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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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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校本部馆和北固、梦溪两个校区

借阅处、京江学院分馆、４个资料室组成，总
面积达６０４６９平方米（不含资料室）。图书
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包括各类印刷型文

献和数字文献，经长期积累，已形成比较完

整的综合性藏书体系。目前，图书馆拥有中

外文纸质馆藏２８２余万册，电子图书近１５０
万册，电子报刊 ２５９２７多种，数字资源达
２１ＴＢ。校本部馆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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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集

“藏、借、阅、查、咨、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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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　图书馆结合服务于学校历史
文化传承和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支撑的需求，

按照适应性、相关度、工作基础等科学设岗，

建立了“五部一室一所”的体系结构，即“资

源建设部（教材科）”“流阅服务部”“特藏服

务部”“网络服务部”“学科服务部”“科技信

息研究所”“办公室”，进一步固化了新的服

务内容，理顺了工作和业务，减少了部门

壁垒。

【读者服务】　１．基础服务。始终秉持“读
者至上、服务第一”的理念，坚持全方位、全

天候服务。２０１４年，图书馆开馆时间达到

９８小时／周，１４小时／天；全年接待读者１０５
万人次，其中社会读者８５９９人次，借还图
书８２余万册，上机１３余万人次，办理各类
通用借书证约３００张。２．接待参观。接待
来自美国教育联盟代表团、国家留学基金会

及国内相关高校等参观团体约４６批次９００
余人次。３．特色品牌服务。以“携手助阅
读，接力传书香”为主题的江苏大学“２０１４
读书节”，在历届传统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

传承与创新，开展了图书漂流与“人人捐献

一本书”活动、“特色资源征集”活动、地域

文化图片展及民间技艺展演、图书馆官方微

博互动、精品图书推荐、送服务进院系活动、

读者满意度调查等７项活动，在全校范围内
引起了强烈反响；举办“书山的问候”文献

资源利用服务月活动，开展１７场专题讲座，
受众师生达２０００余人；面向全校师生开办
“耶鲁学堂”２４讲、“新东方讲堂”１２讲、托
福英语精品培训班２期，６００余名学员参加
了培训，拓展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了大

学生出国英语考试的通过率。４．社会服
务。申办成功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ＡＣＣＡ考点和英语四六级网考考点；面向全
校开展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完成论

文查重检测报告４０２篇；全年完成３１本专
著和 ６７１篇文章的文献传递；提供 ＳＣＩ、
ＩＳＴＰ、ＥＩ等数据库收录引用证明共１．１余万
篇；完成查新报告４０００项。５．开辟“岚清
书屋”专区，收藏展示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

清同志捐赠的近４０００册图书。６．教材科
成建制并入，周密部署、多部门通力协作，交

接按时、平稳过渡，完成了 ２０１４级共计 ２３
个学院教材发放。７．学科服务。为省教育
厅提供了６期《江苏省高校及江苏大学进入
ＥＳＩ全球前１％学科动态快报》，为省教育厅
全面了解ＥＳＩ学科进展提供数据。
【教学、科研与队伍建设】　１．学科建设。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获批为校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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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学科，建立启用了“信息行为分析实

验室”，注入图情学科发展新活力。２．研究
生培养。探索实践“产学研服”一体化研究

生培养模式，邀请美国西蒙斯学院的唐蓉教

授来学校讲学，聘请唐女士为学校兼职教

授，带来了研究生教学的范例。３．科研工
作。图书馆坚持“以服务带动科研，以科研

促进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科研工作，２０１４
年获批各级各类项目４项，其中国家自科１
项，国家社科１项，教育部项目１项，发表核
心期刊论文２１篇；共组织省市成果报奖５
次，提交学术成果评奖３１项，其中获全省第
四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论文类一

等奖２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４．队
伍建设。坚持馆员在职岗位培训的管理考

核工作，图书馆举行了１０次培训学术讲座，
有效提高了馆员的职业修养和业务技能；

邀请２位国内外专家开设专业课程，５０余
人次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会议，２名员工出国
学术交流，师生的国际视野得到了拓展。

