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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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校本部馆、三个校区借阅处、

京江学院分馆和四个资料室的格局，总面积

达６２４６９平方米（不含资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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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０多万册，电子图书近
１００万册，中外文纸质报刊３６００多种，电子
报刊３７０００多种，全文数据库３４个，二次文
献数据库１５个，馆藏数字资源达近３０ＴＢ。
９月１日进入试运行的新图书馆建筑面积
４３９６９平方米，阅览座位４０００个，无线网
络全覆盖，馆内环境优美、舒适，设施完备、

先进，集“藏、借、阅、查、咨、育”六种功能为

一体，可为读者提供文献流通阅览、电子阅

览、馆际互借、文献检索、定题服务、课题查

新、参考咨询、文献传递等多类型、多层次、

全方位的文献信息服务，为学校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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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人，中级职称５９人，初级及其
他５０人，临时聘用人员３８人。
【组织机构】　按照现代化图书馆的服务流
程，图书馆的内部机构设置调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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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管理

重心下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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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开馆时间达到
９８小时／周，１４小时／天；借还图书１０１余万
册次。２．信息咨询服务。延续大型读者信
息咨询品牌活动“书山的问候”，开展了“遵

守学术道德，提高信息素养”为主题的“江

苏大学研究生信息利用系列培训月活动”，

共开设１８场讲座，受众研究生达２０３０人；
为教务处开展了专项咨询，初步完成《创建

本科教学质量名校学院贡献度评价方案》。

３．读者参与沟通。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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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快速找书”活动，举办了 “知识

夯实人生，文明秀出风采”的文明使用图书

馆活动，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质，强化了学

生的文明意识。４．参观接待。自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日新馆启用以来，接待上级领导、校友、
兄弟院校、港澳台地区以及来自亚非拉美洲

６个国家的 ２１批近 ５００人次来馆参观。
５．社会服务。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２０１０
年完成查新项目２２００项，国内外查新量有
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市场进一步开拓；亿佰

特信息服务公司完成句容、常州２个企业的
专业数据库建设，获批镇江市科技信息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获得市政府项目资助经费

２０万元，完成企业专利咨询与分析报告２０
余份。《图书情报研究》杂志以“专题研究”

和“情报分析”栏目为抓手，精心打造特色

栏目，努力开拓优质稿源，全年高质量完成

４期出版工作，开通了杂志网站。扩大了刊
物发行量，在上年印数７００份的基础上扩大
为１０００份，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
【教学、科研与队伍建设】　１．教学工作。
本科教学：全年完成本科 ８２个班级 ２６６５
学时的教学任务；四位老师顺利通过试讲

并上岗，充实优化了教学队伍。规范了新

教师开课的相关业务指导文件，开展了 ３
次教学研讨会，首次组织馆内青年教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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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比赛，对促进文检课教学工作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研究生教学：顺利完成第四届

情报学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录取 １１名新
生；５名０７级情报学研究生与１０名０８级
情报学研究生通过论文外审、答辩，顺利毕

业，其中１名研究生论文推荐为优秀硕士
论文；组织完成０９级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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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次，组织暑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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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校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中，获得二等

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在优秀奖学金和优秀

学生干部评选中，评出６名一、二、三等奖
学金获得者，校三好生１名，院优秀 ２名，
校院优秀毕业生各１名；情报学２００８级研
究生班被评为省先进班集体，研究生党支

部被评为校先进党支部；２０１０年在学校和
研究生处关心指导下，整合学校相关力量

获得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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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各级各类课题１３
项，获批６项，纵向经费达 ３０余万元。发
表论文 ２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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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引进硕士研究生２名，博士研究生
１名；结合本职工作，全年外出培训 １０人
次；组织承办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统计工作

会议，邀请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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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专利代

理人资格考试，１名馆员顺利通过全国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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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７ 万册

