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CTP 会议及投稿常见问题（FAQ）： 

 

1. 为什么只显示接收，审稿人意见看不到？ 

回复：可能有些审稿人只进行了打分以及给领域编辑发了意见，没有对论文提意见。这种情

况下，论文按照要求修改好格式提交即可。 

 

2. 如果选择注册的第二个选项 presentation registration，被接受的论文会不会被收录到

proceedings 里面呢？ 

回复：如果选择注册第二项，论文不会被出版和收录，只在会议上做报告或海报展示。 

 

3. 关于费用支付，可以网银转账缴费并截图保存转账记录吗？ 

回复：需要根据每一届会议的承办学校来决定，如果付款给 COTA Paypal 账户，请付款后将

付款成功页面截图发至 cictp.cota@gmail.com 邮箱予以确认，并且会在确认成功 48 小时内

收到 COTA Receipt (境外发票，财务可以报销的票据)。 

 

4. 申请 presentation only 的文章收到了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的通知，也需要在会议

第一次通知注册缴费之前完成注册缴费吗？还是在第二年 3 月 31 日前都可以？ 

回复：Publication 的论文必须在第一次通知注册缴费日期之前注册缴费（例如 12 月）；

Presentation Only 的如有特殊情况可以晚一些缴费，但最迟不能晚于第二年（会议当年）3

月 31 日。 

 

5. 付款后什么时候能开发票，发票邮寄什么时候截止？ 

回复：会议发票一般按照收费单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付款给当年的承办大学（一般国

内大部分作者的选择），由当年的承办大学公布具体的发票开具办法；如果付款给 COTA 

Paypal 账户，在付款确认成功后 48 小时内可以获得电子版的 COTA Receipt。 

 

6. 关于发票的内容组委会是只开具“会议费”内容的发票吗，可否开具成“论文版面费用”的

发票呢？可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吗？ 

回复：具体由每一届的承办大学来确定。 

 

7. 一篇论文中是否只需一作注册 publication，其他作者根据需要注册 presentation 或参会

即可？ 

回复：一篇论文只一个作者注册 publication 即可，其他参会作者注册参会即可。 

 

8. 邮件没有明确是否 publication，专家意见中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要按哪种情况缴费？ 

回复：领域编辑根据专家意见对每一篇论文出了一个最终意见，最终意见在论文投稿系统中

的”Status”中显示。如果论文投稿系统中的 Status 显示为“Accept”，那该篇论文被推荐收录会

议论文集，并在会议上做报告或海报，按照第一档论文出版缴费；如果论文投稿系统中的

Status 显示为“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那该篇论文将不被会议论文集收录，但被推荐在

会议上做报告或海报，按照第二档缴费。 

 

9. 同时中了两篇论文，一篇论文有审稿意见，是明确 publication，那另一篇只有 accept，

没有审稿意见，也是默认 publication 吗？ 

回复：如果是 accept 也是默认推荐了 publicatio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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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文反馈意见中两个审稿人都同意 publication，但是其中有一个审稿人不推荐

presentation，那我可以 presentation 吗 

回复：可以 presentation，publication 的论文都会推荐 presentation。 

 

11. 论文版权转让协议 CTA 表必须全英文填写吗？ 

回复：是的，全英文填写。在会议官网的 Information for authors 页面下有 CTA 表的样表，

请按格式填写递交至论文提交系统。 

 

12. 注册信息名字那里是中文还是英文？如果是英文，汇款的时候标注也得是英文吧？ 

回复：注册信息是要英文；汇款时候中文也可以，我们会进行校核。 

 

13. ASCE 是写中文还是英文，有模板吗？ASCE 的 postal address，有的老师有好几个 title，

都要写上吗？是附在论文后面还是单独一个文件？ 

回复：《ASCE Authorship, Originality, and Copyright Transfer Agreement》表格必须用英文填

写，每篇文章必须填写一份。Author(s) – Name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ddresses of 

all authors 一栏必须包括所有作者的姓名、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作者出现的顺序必须

与文章中作者出现的顺序保持一致。该表格必须由通信作者签名生效。 

 

14. 被大会通知接收的论文都会被出版吗，是 EI 检索吗？什么时候 EI 能检索到？ 

回复：推荐 publication 的论文注册缴费后都会被出版，是 EI 检索；根据我们以往 20 多届会

议的经验，一般在论文集上线后几周后就可以检索到论文集中所收录论文。2020 年的 CICTP

会议由于疫情等不可抗力会推迟到 2021 年召开，但是被 CICTP 2020 会议论文集接受的论

文已经提交给出版方，在 ASCE 的 2020 年出版计划中等待出版。 

 

15. COTA 会议论文最后出版的论文集有正式出版号吗？ 

回复：论文集有出版号的。 

 

16. 原来设置的邮箱作废了，是在官网修改邮箱吗？ 

回复：电子邮件地址为用户进入论文投稿系统的用户名，组委会也无法更改。可以通知组委

会具体情况，组委会将协助您处理该情况。 

 