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图书馆
馆藏资源及新增情况

项目 数值 单位

当年新增中外文图书 ３．２０ 万册

累计馆藏中外文图书 ２６０．２８ 万册

当年新增期刊合订本 ０．１４ 万册

累计馆藏期刊合订本 ２１．６８ 万册

总电子资源 ２１ ＴＢ

（撰稿人：李文娟　核稿人：陈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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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档案馆是集中保存、统一管理全
校档案并提供利用的专门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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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馆藏
有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建、设备、产业、

外事、出版物、财会、声像、实物等各类型和

载体的档案资料 ６．６７万卷、４．０２万件，照
片档案３．４万张。２０１４年档案馆正式工作
人员５人，其中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４
人，另有临时聘用人员５人；由省高校档案
研究会“理事单位”升级为“常务理事单位”。

【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共享思想下的档案
收集工作要有整体观念，建立起合理、有序、

科学、经济的馆藏体系，最大化地发挥出档

案的作用。档案馆以档案资源建设为基础，

不断丰富多载体并存的馆藏资源，努力实现

不同载体档案同步归档；依照《江苏大学档

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２０１４）》，从文件
归档范围、案卷质量、档案信息著录、文件远

程归档等方面，全面实行纸质、电子档案一

体化归档，实现“网上预立卷”和“双套制归

档”，并为各单位提供周到的档案立卷指导

服务，促进现行档案的及时归档；完成全校

６８个归档单位（部门）在２０１３年度形成的
各类文件材料９１０９卷（件）的收集、整理工
作，其中党政２９４３件、本科教学９６６卷、研
究生２２００卷、科技２０１９卷、人事（已故人
员）１６８卷、照片４１４张、其他３９９件。
【信息化建设】　１．数字档案馆软件平台建
设。“十三五”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建

设完善的“档案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

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由目录信息管

理向档案全文信息管理和海量数据存储及

内容管理的转变。为深入推进档案信息化

建设，基于内容全文管理和大数据集成管理

的江苏大学数字档案馆二期工程开始实施，

完成了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招标。２．研究
构建区域性档案文化传播平台。档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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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域，档案不仅具有承

载文化的功能，更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因

此对区域性档案文化进行研究，构建档案文

化传播平台，对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弘扬

区域档案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江苏大学

档案馆与镇江市档案局进行联合，并以我馆

为主要研究单位，由镇江市档案局联合各区

县档案馆，我档案馆联合多家高校档案馆，

既考虑公共馆为公众提供众多的与民生相

关的档案信息资源及特色档案资源，也考虑

将高校档案中的招生、教学、科研和专利等

档案形成专题，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关于教育

科研方面的档案文化资源。档案馆依据相

关文献资料和调研获取的信息进行深入统

计分析，确定档案信息主题范围，制定统一

的数据整合规范和标准，整合多种主题的档

案资源数据，分阶段、分层次地建立起镇江

地区档案文化传播平台；对集成的多元化

档案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建立多途径分

类导航，形成特色专题数据库；为社会公众

提供多元化档案文化资源的展示、检索和利

用服务；同时，通过该网络平台，提供多种

形式的联合参考咨询服务，为公众利用档案

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３．馆藏档案
数字化建设。馆藏纸质档案全文数字化仍

然是档案馆信息化工作的重点，“以需求为

导向、以利用为目的”，遵循“常用档案数字

化的实用性原则、重要档案数字化的价值性

原则、老旧档案数字化的保护性原则”，２０１４
年度完成党政（文书）档案近１０．８万页、基
建图纸２４１０１张全文数字化。档案管理系
统内数字档案资源存贮达到１．５ＴＢ。４．专
题数据库建设。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档案管理系统内建有数据库表１６５个（包括
学院移交档案数据表 ６８个），２０１４年新增
数据库表９个、数据记录６８．９万多条，新增
数据量２２．６万多条；用于主页发布的数据
库有４２个，新增专题２个，新增数据量１０．７