累计馆藏中外文图书 ２３９．３３ 万册

当年新增期刊合订本 ０．４４ 万册

累计馆藏期刊合订本 ２０．１９ 万册

当年订购中外文电子图书 ５８４７９ 种数

当年订购中外文电子期刊 ４４７４６ 种数

总电子资源 ２２１５２ ＧＢ

（撰稿人：朱安青　审稿人：卢章平）

档案文献

综述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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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个全宗近１０万个保管单位（卷、件）档案。
截止２０１０年底，案卷排架总长度 １４５１．８１
米，馆藏５４３２５卷、２６９４２件，照片档案３万
多张。２０１０年档案馆实有工作人员 ６人，
高级职称１人。
【资源建设】　１．收集兼容并蓄：严格按照
《江苏大学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收集指导力度、按照归

档标准和要求，认真做好全校各部门在

２００９年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纸质、电子）
的收集（征集）工作。接收２００９年党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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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档案：纸质４６９６件、电子３４４８件。接收
财务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工资册、津贴、预算、学
生收费收据归档６７件。接收２０１０年７７８８
名毕业生（含京江、宿迁学院）学籍材料：成

绩单、学籍注册卡、成绩汇总表等５万余份；
接受教务处、成教院、学工处２００９年毕业生
名册、学位授予（不授予）名册、分配就业名

册、学籍变更（转、停、休、退等）证明材料、

换证补考成绩等１５５卷。接收教务处自江
苏大学成立以来的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教学进度
及任务变动、开课一览表等９２卷。接收研
究生部归档的２０１０年上半年研究生个人教
学档案共１２４０盒；研究生学籍档案２５卷；
学科建设及重点学科档案６７件；毕业及授
予学位档案２卷。接收２００９年全校各单位
存档照片（电子）２００５张。收集往年各类旧
照片５０３张。接收各单位存档奖牌、奖状、
奖杯１５０个，获奖证书７０个。今年全校归
档部门达到６７个，全面完成２００９年学校形
成的党群、行政、教学、外事、会计、科研、基

建等十类档案的收集工作。２．整理规范有
序：档案整理工作有条不紊，按照《高等学校

档案工作规范》，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将数

以万计的文件材料整理成系统、有序、规范

的案卷。整理２００９年党政档案：纸质４６９６
件，３４４８件电子档案全部上传档案管理系
统。整理６０—９０年代的老党政（文书）档案
并装盒、贴标签１３１０卷。整理教学档案：按
期整理组卷并录入了 ２００９年学生注册卡
２４０卷、个人成绩单２７３卷（件）、成绩汇总
表３４４卷（件）、其他本专科教学类材料１５５
卷（件），共计１０１２卷（件）。整理研究生部
归档的２０１０年上半年研究生个人教学档案
共１２４０盒；研究生学籍档案２５卷；学科建
设及重点学科档案６７件；毕业及授予学位
档案２卷。整理２００９年全校各单位存档照
片（电子）２００９张；往年各类旧照片５０３张；
整理上传馆内网页“特色档案”所需照片。

整理（翻拍、编辑、整理）荣誉档案存档２００
余件。整理科技档案：基建档案５００６卷、招
投标３０４卷、出版 ６５卷、科研 ８１卷、设备
３９４卷、教学１６７４卷、外事６８卷、专利２４１
卷、礼品字画１０００卷，共计８８３３卷。以上
档案整理后录入的电子目录及内容上传至

档案管理系统。３．全宗连续不断：续完整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全宗》。
【档案编研】　１．学校年鉴：在年鉴编纂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档案馆本着对历史负责

的态度，遵照连续性原则，完成了《江苏大学

年鉴（２００９）》的编纂、校对、排版、印刷、发
行等工作。并对２００９年《年鉴》在版式、框
架、条目、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改版。全书比

