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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源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图书馆是一所综合性的
高校图书馆。２００１年，图书馆随着江苏大
学的成立由原江苏理工大学图书馆、镇江医

学院图书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合并

组成，形成１个校本部馆、３个校区分馆和４
个资料室的格局，总面积达３３０００平方米。
江苏大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目前拥有中外文纸质图书２２０多万册、电子
图书近９０万册、中外文纸质报刊３４００多
种、电子报刊 ２５８００多种、全文数据库 ３４
个、二次文献数据库１５个，馆藏数字资源近
３０ＴＢ。江苏大学图书馆实行“全开架、浏阅
一体”的现代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服务

效果。近年来，为了适应网络环境和数字化

图书馆建设发展的变化，图书馆进一步推行

实行“大流通、大读者”的全新服务模式，文

献信息服务多达３６项，满足了读者多层次、
多方位的文献信息需求，为学校教学科研和

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保障。

江苏大学图书馆共有正式职工１２４人，其中
高级职称１６人、中级职称６２人、初级及以
下４６人、临时聘用人员３７人。
【组织机构】　江苏大学新图书馆的建设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按照现代化图书馆的

服务流程，图书馆的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比

较大的调整，将原来的“８部１室”调整为“３
部１所１室”，即“资源建设与数字化部”、
“读者服务部”、“系统与后勤保障部”、“科

技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办公室”。将管理

重心进一步下移，减少了部门壁垒，理顺了

工作与业务关系。

【读者服务】　１．基础服务。树立“大读者

服务”和“以读者为本”的理念，坚持全方位

服务、全天候服务。２００９年，开馆时间达到
９８小时／周，１４小时／天；借还图书１０５余万
册次。２．信息咨询服务。努力研究新时期
网络环境下咨询服务工作的特点，抓住咨询

工作的核心与重点，为提升我校的科研和学

科建设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２００９年，图
书馆发放、整理４００份读者调查问卷，进一
步了解读者需求；延续咨询品牌活动“信息

与科技”、“叩响知识之门培训月”，内容涵

盖数据库培训、学院专题讲座与学术讲座等

专题，以全面提高全校师生的信息素质和数

字资源的利用能力，参加人次达 ２７８０人
次；提交１４份数据库评价意见，为流体机械
及工程重点学科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分

析报告。３．读者参与沟通。连续举办４年
的“书山的问候”大型信息咨询活动已经成

为图书馆的品牌。通过开展“新中国６０年”
橱窗图片宣传和爱国主义精品图书的网上

推荐、“书与人生”主题精品图书和电子资

源的宣传、“书香之家”毕业生捐书倡议等

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思想教育

宣传主阵地的作用。４．社会服务。２００７年
江苏大学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申报成功，

因工作成绩突出，连续三年受到教育部通报

表扬。２００９年获镇江市教育系统“五一”文
明班组单位，全年完成科技查新１５００多项，
比上年的查新数翻了一番，国内外查新量有

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查新质量进一步提高，市

场进一步开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图书馆的《图书情报研究》取得

ＣＮＫＩ网络版刊号，进入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后，刊物的可读性、学术性、规范性稳

步提升，先后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在业界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初步显现；同时自

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开始由试刊号的３２页扩展为
每期６４页，进一步丰富了栏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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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与队伍建设】　１．教学工作。
本科教学：全年完成本科７７个班级２８８２学
时的教学任务；２位老师顺利通过试讲并上
岗，充实优化了教学队伍。开展两次信息素

质教学研讨会，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内容，以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创建精品课

程。整理上载教学资源１００余条，进一步完
善信息素质教育网站。研究生教学：顺利完

成第三届情报学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录取

１０名新生；４名２００７级情报学研究生通过
论文外审和答辩，顺利毕业；组织完成２００８
级１２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工作，并按
照培养方案完成各级研究生教育教学培养

环节要求，开展读书报告会１４次、学术报告
５次，暑假期间组织去广东奥凯、省情报所、
查新站进行为期１个月的专业与社会实践
活动；在优秀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

中，１人获一等奖学金，２人获二等奖学金，３
人获三等奖学金，１人获校优秀研究生。
２．科研工作。坚持“以服务带动科研，以科
研促进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

