

近年来，青海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较好地促进了

小微企业的发展。……，比 2014年年初增加了 152.25亿元[1]。…… 

① 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较大 

截至 2014年年底，青海省注册资金 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

业累计登记了 31590户，占据了省内所有企业的 70.9%，单是

2014年登记的就有 8646户，占了新登记所有类型企业的

71.8%[2]，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2009

年小微企业实际融资占融资需求的 35.51%，2014年仅占

20.06%。从图 1可以得出，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年均增长速度

为 55%，而实际融资增幅只有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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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4年青海省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与实际融资

情况 

数据来源：2009－2014年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 

②小微企业融资占比偏低 

……………… 

层次编码用“一、 

1.①”形式编排，

原则上宜最多列 3

级标题 

参考文献要在正文中用上标的形式标出，

参考文献随文顺序引。 

在正文中必须有

与图、表呼应的

文字，且叙述应

与图、表结果相

符 

参考文献特殊情况： 

1，多处引用同一文献

是，要在序号后面标

明页码，以便区别，

如:xxxxxx[2]67[xxxxxx 

[3]XXXXXX[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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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加水,王健,朱成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问题及对策——以青

海省为例[J].青海金融,2013(1):30-31. 

[2] 花木嵯.我省现有各类企业 4.45万户[N].青海日

报,2015-0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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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波，…………，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16-03-07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遵循 C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

考文献著录规则》。 

作者简介除了

作者的基本信

息外，要注明

联系邮箱、联

系电话，样刊

邮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