较系统、客观地反映了２００８年度学校在党
建工作、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管

理服务、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最新成就。

２．专题汇编：档案馆对利用次数多、参考价
值大的案卷进行有针对性地编研，直接提供

系统的档案参考资料。档案馆编制了学校

大事记、重要文件、荣誉榜、导师名录、毕业

生名录、学科专业一览、机构设置、职称评

聘、干部任免、表彰奖励、表彰决定、公布结

果、组织工作批复、科研成果等各类专题汇

编（纸质，电子版），方便教学、科研、管理、

编史修志、考研、考博、职称晋升、申报课题、

学科专业评估、学业成绩认证等档案利用者

查询。

【档案服务】　１．档案检索：进一步深化检
索工作，丰富检索工具与渠道，构建了形式

统一、内容稳定、功能健全的更为科学的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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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档案、基建
档案、外事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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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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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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数字档案建
立了电子目录并在网站公布，便于利用者查

询。２．常规服务：不断强化服务意识，积极
开展常规服务、远程服务。档案不同于其它

文献资料可以实行开架服务，档案库房都是

封闭管理，尽管计算机能快速查阅到档案的

档号、架位，档案原件还需要工作人员到库

房调档。接待查阅党政、财会、已故人事档

案等查档人次 ４０４人、４５８１件（盒）；复印
２２３６张。接待查（借）本专科教学档案６５０
人１７００余卷，提供相应复印件近１５００张。
接待研究生教学档案查阅１０５人次，利用档
案及复印 １０９０卷（件）接待声像档案查阅
５４人次，利用照片５００余张；接待科技档案
查阅 １０７５人次，调阅档案 ７４３０卷，复印
６７８７张。本年度档案馆全体员工，为全校
各单位提供校志编撰、校史馆筹建所需的档

案资料查阅服务，接待查阅１８３８人次，利用
档案 １８８０５卷，复印 １２６２９张。３．拓展服
务：档案有咨证、凭证作用。档案馆对更改

校名：镇江农机学院改用江苏工学院校名；

江苏工学院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江苏理工

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

组建江苏大学的文件进行翻译，满足了学校

师生出国的需求。今年出具更名、组建学校

文件证明同时提供中英翻译服务的１０８份。
为本校毕业生提供学历、学位、成绩等证明

１５０５份。为出国、留学人员办理学历、学
位、成绩等证明材料的中英翻译３０１余套近
２０００份。受理校外机构学历认证事务１６８
份。在认证工作中做到了坚持原则、实事求

是，鉴别出伪造我校假学历（学位）５７份。
保障了用人单位的权益、维护了学校的声

誉。４．教学实习：积极发挥档案信息传递、
文化积淀和教育三项功能。从今年开始，档

案馆接待教师、学生到档案馆进行教学实

习，并为教学实习提供场地、档案资料查询

与服务工作。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０９年９月，档案馆安装
“南大之星”网络版档案管理软件系统。

１．系统建设情况：国家档案局要求“档案馆
要有独立、专用服务器”。我馆的档案管理

系统是使用的南大中坦公司提供的“南大之

星”软件系统，安装在专用的 ＩＢＭ刀片服务
器上，系统环境是 ｗｉｎｄｏｗ２００３ｓｅｒｖｅｒ；服务
器由现教中心托管，有专人负责定期维护更

新；档案管理系统根据软件公司提供的组件

和脚本定期升级更新。２．数据安全保管：
为有效管理和长期保存档案数字资源并提

供有效服务，已建立了专用服务器、存储设

备及其他基础设施，以确保档案数字资源服

务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我

馆对服务器上的数据定期作备份，同时会作

服务器备份、异地计算机备份以及移动硬盘

备份；每次备份会同时在服务器和专用备份

用机以及两个移动硬盘上做 ５个备份；目
前，数据库基本一周备份 １－２次，数据是
２－３周备份一次。３．在线传输归档：① 在
线实时接收党办、校办电子文档。从今年开

始，我馆的档案管理系统与两办 ＯＡ系统做
好数据接口，ＯＡ系统中的电子文档可以直
接通过流转功能导入到档案管理系统内，适

时接收党办、校办电子文档在线归档。并实

现安全保存及有效利用，实现了数据的共

享。目前已经导入的数据有１１７３条。在管
理系统上初步实现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双