万多条。５．档案目录信息库建设。２０１４年
新增学籍卡目录４４３３０条、毕业生名册目录
１２１４０条、成绩表目录１３７４９１条、录取名册
目录１４０８９条，合计新增数据２０．８万多条。
６．档案馆网站建设。档案馆主页动态、公
告、学校要闻等栏目新增记录２９５条，添加
图片等附件 ２３０个；新增镇江师专全宗数
据库１６６３３条、镇江医学院全宗１５８８５条、
江理工党政文书２５５９６条；研究生论文目
录新增１７４５条；专利、科技成果、基建、招
标和出版档案更新数据７７５３条；主页基于
发布的数据记录 ２２２５４４条，２０１４年新增
１０．８万条。档案馆网站信息量大，体现档
案馆馆藏特色、工作特色，起到了在网络上

宣传档案工作、指导利用档案和档案文化建

设的作用。

【档案服务】　１．服务学校中心工作。档案
馆为学校党政管理、评估检查、基建维修、法

律诉讼、债务清理、重大会议、重要活动等提

供档案资料服务；为学院、中心、研究机构

等优势学科审计、申报奖项、毕业校友返校

等大型庆典和活动提供查阅档案服务。如

为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提供文件查阅，为

“国家水泵工程中心”验收提供专利档案复

印，为第三次科技工作会议宣传提供剪报拍

照，为人事处填报省属高校机构编制提供江

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专、江苏冶

金学校９０年代的人员编制核定文件、学校
成立、更名等文件，为本科教学评估、工会之

家评估、国有资产管理评估、江苏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评估等各类评估工作提供档案

支撑，为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教学成

果奖等提供档案支撑，为青年周转公寓规划

建设提供文件和图纸，为校史馆网站桃李芬

芳栏目提供历年（１９５８—２０１３）毕业照片
２０００多张。全年共接待校内师生工作查考
利用档案２５００余卷（件）。２．服务校友。
档案馆负责毕业生学历学位认证、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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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等与校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事

务性工作。为方便办理者知晓业务流程、熟

悉相关程序，档案馆在学校网站、本馆网站

公示业务流程并详细列出办理各项业务所

需材料，为档案利用者在办理前提供专业、

规范、透明的业务指导。档案馆创新网络服

务手段，为身在外地（国外）的校友提供代

办服务，通过网络提交相关材料后，可远程

申请办理学历学位认证、中英文成绩证明等

各项业务，材料办完后通过快递送到用户手

中；扩展服务内容，为留学、出国人员办理

学历学位证书、学业成绩单的中英文翻译材

料。全年为学校毕业生求职、升学等提供学

籍档案等证明材料共７８３人次、调卷９８０余
卷；为出国留学人员办理中英文学历学位

证书、中英文成绩 ２９０人次、１１９０余套。
３．服务社会。档案馆按照规定向社会提供
利用，切实提高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创新服

务形式，依法做好档案查阅服务，改进查阅

方式，简化利用手续，最大限度满足利用者

需求；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江

苏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全国各地有关认证

机构、用人单位学历学位认证１２６人次，查
出伪证３份；同时将散存在不同年度、不同
案卷中可以公开的档案信息，以专题的形式

在网站上公布，为公众提供远程查询服务。

【档案编研】　１．编纂学校年鉴。档案馆制
定年鉴稿件撰写要求，规范统一的体例设计

等说明材料，供全校各单位在撰写年鉴稿件

时参考与借鉴，以保证年鉴文体、文风、专有

名词使用、时间表述、年代断限、计量单位、

统计数据的使用基本统一，促进年鉴工作的

规范化、科学化。强化责任意识，严把年鉴

审稿、校对关。档案馆严格实行年鉴撰写单

位（部门）审批制度，要求学校各单位（部

门）对撰写的年鉴稿件质量、提供的数据负

责，必须经本单位（部门）主管领导审查、签

字、加盖公章后稿件才能报送档案馆。

２．２０１４年 度 完 成 了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２０１３）》的编纂、印刷、发行工作；完成了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的组稿工作，以及
初稿的内容核实、校对、补充、调整，文字的

删减、加工、润色，统一全书的称谓、数据、时

态、格式等工作。３．编纂学科群发展简史。
通过挖掘、选择、研究、加工，整合馆藏党政、

教学、科研、声像、荣誉等各类档案资源，档

案馆建立了涵盖车辆工程、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流体机械及工程３个学科的特色学科数
据库，包括特色导师、特色奖励、特色论文、