作，提高科研水平。２００９年图情档学科获批
校级重点建设学科，资助金额２０万元；积极
组织申报各级各类项目１４项，获批６项，其
中获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１项，实现了我馆
国家级项目零的突破；编写教材一部；获校精

品教材奖一项；在镇江市图书馆学会年会征

文活动中有 ６篇获奖，其中一等奖 ２篇。
３．队伍建设。采取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方
针，着力优化馆员的学历和专业结构。２００９
年引进硕士研究生１名；结合本职工作，全年
外出培训９人次；组织承办“首届‘海峡两岸
大学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镇江分会”等图

情学术报告会５次，邀请多名海内外图情界
专家来校讲座，拓展了视野，锻炼了队伍，提

高了工作、学习、科研和学科建设的能力；组

织人员参加镇江市科技局的专利代理人培

训，５人获得江苏省知识产权工程师资格。

２００９年图书馆馆藏资源及新增情况

项目 数值 单位

当年新增中外文图书 　　６．７８ 万册

累计馆藏中外文图书 ２３１．０６ 万册

当年新增期刊合订本 ０．６９ 万册

累计馆藏期刊合订本 １９．７５ 万册

当年订购中外文电子图书 ６１０５０ 种数

当年订购中外文电子期刊 ２５８００ 种数

总电子资源 ２１０９２ ＧＢ

（撰稿人：沙振江　审稿人：卢章平）

档案文献

综述

【概况】　档案馆是主管学校档案工作的职
能部门，也是学校档案集中保存、统一管理

并提供利用的专门机构，负责集中统一管理

全校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建、设备、产

业、外事、出版物、财会、声像、实物等各种门

类和载体的档案及资料。档案馆馆藏始于

１９５１年，迄今共有江苏大学全宗、江苏理工
大学全宗、镇江医学院全宗、镇江师范专科

学校全宗和江苏冶金经济管理学校全宗等

５个全宗近１０万个保管单位（卷、件）档案。
２００９年度档案馆实有工作人员 ６人，高级
职称２人。
【制度建设】　１．强化依法治档。《档案
法》以国家意志规定了人们在档案和档案工

作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档案馆依照国

家法律制定档案工作规范，包括档案收集、

鉴定、整理、保管、移交、提供利用、安全保密

等各项制度，保证档案的真实、准确、完整。

２．健全各项制度。２００９年是学校的制度建
设年。按照学校统一部署，根据国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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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以及

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并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档案馆制定、修订和完

善了《江苏大学档案工作条例》、《江苏大学

档案馆安全保密制度》、《江苏大学档案馆

库房管理制度》、《江苏大学党政（文书）档

案管理实施细则》等１２项规章制度；同时明
确了全校各单位、部门档案负责人、专（兼）

职档案人员职责。使学校档案工作做到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３．推进立卷改革。党
政类文书档案严格按照国家档案局颁布的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要求“以件为单位”进

行整理、归档，实现文件级管理。４．修订归
档范围。执行国家档案局第８号令，积极开
展学校档案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的编

制工作，制定了《江苏大学档案归档范围与

保管期限表》，使学校各部门档案归档工作

有了明确的依据。５．健全档案工作网络。
本年度档案馆健全了学校档案工作网络，重

新确立全校各部、处、院、所档案工作负责人

６８名，分管本单位的档案工作；兼职档案员
９６名，具体承办本单位档案的收集、整理、
移交等工作。同时，妥善协调档案馆与各部

门、专职与兼职档案人员之间关于档案收

集、归档指导、规范整理等方面的关系。

【队伍建设】　１．注重理论学习。档案馆采
取自学、集体学习、听党课等形式，系统学习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科学发展观理论、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

识、大局意识。２．加强业务培训。结合目
前档案工作实际，围绕新知识、新标准、新业

务和新对象，积极组织开展业务学习和对外

学习培训，开阔了档案人员的视野，理清了

档案工作的思路。３．扩大交流协作。主动加
强与各级档案主管部门的联系；组织人员积极

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研讨与学术交流；不断

加强与全省高校档案馆业务交流、沟通与协

作；牵头组织驻镇高校档案馆开展协作活动。

４．强化“两个转变”。国家档案局提出了实现
“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新要求，为此，

