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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小学篇）的邮发代号为 80-363。在当地邮局订阅本刊有困难

的读者，可以从本刊编辑部邮购期刊。
期刊 邮发 / 邮购代号 价格 订购方式

2020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
2-31 9.9 元 / 期；118.8 元 / 年 邮局订阅 / 编辑部邮购

2020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
80-363 9.9 元 / 期；118.8 元 / 年 邮局订阅 / 编辑部邮购

2019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
2-31 9.9 元 / 期；118.8 元 / 年 邮局订阅 / 编辑部邮购

2019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
80-363 9.9 元 / 期；118.8 元 / 年 邮局订阅 / 编辑部邮购

2019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合订本
19MH 149 元 编辑部邮购

2018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合订本
18PH 128 元 编辑部邮购

2017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合订本
17PH 128 元 编辑部邮购

2016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合订本
16PH 128 元 编辑部邮购

2015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合订本
15PH 128 元 编辑部邮购

邮政汇款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编辑部；收款人：张冬玲；邮编：100875。
若需通过支付宝、微信或网银转账，请电话联系 010-58808018 索取账号。

广告

欢迎订阅 2020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和邮购《中小学外语教学》合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