特色项目、特色照片、特色专利及其他材料

７个子库共１５２５条记录。以特色学科数据
库为基础，同时搜集江帆网、相关学院部门

网站等校内媒体资源及各大搜索引擎搜索

的校外媒体资源，编撰了近５年涵盖车辆工
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流体机械及工程 ３
个学科、包含２２９个重要事件的江苏大学动
力机械发展史（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９月）。以后
逐步往前推进并扩展到其他特色学科。

４．档案专题汇编。新编了《江苏大学第三
次党代会汇编》和《亚太地区农机培训班专

题汇编》；续完 ３１种专题汇编 ２０１３年内
容；续文件汇编２０１３年内容。
【档案业务研究与队伍建设】　１．业务研
究。档案馆与镇江市档案局共建的省档案

局项目“公众需求导向的区域性档案文化传

播平台构建研究”结题。２０１４年度公开发
表论文４篇，其中在核心期刊３篇；另１篇
论文《论“卓越计划”背景下高校档案用户

需求的变化》入选江苏省档案局“２０１４年江
苏省档案学术交流大会”交流，并入编

《２０１４年档案学术交流会论文集》。档案馆
与江苏科技大学档案馆联合组成的镇江片

区代表队获“江苏省高校档案法律法规知识

竞赛”三等奖，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２．队
伍建设。档案队伍建设对于整个档案管理

的规范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档案馆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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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奉献为公”的档案人精神，注重培养

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增强本部门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组织专职馆员到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上海

大学、苏州大学及苏州档案局（馆）、昆山档

案局（馆）、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等学习、观

摩、交流，撰写相关调研报告；组织成员参

加省档案研究会、省高校档案研究会的学术

交流、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管理培训班等活

动，拓宽眼界，吸取新的成果，力求探寻档案

工作在困境中寻求发展的突破口。

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档案馆馆藏情况

一、馆藏档案

全宗 ５个
案卷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６６７０２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４０２０９件
３．照片档案 ３．４万多张
４．电子档案总量 １．５ＴＢ

二、本年进馆档案

案卷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５３５３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３７５６件

（撰稿人：苑成生　核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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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年，出版社在江苏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的关怀下，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

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严格按照党和

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开展出版工作，

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统一，立足为高校服务、为社会

服务，紧紧围绕工作目标，强化选题工作和

制度建设，做了大量扎实而有成效的工作。

２０１４年出版社出版图书 ３０７种，其中新书
２３９种、重印书 ６８种，全年销售码洋 １５３８
万元，实际销售收入１０００万元。目前出版
社拥有员工４１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
业人员７人，具有硕士学位２２人。
【精品图书出版】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规划项目“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野丛书”

的首本图书———《近２０年台湾文学创作和
文艺思潮》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

等奖，另两本《台湾文学场域》和《台湾文学

研究３５年》进入编审校环节，有望２０１５年
正式出版。２０１４年出版了江苏省“十二五”
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日本先进实用农业技

术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图书———《机插水稻

稀植栽培新技术》。本书由“时代楷模”、知

名“三农”专家赵亚夫担任主译，详细阐述

了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对

我国发展水稻机械化生产，促进水稻低耗、

高效、高产、稳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

书的出版填补了近年来国内机插水稻稀植

栽培技术相关出版物的空白。社重点项目

“海峡文丛”系列学术图书推出了第四辑。

本项目自２０１１年至今已出版４辑１５种图
书，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江大学人”系列 ２０１４年又推出 ６种，自
２０１０年推出至今，已出版 ３０余种，集中展
示了学校科研最新研究成果。

【特色教材出版】　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始
终坚持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努力为高校

教学和培养人才服务。２０１４年，社重点教
材项目“江苏省卓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特色

教材”推出了《大学基础物理学学习指导》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等基础和专业教材。

该项目在江苏省教育厅等多方的支持下，于

２０１１年启动至今已出版２０余种教材，主要
涵盖卓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所涉及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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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专业课、专业特色课、专业公共课等，

是一套认可度高、覆盖面广、特色鲜明的优

秀教材。２０１４年，出版社继续做好高职院
校的特色教材建设工作，“高职高专‘工学

结合’特色教材”已出版１４种，针对培养高
等院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

工程师”系列图书已出版６种，并继续围绕
汽车专业推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重点建设专业规划教材”１０种。
【全民阅读和农家书屋】　２０１４年出版社积
极参加“全民阅读手拉手·春风行动”，被