轨制”归档。② 在线接收两办扫描件归档。
党办、校办公开的收文、发文扫描件已接口

传输档案管理系统。③ 接收全校各单位电
子文档。本年度开始接收全校各单位应归

档纸质档案的相应电子档案。４．专题数据
库建设：档案管理系统内现有数据库表 ６０
个，数据记录有１０万４千多条。发布主页
的专题数据库有２２个，分别为：① 提供网
络信息查询的：本专科生学籍查询库、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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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库、科技成果库、研究生论文目录库、职

称评审库、毕业合影图片库、学校年鉴目录

库；② 收录档案法制法规的：国家档案法规
库、档案行业标准库、江大档案规章制度库、

江大档案归档程序库；③ 基于年鉴的档案
信息汇编：大事记、荣誉榜、导师名录、毕业

生名录、学科专业一览、校发文件；④ 基于
图片及声像格式的数字档案：声像档案库、

荣誉档案库、特色档案库；⑤ 图片汇编：记
录学校重要事件、活动的图片新闻库。５．
馆藏档案数字化：目前我馆数字化工作正在

稳步进行中，各类档案现已建立了目录数据

库，并逐步往２０００年并校以前的各学校档
案进行回溯（有部分类目已完成回溯）；各

类图片、声像档案基本数字化，在档案管理

系统中可以直接调用其电子档，因考虑网络

环境下数据安全性，在档案馆主页上仅提供

目录查询；目前正在对并校以来的江苏大学

本科学籍档案进行数字化，并对相关数据进

行整理、核对、扫描和技术加工，做到扫描与

挂接同步。６．网站建设情况：构建网络服
务新平台。档案馆主页是档案馆对外服务

的窗口，上半年完成了主页的设计制作与发

布工作。主页是基于档案管理系统所建立

的数据完成发布的，目前主页发布的专题数

据库有２２个；基于发布的数据记录有５万６
千多条。为全校师生提供了信息查询的平

台。７．以网络为依托开展档案利用服务：
在校园网内提供非保密电子文件查询、利用

服务，实现电子文件信息资源共享。提供网

络信息查询的数据库主要有本、专科生学籍

查询库、专利档案库、科技成果库、研究生论

文目录库、职称评审库、毕业合影图片库、学

校年鉴目录库；基于图片及声像的数字档

案：声像档案库、荣誉档案库；以及基于年鉴

的档案信息汇编：大事记、荣誉榜、导师名

录、毕业生名录、学科专业一览、校发文件

等。这些数据库资源的发布为全校师生更

好的利用档案馆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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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３２５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２６９４２件
３．照片档案 ３万多张（件、张）
案卷排架长度 １４５１．８１米

二、本年进馆档案

案卷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５０５５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４６９６件

（撰稿人：苑成生　审稿人：沈　芳）

出版社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
江苏大学出版社）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同意成立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的

批复》［出图（２００７）１２８号］的批准成立，是
全国首批以企业性质获批成立的出版单位

之一。出版社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７日获得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图书出版许可证》

［新出图证（苏）字１８号］，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
日获 得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编 号

３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８０６１９０１０１Ｎ），性质为江苏大
学全资设立的有限公司（法人独资），注册

资本５００万元人民币。出版社经营地点为
镇江市梦溪园巷３０号的江苏大学梦溪校区
内的原梦溪校区图书馆大楼，另有书库设立

在校区门口的校舍内，办公经营场所总面积

约２０００平方米。出版社机构下设行政部、
总编办、财务部、图书编辑部、营销部。２０１０
年底在岗员工３６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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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硕士学历（学位）人员１８人。出版社的
出版范围为：出版本校设置的主要学科、专

业、课程所需要的教材；本校教学需要的参

考书、工具书；与本校主要专业方向一致的

学术专著、译著；适合高校教学需要的通俗

政治理论读物；根据学校主管部门确定的分

工和安排，为尚未成立出版社的高校出版高

校教材。出版社的经营范围除出版和发行

本社出版的图书外还可经营文化办公用品

等。现任社长李锦飞，总编辑芮月英。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稳步推进业务发展】　
２０１０年我社为积极适应和应对出版形势的
变化，充分利用高校和地方两种文化出版资