档案馆组织档案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充分认

识高校档案工作在“两个体系”构建中的责任。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高校档

案工作要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坚持以人为本，

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实现“两个转变”，在工作任

务中突出“两个体系”。

【资源建设】　１．档案收集。档案馆采取各
种措施，加大收集、业务指导力度。按照归

档范围，认真做好全校各单位在２００８年形
成的各种类型、各类载体的文件材料的收集

和征集工作，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接收：党

政档案２７５６件；７２００余名毕业生成绩单、
学籍注册卡、成绩汇总表４万余份；毕业生
名册、学位授予名册和不授予名册、就业名

册、学籍变更、补考成绩５０余卷；研究生毕
业材料１４２２盒；宣传部电子照片１５００余
张、纸质照片６００余张、光盘３７张。补收：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全国各函授站毕业生成绩单
２０余卷；原江苏理工大学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招
生录取名册及江苏大学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招生
录取名册盒５８盒；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
集体荣誉档案：奖牌１３１块、奖状４９张、奖
杯２２个、证书１３９个、锦旗５面。本年度全
校归档单位６８个，全面完成党群、行政、教
学、科研、基建、设备、外事、出版等十类档案

纸质、电子双套制收集、立卷、归档工作。

２．档案整理。高度重视档案整理工作，采
取各种措施和方法将数以万计杂乱无序的

文件材料整理成系统、有序、规范的案卷，并

分类、盖章、立卷、入盒、上架。整理：党政档

案２７５６件；教学档案６０５卷（件）；研究生
档案１４２２盒；荣誉档案（翻拍、编辑、整理）
照片１５００张、实物 ３４６件；科技档案（基
建、招标、产品样本、出版、科研、外事等）２
９７１卷；销毁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会计凭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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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０卷。严格把好文件材料质量关，圆满
完成了２００８年全校文件材料的立卷、整理
工作。３．档案编研。档案馆在校领导、校
长办公室和年鉴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本着对

历史负责的态度，遵照连续性原则，对《江苏

大学年鉴（２００９）》进行了改版。按照 “体
系结构进一步优化、条目内容进一步细化、

装帧设计进一步美化”的“三化”原则，确定

了年鉴改版新的方案。４．档案检索。进一
步深化档案检索工作，丰富检索工具与渠

道，构建了更为科学的档案检索体系。（１）
组建江苏大学以来的所有文书档案均建立

了文件级目录（纸质、电子），实行了文件级

检索；（２）科技档案、教学档案、声像档案、
荣誉档案等建立了案卷—文件级目录（纸

质、电子）；（３）所有档案信息的著录、标引
标准、规范、生成的机读目录均具有按“作

者”“主题词”“分类号”等检索词检索功能，

能满足从不同途径快速查找的需要。

【保管利用】　１．档案保管。（１）利用现有
条件，切实做好档案保管工作。由于库房条

件简陋，无防霉、防潮、防尘、防强光、防有害

气体等设施，目前只能采取用窗帘防强光、

用勤打扫来防尘、在雨季关闭窗户来防潮、

在干旱时节打开窗户通风来防霉。（２）调
整馆藏结构，优化馆藏排架。把电子档案，

声像档案，重要纸质档案、易破损档案、保管

时限长的档案调整在有空调的楼层，以低温

恒湿保管，最大限度延长其寿命。把科技、

财会等保管时限短的档案调整在没有空调

的楼层。（３）实施安全保管、保密制度。制
定《江苏大学档案馆库房管理制度》、《江苏

大学档案馆安全保密制度》，并把安全保管、

保密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严防密级档案信息

泄密，确保档案安全。２．档案服务。档案
馆不断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开展常规服务、

特种服务、远程服务。接待查阅党政、财会、

已故人事档案等 ４０９人次、８９７件；查阅学

生档案６９７人次、１３６５卷；远程服务（单位
认证、出国材料）１５０人次，４８０套；声像档案
查阅５４人次，利用照片５００余张；科技档案
查阅１４２人次，３７１卷。
【信息化建设】　１．深入调研、构建方案。
随着高校政务信息化、办公自动化和数字化