授予“全民阅读志愿服务站”；积极开展农

家书屋推荐、教材推广和各类馆配工作，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有１种图书入选全国农家
书屋目录，３１种图书入选江苏省农家书屋
目录。组织出版的适合农民阅读的“操作能

手”系列图书，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详细清晰

的图片介绍了筑养路机械维护、修理、保养

等方面的知识。全套丛书共５本，全部入选
“江苏省２０１４农家书屋”。
【多部图书获奖】　除《近２０年台湾文学创
作和文艺思潮》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二等奖外，２０１４年出版社还有多部图书
获奖。《大众篆刻入门》获首届向全国老年

人推荐优秀出版物；《中国德化：陶瓷文化

与作品赏析》获江苏省向社会大众推荐的

２０种书；《邮情无价》获第八届华东书籍设
计双年展封面设计二等奖；《我国医疗保险

费用控制研究》获第九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共产党理论

创新的自觉：历史与现实》《知识转型与教

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获第九届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汽车底盘

拆装与调整》《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程》《太

阳能热利用技术》获江苏省“十二五”规划

教材；《教育原理与策略》获２０１４年江苏省
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修订教

材）；《全球环境想象：中西生态批评实践》

获２０１３年度苏版好书。
【行政管理工作】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业
务流程。修订出版社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和

《江苏大学出版社图书编校质量管理细

则》，出台了《江苏大学出版社编辑系列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江苏大学出版

社差旅费管理办法》和《江苏大学出版社员

工请假、考勤、假期待遇管理办法》。加强编

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业务能力和综合素

质。２０１４年出版社招聘新员工 ４人，除内
部开展新编辑培训工作外，还组织新编辑参

加中国编辑学会的脱产学习，着力提高编辑

们的业务能力。另外，组织新聘用人员参加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调整机构设置，优

化资源配置。出版社设置了行政总监和教

材策划与营销总监。行政总监兼任行政办

公室、总编办公室和出版部主任，以推动行

政事务间的整合与衔接；教材策划与营销

总监兼任教材策划与营销中心主任，以推动

教材策划推广中心与营销中心的资源融合。

【党建工作】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组织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按照学校创先争优活动

的总体要求，结合出版社的实际情况，精心

组织、周密安排，收到了实效；积极组织各

类集体活动，增强员工凝聚力；组织参加了

校工会的长跑和爬?山活动，并自发组织员

工开展了素质拓展训练；组织员工向“时代

楷模”赵亚夫学习，并实地听取赵亚夫亲诉

他的事迹。这些活动进一步彰显了出版社

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展示了员工良好的精

神面貌。另外，积极组织员工参加学校的

“最佳党日活动”和党建论文比赛，并获得

了较好的名次。

（撰稿人：常　霞　核稿人：董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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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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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基础工程实训 曾艳明，刘会霞，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 经济法 葛书环，杨凤义，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３ 市场营销学 陈金刚，高云龙，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４ 车削项目实训 金　忠，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５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高效办公案例教程 覃伟赋，韦昌有，闭英权，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６ 儿童文学 张晓焱，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７ 先进制造技术 贾鸿莉，王秋雪，高莉莉，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８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陈友伟，高莉莉，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９ 应用文写作 周金林，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０ 汽车保养 邹明森，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１ 春种秋收：唐诗中的三农景况 孙润祥，著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２ 一天一点中国史 张金桂，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３ 经济学基础 梁　锐，孙方思，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４ 高等数学：经管类（下册） 孙　梅，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５ 大学英语实用教程（下册） 王海燕，刘　民，杨　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６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董佩燕，张晓焱，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训 聂国梅，司可大，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８ 现场急救处置 陆　宁，编著 ２０１４．０１

１９ 会计职业基础实训 韦梅东，邓淑贤，张　楠，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０ 做人好“关键”：经典故事助你长