源，坚持以精品图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策略，优化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

强化管理，使得出版业务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和延伸。２０１０年全年共上报选题 １１１种，
出版新书９２种，图书品种积累超过２００种，
重印图书２２种２２批次，新书及重印书码洋
１２１６万元，销售收入超过４００万元。
【着力打造精品图书 努力做好重点出版】　
２０１０年我社突出了精品特色的选题策略，
组织出版了部分国内一流学者的图书精品，

如南帆先生《冲突的文学》以及国内词学研

究的著名领军人物杨海明教授的《杨海明词

学文集》８卷，一经推出便得到了行业的好
评和市场的关注。在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

“江苏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评选中，我社的《特殊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一书获一等奖，《高等教育课程体系

理论新探》、《法伦理文化视野中的和谐社

会》和《学校道德生活的管理透视》获二等

奖，《高职教育行动导向教学体系》、《法学

视野中的大学自治：以大学权力为中心的分

析》和《高职院校管理新论：基于营销学范

式的研究》获三等奖。在“江苏省第十一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我社出

版的《学校道德生活的教育叙事》荣获二等

奖，《流光溢彩：中国古代灯具研究》、《高等

教育教学理念与模式创新》和《齐梁萧氏故

里研究》荣获三等奖。《印记与重塑：镇江

博物馆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１－２００９）》获江苏
省文物局组织的首届江苏省田野考古奖优

秀成果奖。２０１０年是总结“十一五”、展望
“十二五”的关键一年。我社在大量调查研

究工作的基础上，多次组织分析讨论，确定

了我社“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并积极

组织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

目。《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野丛书》入选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先进

激光制造技术》入选江苏省“十二五”重点

出版物规划项目。这些出版项目不仅为出

版社带来荣誉，也体现了出版企业的文化责

任，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发掘多方出版资源 为文化事业发展做出

贡献】　我社立足高校，坚持高校出版社的
办社宗旨和出版理念，充分发掘高校在学

科、人才方面的优势，关注国内外学术研究

的发展动态和教育体制改革、教学机制创新

的最新进展，以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

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出版的主导

产品。我社在２０１０年开始了“江大学人”开
放式文丛的选题组织，已出版了《认知语法

批判》、《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的构建与

发展》、《中国能源消费及其区域差异对经

济增长影响研究》、《佛禅与金朝文学》、

《中国风电产业的演化与发展》等一批具

有较高学术价值、广受好评的图书。２０１０
年我社围绕服务地方经济文化需要，积极

开展与地方相关部门的合作，探索发掘和

利用地方优秀的文化出版资源，促进社会

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文心讲堂》、《小鬼

游天下》、《乡音未改：著名旅日爱国侨领

许朝坤先生记事》、《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

究》、《京口夜话》等，不仅为出版社丰富了

图书品种，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受到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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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称赞和好评，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

【加强组织队伍建设 增强企业内部活力】　
组织队伍建设是关系出版社成长和持续发

展的关键。２０１０年我社坚持以精品图书促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优化和完善了出

版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管理，提高

了制度执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２０１０年通
过招聘补充吸收了 ４名新编辑，采用以
“老”带“新”的方式，促使新编辑尽快进入

工作角色，适应工作环境；通过组织编辑举

行业务研讨和邀请专家讲课等形式，不断提

高员工的职业素养。目前我社已建立了一

支与本社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出版队伍，编辑

人员全部具有硕士学位或高级职称；除几名

新聘青年编辑和非业务岗位人员外都取得

了中级及以上出版职业资格；主要骨干和社

领导都参加了新闻出版总署及省新闻出版

局组织的社长总编及室主任岗位学习班的

培训。２０１０年我社汪再非同志受到省新闻
出版局及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表彰，被评为