校园的深入发展，高校档案信息化工作势在

必行。为此，档案馆深入调研，制定《江苏大

学数字化档案馆建设方案》，得到了学校的

认可、重视和支持，２．横向联系，配备设备。
拟定申请并与学校相关部门联系，为档案馆

配备了档案数字化建设设备，使得档案馆硬

件设施大大改善，档案信息化建设得到了最

基本的物质保证。３．引进系统、开展培训。
档案馆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引进“南

大之星”档案管理系统软件并在１０月安装
试运行。对馆内专职档案人员结合每人的

工作实际进行档案管理系统培训，加强了专

职档案人员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意识，使其明

确了自己的职责，掌握了系统管理的技能。

４．建立档案电子目录库。档案馆对教学档
案、党政档案、声像档案、科技档案等相关数

据进行整理、核对、录入，完成了 ３６３６４条
档案目录系统著录，编制了以案卷级和文件

级目录为主的电子检索工具。

２００９年档案馆馆藏情况

一、馆藏档案

全宗 ５个
案卷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５４１０６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２５００２件
３．照片档案 ３万多张（件、张）
案卷排架长度 １２８４．６１米

二、本年进馆档案

案卷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４８３６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２７５６件

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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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本年利用档案

利用档案人次 １４５２人次
利用档案卷（件）数 ３６１３卷（件）

四、本年复制档案

复制档案 近２万页

五、本年档案编研成果

公开 １种
内部 ２３种

（撰稿人：苑成生　审稿人：沈　芳）

出版社、杂志社

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是出版社事业发展取得初
步成效的一年。在学校和江苏省新闻出版

局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出版社坚持“提高质

量，强化内涵，创新特色，提升知名度”的工

作思路，相继出台了《绩效工资实施方案》、

《内部议事规定》、《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下发；管理和

经营更加规范、高效，完成了年初制订的工

作目标，为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根

据学校和国家相关政策实行转企改制。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２４日学校决定（江大校
〔２００９〕２８４号）将出版社中《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江苏大学学报（医学

版）》、《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高

校教育管理》、《排灌机械》等学术期刊的编

辑、出版、发行业务（职能）整体剥离，成立

杂志社（正处级建制），实行事业运行机制，

吴明新任杂志社社长（江大校〔２００９〕２９４
号），施康、徐红星任副社长（江大校〔２００９〕
３２３号），金辉任副调研员（江大校〔２００９〕
２８０号）；出版社实行企业运行机制，李锦飞

任出版社社长（江大校〔２００９〕３０１号），芮月
英任副社长、总编，欧阳国庆任副社长（江大

校〔２００９〕１８号）。
【期刊出版工作】　２００９年共出版期刊 ３０
期，其中，自然科学版学报６期，社会科学版
学报６期，医学版学报６期，《排灌机械》杂
志６期，《高校教育管理》杂志６期，共发表
论文６０７篇。所刊登文章的编校质量、期刊
封面设计水平、装帧印刷质量均达到国家出

版标准，且屡获主管部门及行业好评。《排

灌机械》杂志从２００９年１月起正式成为美
国工程索引（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来源期刊，是中
国大陆被ＥＩ收录的第１７６种期刊。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完成《排灌机械》杂志更名为《排灌机
械工程学报》工作。被收录率、影响因子和

转载量提高。自然科学版学报继续保持 ＥＩ
核心源期刊地位，１—６期刊登论文被 ＥＩ收
录率为９９．３％。根据科技部中信所数据，
２００９年自然科学版学报总被引频次达６１４
次，影响因子为０．６５３；医学版学报总被引
频次为３４５次，影响因子为０．３５１；《排灌机
械》杂志总被引频次为２７６次，影响因子为
０．５５３；社会科学版学报总被引频次为 ８５９
次，影响因子为０．１０７，被《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二次

文献全文转载或转摘文章２１篇；《高校教育
管理》杂志总被引频次为２８１次，影响因子
为０．４９６，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资料中
心》、ＣＳＳＣＩ转载收录达６６篇次。自然科学
版和医学版学报正式被英国《国际农业与生