情商
余　滔，编著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１ 高等数学（下册） 诸建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２ 护理文秘 张开礼，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３ 大路放歌 曹树高，著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４ 镇江诗词一百首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５ 图形创意 郭长见，吴卓斌，王来哲，主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６ “八项规定”图解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镇江市监察局，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７ 勤廉人物故事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镇江市监察局，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８ “廉政准则”图解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镇江市监察局，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２９ 古今贪腐案例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镇江市监察局，编 ２０１４．０１

３０ 雅思基础阅读分题型教程 陈艳龙，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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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３１ 心理咨询与辅导 张仲兵，张　墨，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２ 建筑工程材料 闫瑞兰，要强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３ 创业会计学 许良虎等，编著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４ 机械工艺制造与专用夹具设计 陈兴和，周益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５ 模具制造技术 滕宏春，吴泊良，袁　斌，江　健，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６ 中文版 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ｖｅｒＣＳ６网页制作
案例教程

李永利，姚红玲，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７ 高频电子线路 陈美君，编著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８ 幼儿卫生保健 黄桃英，张晓焱，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９ 大学基础物理学学习指导 杨建华，成鸣飞，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０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微观部分）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编写组，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１ 心理健康教育 焦雨梅，张　良，傅　燕，尚凤芝，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２ 镇江乡土语文读本 庐　山，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３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学习

指导
江苏大学国际贸易课程组，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４ 建筑工程材料检测实训 闫瑞兰，要强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５ 不可超越的利益之争：大学生存价

值观探析
解瑞红，著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６ 大学英语实用教程形成性评估手册

（下册）
王海燕，刘　民，杨　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７ 邮情无价：百年恒顺忆友芳
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苏恒顺醋业集团，编
２０１４．０２

４８ 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机

考模拟题库：三合一
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专家命题研究组，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４９ 电视机原理与检修 黄锦和，李柏雄，冼允平，编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０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陈　希，史雷鸣，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１ 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项目教程 王　超，殷晓伟，汤泳萍，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２ 工程制图 程金霞，贾中印，张　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３ 会计电算化应用：用友版 毕祖金，王秋生，程利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４ 人才资源素质化开发论 郑　瑜，田万全，编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５ 海峡文化论集 刘登翰，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６ 学前教育专业英语 刘　蕾，韩　洁，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７ 中小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研究：以镇

江市为例
张伟清，江心英，谈沁磊，编著 ２０１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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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水产养殖数字化监测与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及其应用
刘星桥，赵德安，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５９ 太阳雨 陶　然，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６０ 花甲随笔 石大庆，著 ２０１４．０３

６１ 字体设计 孙红霞，陈天荣，主编 ２０１４．０３

６２ 经济法基础 梁　锐，钟顺东，王　琪，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３ 中医中老年养生保健 罗卓洲，编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４ 筑养路机械维护保养实用技术 张宏春，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５ 小学生作文教程（五年级）（全２册） 施顺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６ 小学生作文教程（四年级）（全２册） 施顺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７ 小学生作文教程（六年级）（全２册） 施顺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８ 卫生理化检验综合实验学 陆荣柱，王苏华，徐　虹，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９ 小学生作文教程（三年级）（全２册） 施顺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０ 朗诵艺术与技巧 王生龙，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１ 诗文南山 乔长富，编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２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胡英娣，张玉暖，李龙启，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３ 春在无人处 孙　健，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４ 韩国国民年金制度改革路径选择 陈樱花，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５ 线性代数 詹小旦，熊显萍，刘　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６ 成功面前人人平等 崔恒武，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７ 红盾闪闪 叶　凡，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８ 千里千寻 马　进，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７９ 中国德化：陶瓷文化与作品赏析 林鸿福，著 ２０１４．０４

８０ 现代筑养路机械 王海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１ 中文版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平面
设计案例教程：ＣＳ６ 董　慧，谷　冰，吕小刚，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２ 建筑制图与识图 杨亚彬，冯新伟，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３ 基础会计 王　瑾，沈　云，邓淑贤，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４ 卫生经济学 周绿林，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５ 高等数学：工科类 凌寿铨，李运楼，蔡　鸣，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６ 管理学 高秀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７ 经济数学 王中兴，齐圆华，梁文光，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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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中文版 ＦｌａｓｈＣＳ６动画制作案例
教程