“《江苏出版年鉴》先进个人”。总体上看，

２０１０年是文化出版市场新情况新事物不断
涌现的一年，行业环境的市场不确定性给我

社的经营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同时我社也在

市场竞争的环境中进一步成熟，为企业未来

的发展积累了经验。２０１１年我社将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带领全体员工及时总结经

验，夯实基础，练好内功，开拓创新，努力使

出版社走上成熟稳健的发展轨道。

【经营管理与业绩】　江苏大学出版社成立
后就确定了出版社初期发展的基本思路，即

“练足内功建队伍，立足高校求生存，积极探

索走市场，摸索前进寻突破”，围绕着基本目

标，从队伍培养、制度建设和选题组织三个

维度开始展开工作。一是加强队伍建设，采

取 “送出去”、“请进来”和“以老带新”的方

式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按照双向选择的聘

用方式组建出版队伍。揭牌仪式后不久，出

版社就将首批新聘的编辑派往兄弟出版社

进行一个月的专业技能学习和培训；选派青

年编辑参加各类岗位学习培训并取得编辑

上岗资格，同时通过返聘的形式吸收聘用具

有编辑经验的已退休的人员充实增强编校

队伍的力量，辅以业内专家的专题讲座形式

进行岗位专业学习教育。目前除新聘不到

１年的新编辑外，在岗编辑均取得国家规定
的职业资格（中级）证书，使图书的出版质

量有所保障。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出版社

根据自身的情况，经过三年的积累，已经制

定和完善了相应的内部运行管理和出版业

务保障制度，包括人事制度、薪酬激励机制、

行政管理制度，以及选题管理、书号管理、编

校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等有关的规章

制度，并通过制度贯彻执行来保证业务工作

的开展和图书质量的提高。三是选题工作

已经由建社初期的被动待稿状态向主动策

划和组织上转变，并已成为出版社日常工作

的核心。选题策划意识已经成为出版社的

自觉行为，在出版思想的探索中，出版社已

提出了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发展目标，对图书

品种结构进行调整，提高选题质量、提高教

材比例、提高重印比例，成为选题的重点努

力目标。自出版社成立以来，出版行业的竞

争形势日趋严酷，出版社为积极适应和应对

出版形势的变化，充分利用高校和地方两种

文化出版资源，坚持以精品图书促进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策略，达到了初期经营目标，同

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截止２０１０年
底，共出版图书２０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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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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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若干准则》图解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镇江市监察局　编 ２０１０．０６

２ 学思·知行 郭礼荣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３ 古诗文诵读选本（１－６年级） 刘正才　张晨晖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４ 想象科学 陆苏拉德　著 ２０１０．０２

５ 血色沉香 泽文艳　张强　著 ２０１０．０３

６ 一天一点中国史 张金桂　编 ２０１０．０３

７ 学校道德生活教育模式的探寻与

思考
班　华　等著 ２０１０．０６

８ 冲突的文学 南　帆　著 ２０１０．０５

９ 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汉语研究 李华倬　著 ２０１０．０４

１０ 高中英语词汇全解 张玉让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４

１１ 风雨彩虹 宜兴市教育局　编 ２０１０．０５

１２ 悠悠未了长江情 林维良　著 ２０１０．０５

１３ 工程图学习题集 江苏大学工程图学课程组　编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４ 印记与重塑 镇江博物馆　编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５ 大学生安全教育 曹广龙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１６ 星辰集 陈耀群　著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７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肖爱树　著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８ ２０１０·文化嘉年华 杨　雷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６

１９ 中医中老年养生保健 罗卓洲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０ 化学教学研究 沈理明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１ 无人喝彩 阿　明　著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２ 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究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３ 医学影像诊断报告集 崔恒武　李开信　朱海云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７

２４ 护理学基础 罗彩凤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５ 多媒体ＣＡＩ课件设计与制作 冷国华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６ 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任晓霏　李崇月　何明丽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７ 少儿快速心算 刘永年　管　青　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８ 少儿快速心算配套练习 刘永年　管　青　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９ 流体力学实验 闻建龙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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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３０ 高考高分作文创意构思组合比较 施清杯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８

