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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美容医学》

征订启事

《中国美容医学》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主管的、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的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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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医学全学科的专业权威期刊。其编委

会由国内外美容医学专业院士、博士等

300余名在各自专业领军或各地区、各医

院主要科室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威专家组

成，在学术界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2020年,我们会继续围绕本刊涵盖学

科的热点话题，组织专业领域领军专家

聚焦热点话题组稿约稿，纵深全面探讨

交流。内容将更加实用、专业和权威，

可读性更强，资讯更丰富。主要栏目

有：基础研究、整形美容、皮肤美容、

颌面美容、齿科美容、眼耳鼻美容、中

医药美容、综述、美容教育、护理美

学、国内最新书讯会讯等。

本刊为全彩铜版印刷，图文并茂、

内容涵盖面宽、信息量大、理例兼容、

实用性强，是从事美容医学及相关专业

医务人员的必备读物。2020年征订工作

现已开始，定价30元，全年360元(含邮

费)。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

号：52-27；编辑部亦可直接订阅（圆

通快递邮发），电子版也可订阅，订阅

热线：029-83659967，也可关注官方微

信登录商城自助订阅。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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