刘旭光，王丹丹，沈　洋，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８９ 社交礼仪 林玉琼，梁利苹，黄碧雁，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０ 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建设实践 李战军，张　红，编著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１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材 无锡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培训教材编写组，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２ 筑养路机械故障诊断与检测 李鹏飞，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３ 筑养路机械施工技术 黄成磊，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４ 基层工作一点通 张广华，编著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５ 微波电路与天线 闫　述，郑召文，孔　娃，编著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６ 筑养路机械修理与再生技术 陶　伟，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７ 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新技术 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８ 欲望的限度：中国消费模式演变

研究
何　媛，著 ２０１４．０５

９９ 大学新生入学教育读本 穆建国，王显龙，陈　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５

１００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构造与检修 黄　华，王文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１ 会计学原理 伍　宁，卓义容，林婵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２ 学前卫生学 黄桃英，曾志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３ 高职体育与健康 张　勇，颉小文，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４ 中文版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ＣＳ６平面设计案
例教程

苏　畅，易华重，徐建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５ 计算机应用基础项目教程 赵国龙，陶轶铭，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６ 电控发动机检测 杨雪茹，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７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邵理堂，刘学东，孟春站，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８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梅德纯，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９ 数控车工项目实训 金　忠，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０ 最新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预测试卷

精编
晋　刚，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１ 会计学原理实训 卓义容，伍　宁，林婵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２ 基础会计实训 邓淑贤，陆洪涛，孟　康，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３ 利益协调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机制

完善：基于阶层分化的分析
蒋俊明，著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４ 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钟立新，陈光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５ 哲学与人生 彭培庆，娄　华，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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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ＶＩ设计 陈天荣，王　薇，高　雪，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７ 职业道德与法律 姜　松，吴慧红，柳红波，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８ 经济政治与社会 徐惠珍，裘丽萍，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１９ 计算机应用基础项目教程实验指导 赵国龙，陶轶铭，主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２０ 自然十六行 王荣华，著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２１ 会计基础应试题库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２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应试题库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３ 会计电算化应试题库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４ 道路交通事故分析与预防 刘志强，赵艳萍，倪　捷，编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龙瑞全，戴益信，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６ 在路上：张明平新闻作品选 张明平，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７ 涂料与黏合剂 代少俊，张　峰，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８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汤　彬，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２９ 物流设施与设备 李　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０ 应用数学 付海兰，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１ 预算绩效管理专业基础 刘国永，王　萌，张　林，罗　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２ 预算绩效管理实践指导 刘国永，王　萌，张　林，罗　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３ 预算绩效管理案例解读 刘国永，王　萌，张　林，罗　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４ 高等数学（上册） 诸建平，韩晓峰，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５ 线性代数习题集 詹小旦，熊显萍，刘　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６ 预算绩效管理概述 刘国永，王　萌，张　林，罗　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７ 穿越城市 阿　明，著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８ 经济数学 张利芝，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３９ 哲学与人生学习指导 彭培庆，娄　华，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４０ 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学习指导 钟立新，陈光建，主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４１ 机械设计 马贵飞，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２ 应用数学（全２册） 龚德仁，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３ 医学化学 朱卫华，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４ 产品数据管理（ＰＤＭ）原理与应用 黄曙荣，安　晶，王　伟，阳　程，编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５ 汽车机械基础 薛智勇，袁新建，吕　莹，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６ 国学易知 唐　缨，尤秀渊，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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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音乐基础理论与欣赏（全２册） 贺香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８ 演讲与口才 沙聪颖，李占文，由靖涵，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４９ 电工基础与电器组装实践 丁慎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０ 体育与健康教程 杨建平，侯春安，周晓妹，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１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１卷） 丁骥良，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张志凌，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３ 计算机应用基础 张　明，王　翠，张和伟，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４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陈　超，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５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张靖鸣，向松梅，赵　静，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６ 计算机文化基础考试指导 云玉屏，王传俊，邹　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７ 财务会计实训 梁　蕤，杨付莹，郭　晓，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８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Ｂ级
辅导与全真训练