３１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编写组　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３２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导 潘洪建　等编著 ２０１０．０８

３３ 教育原理与策略 薛晓阳　蔡　澄　马兰芳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８

３４ 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农民城镇迁移 陈广桂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３５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高等教育管理
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

秘书处　编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３６ 让梦飞翔 杨国祥　徐　铭　主编 ２０１０．０９

３７ 成本会计模拟实训教程 束必琪　赵　宇　主编 ２０１０．１０

３８ 印痕 高　鸣　主编 ２０１１．０９

３９ 公关营销心理案例分析 高有华　著 ２０１０．０９

４０ 高考一招鲜（英语、语文、数学） 焦　健　主编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１ 小鬼游天下 陈茜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２ 乡音未改
镇江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３ 企业后勤服务外包的理论与实践 刘国红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４４ 杏坛守望 马伯成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４５ 六朝画像砖研究 姚义斌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４６ 大学课程基本问题研究 高有华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４７ 认知语法批判 何南林　范　锋　孙　峰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４８ 渚上吟稿 张君宏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９ 宋词三百首新注 杨海明　注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０ 唐宋词与人生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１ 唐宋词纵横谈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２ 唐宋词风格论·张炎词研究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３ 杨海明先生七十华诞纪念集 钱锡生　薛玉坤　主编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４ 唐宋词美学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５ 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６ 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７ 唐宋词史 杨海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０

５１７



()*+,-

（２０１１）

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５８ 江苏省专转本考试大学英语核心模

拟试卷及答案精解
江苏省专转本考试命题研究组　编 ２０１０．１２

５９ 中国风电产业的演化与发展 王正明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６０ 京口夜话 徐　苏　著 ２０１０．１１

６１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劳动法律制度 魏　敏，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２ 图书馆馆长的素质与管理艺术 郭绍全　编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３ 当代农村变迁中的标兵与典型 叶扬兵　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４ 文心讲堂 镇江市图书馆　编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５ 图书馆工作研究与案例 任　罡　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６ 加快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姚永康　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７ 传媒时代的文学书写 管　宁　主编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８ 中国能源消费及其区域差异对经济

增长影响研究
张珍花　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６９ 权利视野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柳建华　李炳烁　著 ２０１０．１２

７０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 马国贤　赵宏斌　主编 ２０１０．１２

７１ 佛禅与金朝文学 刘达科　著 ２０１０．１２

（撰稿人：常　钰　审稿人：李锦飞）

杂志社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杂志社从出版社独立出
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按照年度工

作目标，领导班子坚持“稳中有进、实中求

新”的发展思路，以打造期刊质量工程为中

心，以强化期刊特色为战略，以积极备战期

刊奖项评比工程为抓手，以力争达到期刊各

项技术指标评审为目标，全社上下协同努

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五种期刊的出版发

行任务如期完成，数量和质量满足计划要

求，反映办刊实力水平的关键指标稳中有

升，编辑部在各项期刊评奖中载誉而归，年

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实现，为下一年度的

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杂志社领导

班子未调整，成员仍由吴明新社长、施康副

社长、徐红星副社长、金辉副调研员组成；杂

志社机构进行了调整，下设４个科级机构：
行政办公室、理工版编辑部、人文社科版编

辑部、医学版编辑部。职工总数 ２６人，其
中，中共党员１８人，正高职称１人，副高职
称８人，中级职称８人。
【制度建设】　建立从稿件选用到期刊发行
的制度化管理体系，修订完善了“江苏大学

杂志社稿件选用程序的管理制度”、“江苏

大学杂志社期刊发行制度”、“江苏大学杂

志社版面费、审（阅）稿费、组稿费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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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江苏大学杂志社期刊编辑印制质量

的管理办法”、“江苏大学杂志社二次分配

管理办法的实施方案”等制度，分管社领导

作为质量管理的直接责任人、社长作为总责

任人参与质量监督与管理，对全体员工运用

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管理。

【内涵建设】　２０１０年共出版期刊 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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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６期，高校教育管理杂志６期，共发表
论文６３３篇。２０１０年１月《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正式更名，新版第１期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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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学报、杂志的基金论