物科学研究中心》（ＣＡＢＩ）收录，医学版学报
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收录；

《排灌机械》杂志入选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在《中国学术期

刊评价研究报告（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中，自然科
学版学报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权威学术期
刊”，《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社会科学版学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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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双双入选“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各版学报、杂志的基金论文比例继续提高。

内涵建设提升，加强专家和作者资源库建

设，加大组稿力度，着力提高来稿层次与学

术水平。各编辑室相继应用 ＣＮＫＩ网上采
编平台，实现了在线收稿、审稿、初审、复审、

汇总、退修等流程操作的网络化，满足了与

作者、审稿专家的及时沟通，提高了稿件处

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工作效率。同时，应

用ＣＮＫＩ提供的专用软件对稿件进行初审，
可以有效地查处学术不端行为，严把入口关。

为适应国际化需要，自科版学报成功申请

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注册号；《排灌
机械》杂志继续推进由技术应用型向学术研

究型的转型工作，从稿源选择、编排规范、封

面设计、英文编校等各方面进行改进提高。

各编辑部应广大读者需求，增设了一些富有

时代特色、内容新颖的栏目，如社会科学版的

优势专栏“赛珍珠专题研究”和“辽金元文学

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等栏目；《高校教

育管理》杂志新开的 “案例研究”和“问题争

鸣”栏目，出刊后均受到读者好评。

【图书出版工作】　２００９年全年出版社共上
报选题８６种，其中，首次申报年度计划 ３５
种，增补选题４次５１种，通过书号实名系统
申领和使用书号 ４５个。全年出版新书 ７３
种，码洋６９０万元；全年重印图书１８种 ２０
批次，重印码洋 １５０万元，新书重印比近
２０％。出版的图书品种包括：文教图书 ２８
种，学术类著作３１种，其他类别图书１４种，
各类别的比例为３８％，４２％，２０％。２００９年
省局组织图书编校质量抽查结果，差错率低

于万分之０．２５，抽检的１７个品种全部为省
优，省优率为１００％。２００９年出版社组织申
报了《灾难医学》、“新中国农村发展６０年
丛书”和《梦溪笔谈注》等一批重点图书选

题。其中，《灾难医学》获批列入国家“十一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在“汶

川５·１２”大地震一周年前顺利完成出版任
务，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新中国农村发

展６０年丛书”和《梦溪笔谈注》被列入江苏
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新中国农村发展６０年丛书”的首批４种图
书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前出版并参加了在
上海书市的集中展示，《梦溪笔谈说解》被

列入２００９年全国农家书屋工程推荐书目。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现。２００９年出版社
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实施岗位聘用“双向选

择”，对图书编辑部、营销部实行目标考核，

制定并实施《江苏大学出版社绩效工资实施

方案（试行）》。通过落实三审制度、严控选

题内容与编校质量、组织出版质量审读等手

段，提高图书质量。积极组织参加全国大学

社首届优秀教材奖的推荐评选，参加全省

“世界读书日”的公益活动以及向灾区青少

年捐赠图书暨重建灾区精神家园活动，与河

海大学出版社共同参加“农家书屋”援建

等。推介本版教材，发展优质客户，扩大发

行渠道，加大回款力度。２００９年出版社实
现印刷码洋近 ７００万元，销售码洋 ５５０万
元，回款３１６万元。加强图书宣传工作。全
年在社网页上发布活动新闻、图书信息等共

计８５０余篇，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宣传工作，
扩大影响。

【党建工作】　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７月，根据学校
党委统一部署，出版社、杂志社组织开展了深

入学习与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立了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通讯组，确定了适应科学发展

的出版社经营思路、经营理念、经营策略和杂

志社办刊方向、办刊思想，对制约发展的瓶颈

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

收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坚持社务会制度、

党政联席会制度和教代会制度，民主管理，科

学决策，做好提案收集工作，为人事代理人

员申请学校工会会员资格，享受同等福利待

遇，保障职工权益。组织“五五”普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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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校党委颁发的组织二等奖。做好８名入
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工作。做好杂志与