17. 此次会议会提供邀请函、论文录用通知、会议议程、会议论文集和获奖证书吗？（电汇、

报销需要） 

回复：会提供邀请函、论文录用通知，获取方法根据每年的承办大学不同会有区别，CICTP 

2020 的会议邀请函及论文录用通知，请写邮件去 cictp2020@chd.edu.cn 索取，请在邮件主

题标名“索取会议邀请函及论文录用证书”并在邮件中提供论文编号；会议议程、会议论文集

和获奖证书将在会议举办之前公布。 

 

18. 论文目前状态是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是否出版栏状态是修改后重新提交，想咨

询下重新提交的论文还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回复：如果论文投稿系统中的 Status 显示为“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那该篇论文被推荐

在会议上做报告或海报，但不建议被会议论文集收录。但如果作者针对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

重大改进，请尽快通知组委会，组委会会考虑推荐出版。被推荐出版的论文必须在上传终稿

日期截止以前上传到系统，并完成缴纳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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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修改后的论文如何重新提交？如何通知组委会？ 

回复：修改后的论文在系统中提交即可，提交了组委会在系统里可以看到。另外，如果推荐

出版的结果为 Revise and Resubmit 的，修改稿提交后即可录用。现在可以进行缴费，以免

延迟后面进展。 

 

20. 有网络支付链接吗?可以通过刷信用卡缴纳注册费吗?通过手机银行 APP 转账可以吗？ 

回复：由每一届的承办大学来决定，付款方式每一届都有所不同。 

 

21. 请问做报告或海报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两者选一样？还是两者都需要？ 

回复：参会时候论文需要做报告或者做海报，后期会进行安排以及通知作者。 

 

22. 论文 status 是 accept，提交论文选择的是 presentation only，以及 IET special issue，

可以收录到期刊中而不是会议集中吗？ 

回复：本次评审的 Accept 只是推荐到会议中，IET Special Issue 将在后期从投稿论文中进行

优选，然后在 IET 特刊中重新进行审稿全过程。注意 CICTP 会议论文集中论文内容需要和投

IET 特刊论文内容至少 50%不一样。 

 

23. 中了两篇文章，一作是同一个人，可否一篇由一作注册缴费，另一篇由二作注册缴费？ 

回复：每篇论文都需要缴纳注册费，至于第一作者注册缴费还是其他作者注册缴费可以自己

确定。 

 

24 由于 CICTP 2020 会议推迟到了 2021 年 7 月 2 日至 5 日，原本计划参会做报告并且已

经缴费，不确定 2021 年是否能够参会，如何解决？ 

回复：由于会议的承办大学长安大学财务系统已经完成了收费及开具发票的工作，所以不支

持退费等申请。所以我们鼓励所有参会作者参加 2021 年 7 月 2 日-5 日的 CICTP2020-21 二

十周年庆典盛会，如果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参会的，我们将采取 video presentation 的方式进

行论文报告展示。 

 

25 CICTP2020 的缴费作者没有收到发票或者收到的发票有问题，该怎么办？ 

回复：请致信去 cictp2020@chd.edu.cn，邮件主题标明“发票问题+Paper ID”,会议承办大学

长安大学会有老师来协助您解决问题。 

 

26. 在递交终稿后发现投稿论文需要增加项目基金号或者作者信息，是否可以修改？ 

回复：具体情况请咨询会议论文发表委员会主席（详见会议官网咨询），我们接到 ASCE 的

通知：CICTP2020 年论文集的所有收录论文在 6 月 12 日以后全部不可以进行修改，撤稿。 

 

27. 论文集和何时上线发表？发表后多久可以免费下载？ 

回复：CICTP 2020 共分两册在线发表，第一卷将于 2020 年 8 月上线发表，第二卷将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左右在线发表。出版方提供论文集有限时间内免费下载业务，期限是从会议日

期起 60 天内。 

 

28. 请问如何得知自己的论文是海报还是报告形式呢？ 

回复：We will start developing the CICTP2020-21 program book from March or April an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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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 the authors for their presentation, in the form of either podium or poster,  once the 

programs are determined. 

 

29.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能到会的话是否可以通过线上形式参会或报告呢？如果不能通过线

上形式，放弃参会是否会影响论文检索呢？ 

回复：While online presentation is an acceptable way of presentation at CICTP2020-21, we 

cannot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until April or May 2021 due to the unpredictable COVID-19 

impact.  

 

30. 请问论文大概的检索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回复：We keep urging ASCE to have it EI compendexed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the exact 

timing will completely depend on the agreement between ASCE and EI. 

 

31. 由于疫情 CICTP2020 推迟到 2021 年举行，是否继续接受新的论文投递？ 

回复：是的，新的一轮论文（全文）征集工作马上开展，请关注 CICTP 会议网站及时获取有

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