文比例继续提高。２０１０年各期刊影响因子
都有较大提高。根据科技部中信所数据，自

然科学版学报影响因子０．６２１，总被引频次
６８１次，在全国６１种综合类期刊中上升至
第二位；医学版学报影响因子 ０．３６０，总被
引频次４００次；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影响因子
上升至０．７６７，总被引频次３６６次；自然科学
版学报和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６期均被 Ｅｉ收
录；社会科学版学报影响因子 ０．２４８，总被
引频次７４３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等二次文献全文转载或转摘１１篇；《高校教
育管理》杂志影响因子０．３７６，总被引频次
７８５次，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资料中
心》转载收录１５篇、ＣＳＳＣＩ收录５１篇。２０１０
年是我国期刊的“评奖年”。经过精心准备

和严格评比，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和自然科学

版学报参与了由教育部科技司主办的“第三

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

评比活动”，前者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特

色科技期刊奖”、后者连续第三次荣获“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排灌机械工程学

报和医学版学报双双荣获“教育部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二等奖”；社会科学版学

报和高校教育管理杂志参与了全国高校学

报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第四届评优活动”，前者荣获“全国高校百

强社科期刊”、后者荣获“全国高校优秀社

科期刊”；社会科学版学报的“赛珍珠专题

研究”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

目”。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杂志社招聘引进了５
名硕士学历的优秀毕业生充实编辑队伍。

采取各种方式，提高青年编辑的政治素质和

业务能力，着重培养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作

为各刊物的领头人，打造学习型、研究型编

辑队伍。２０１０年选送３名编辑部主任参与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举办的主编岗位培训，先

后选送１０多名青年编辑参与各种学术交流
会议；各编辑部先后举行集中学习讲座 ３
次，编辑部主任到相关学院举办学术讲座２
次。杂志社鼓励各编辑部结合工作开展学

术研究，撰写论文、申报课题，２０１０年度共
有５篇论文被ＣＳＳＣＩ检索、５篇论文在ＣＳＳ
ＣＩ刊物上发表。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省
期刊协会举办的第二届江苏期刊编辑岗位

技能大赛中，获得大赛组织奖铜奖和银奖、

铜奖各１项。
【党建工作】　根据党委、纪委统一部署，加
强党风、政纪等系列学习，开展了《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国共

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学

习讨论活动，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领导

班子和职工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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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开展党员

教育活动和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培养编辑的

政治意识、学术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考察入党积极分子 ２
名，培养预备党员２名。党总支带领全体党
员和职工积极参加学校及行业内各项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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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多次获奖：在校纪委、组织部开展的

“读书思廉”活动中，获得“读书思廉”征文

评比二等奖；在２０１０年度党的建设论文评
比中获三等奖一项、鼓励奖一项；在全校职

工“健身秧歌”大赛中，杂志社和出版社分

工会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在首届江苏期刊

“明珠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

七名；２０１０年党总支与校工会共同创办了

“心桥”书屋，由出版社捐书杂志社与工会

购书，精心准备了包括养生保健、历史地理、

生活常识、理财投资、音乐戏曲等方面的图

书，活动获得学校２０１０年度“最佳党日活动
方案”三等奖。杂志社网站全面改版，新网

站信息覆盖面更加全面、信息检索效率大大

提高。

２０１０年杂志社期刊出版情况

刊名 创刊时间 出版周期 开本 发行量 年载文量 国内刊号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１９８０１２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１５０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７５

ＣＮ３２－１６６８／Ｎ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８０８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６０４

ＣＮ３２－１６５５／Ｃ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１９９１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０００ １５０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８３

ＣＮ３２－１１６９／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１９８２０１１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１１５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５３０
ＣＮ３２－１８１４／ＴＨ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０７０１ 双月 Ａ４ １５００ １１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８３８１
ＣＮ３２－１７７４／Ｇ４

（撰稿人：金　辉　审稿人：崔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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