出版两个党支部委员会改选工作。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范行政党务负责人权

力范围，按照纪委要求建立人、财、物管理程

序。结合社重大图书“新中国农村６０年系
列丛书”的策划和编校工作，组织党员编辑

开展“感受新中国农村 ６０年之巨变”最佳
党日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

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增强团队精

神和凝聚力，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企

业文化。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集体活

动，先后荣获“迎接新中国６０周年华诞”合
唱比赛优秀奖、组织奖，“青春舞动和谐校

园”第三届教职工广播操比赛三等奖、组织

奖等，向学校师生展示了出版人的风采。

２００９年４月被镇江市教育工会授予镇江市
教育系统“五一”文明班组（室）称号。做好

计划生育相关管理工作。进一步抓好工作

作风建设，坚持教育启迪与纪律约束相结

合，使职工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管理和服务

部门的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情况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 研究生信息素质高级教程 周金元 ２００９．０２

２ 英语语言学实用教程 彭建武　陈士法 ２００９．０４

３ 高等院校质量建设与特色发展 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秘书处 ２００９．０４

４ 数字滤波器设计及工程应用 宋寿鹏 ２００９．０６

５ 民办高校发展战略和政策需求研究 杨树兵 ２００９．０３

６ 文心画廊———点染第一江山 杨　雷 ２００９．０６

７ 灾难医学 王一镗　刘中民 ２００９．０４

８ 卓越源于理念 王芮文 ２００９．０６

９ 医学生实习教程 眭　建 ２００９．０５

１０ 文化盛宴：市民大讲堂集萃（第 １
辑）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１ 医学影像技术学习指南与高频考点 王　骏　甘　泉 ２００９．０８

１２ 数值热物理过程———基本原理及

ＣＦＤ软件应用 何志霞　王　谦　袁建平 ２００９．０８

１３ 齐梁萧氏故里研究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８

１４ 高职高专后勤社会化改革实践与

探索
杨国祥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５ 中国县级社区学院发展研究 刘　尧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６ 镇江市财政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镇江市财政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０９．０８

１７ 镇江市京口区军事志
镇江市京口区人武部

军事志编纂办公室
２００９．１２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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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８ 智慧：镇江城投改革１０年论文汇编 祝瑞洪 ２００９．１２

１９ 江苏专转本考试英语词汇速记宝典 吴　静　徐慧霞 ２００９．０２

２０ 大学生理财 张凤林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１ 领导干部新知识讲座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９．０９

２２ 学校道德生活的管理透视 王家军 ２００９．０９

２３ 快乐魔方 仲双荣 ２００９．０５

２４ 江苏省专转本考试计算机基础核心

模拟试卷及答案精解
江苏省专转本考试命题研究组 ２００９．０３

２５ 金属材料实验指导 吴　晶　纪嘉明　丁红燕 ２００９．０４

２６ 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理论与实践 李洪波 ２００９．０４

２７ 学校道德生活的教育叙事 薛晓阳 ２００９．０６

２８ 廉洁文化教育读本·小学卷 李　颖 ２００９．０６

２９ 廉洁文化教育读本·初中卷 顾正勇 ２００９．０６

３０ 廉洁文化教育读本·高中卷 顾正勇 ２００９．０６

３１ 管理学原理 王邦兆 ２００９．０７

３２ 医学统计学 李君荣　孙　峰 ２００９．０７

３３ 知识产权法 胡良荣 ２００９．０７

３４ 夯实党的大学生群众基础的理论与

实践
苏益南 ２００９．０７

３５ 农村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 汤兆云 ２００９．０８

３６ 共和国领袖的“三农”思想 王玉贵 ２００９．０８

３７ 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 王玉贵 ２００９．０８

３８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 贾艳敏 ２００９．０８

３９ 赛珍珠纪念文集（第三辑） 许晓霞　赵　珏 ２００９．０８

４０ 基础会计学模拟实训教程 滕晓梅 ２００９．０８

４１ 自然辩证法简明教程 钱兆华　李　丽　文剑英 ２００９．０８

４２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 冯鑫明 ２００９．０８

４３ 文化人桥———赛珍珠 耿　伟　丁亚明　裴　伟 ２００９．０９

４４ 大学英语学习实用教程 林　健 ２００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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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法学视野中的大学自治 夏　民 ２００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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