章　燕，刘婷婷，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５９ 纺园草根情 盛建春，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０ 金融概论 王　丽，常媛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１ 日汉建设常用辞典 陈　嵘，陈　峥，陈修柱，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２ 盐城教育人物 《盐城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３ 影视高考一本通 李　锋，陶加庆，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４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宏观部分）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编写组，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５ 水性笔风景绘画 雷力钧，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６ 舞蹈基础 赵丽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７ 实践与探索：江苏省镇江市首届警

学论文获奖征文集
赵立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８ 直觉模糊信息决策方法研究：基于

灰色关联和证据推理的方法
李　鹏，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６９ 经济学基础学习指导与练习 梁　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０ 企业文化管理指南：职场新人必读 王险峰，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１ 经济政治与社会学习指导 徐惠珍，裘丽萍，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２ 职业道德与法律学习指导 姜　松，吴慧红，柳红波，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３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夏　圣，杨曙梅，主编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４ 镇江三山诗抄：范德平章草书法集 镇江市三山管委会，编 ２０１４．０８



´µr¶·r�¸

５３５　　

续表

序号 书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７５ 校园深深：一个半途而来的教育工

作者的自叙
陈耀群，著 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６ 行测终极奥义 寒　昕，卧龙光线，简　歌，编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７７ 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 黄伟明，郑印渝，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７８ 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指南与

辅导
赵　敏，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７９ 求职与创业 金秋萍，陈　东，编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０ 旅游心理学实务 杨亚芹，王慧元，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１ 石油钻井工程及相关技术论文集 赵炬肃，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２ 会展旅游实务 陶艳红，王慧元，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３ 旅行社运营与管理 孙江虹，马宏丽，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４ 金融理论与实务 梁　锐，陆洪涛，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５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６ 会计基础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７ 汽车空调检测与维护 常　亮，王　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８ 浸染的诗情：中国古典诗词赏析 张巍峰，编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８９ 数控铣床实训 王吉年，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０ 信号与系统实验教程 高　平，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１ 经济法基础学习指导与练习 梁　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２ 思维方式、语言分析能力与语言知

识：认知视角下的外语学习研究
苏建红，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３ 会计电算化教程实训 李平原，王子国，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４ 会计电算化 廖承运，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５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工作任务式教程 施冬梅，欧阳华，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６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刘叶飞，主编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７ 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

研究
徐小阳，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８ 一类寡头市场博弈模型复杂性及混

沌控制研究
丁　娟，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１９９ 镇江新志略 令狐磊，张　泉，邱兰芳，赵潇雁，管　斌，著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００ 公基核心考点 老Ａ，主编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１ 认知与探索 赵良厅，主编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２ 认知与探索 赵良厅，主编 ２０１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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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２０３ 沪宁铁路与江苏社会 葛玉红，著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４ 功败垂成 罗　翔，著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５ 璧尘公基十年真题分类解析 璧　尘，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６ 公司理财与创业 谢竹云，徐惠珍，张　华，编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７ 会计电算化教程 李平原，王子国，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８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５卷） 丁骥良，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９ 守望天下第一江山 刘建国，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０ 龙山往事 金　童，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１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２卷） 丁骥良，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２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３卷） 丁骥良，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３ 财政金融英语综合教程 校捷素，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４ 电子政务战略与安全管理 谢友宁，徐静保，高依，编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５ 园林工程设计 李　伟，吴伟鹏，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６ 金融理论与实务学习指导与练习 梁　锐，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７ 竹林文学创作论 史挥戈，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８ 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的企业资本预

算研究
李文昌，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１９ 农业职业教育结构问题研究 姚永龙，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０ 护理文秘 张开礼，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１ 基于ＭＡＳ的复杂质量结构产品质
量设计模型研究

徐　兰，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２ 产学研合作中的协调机制研究 盛永祥，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３ 点赞分龙岗 张仁才，主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４ 基于新型微纳减反结构的硅基太阳

能电池研究
祝　俊，朱漪云，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５ ＲＦＩＤ技术及应用 唐拥政，王明辉，王春风，编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６ 巴蜀梦寻 吴绍祥，著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２７ 璧尘公基同步练 壁　尘，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２８ 税法与企业战略 朱乃平，房彩荣，张　华，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２９ ＶＢ．ＮＥＴ项目开发教程 于瑞琴，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０ 嘉定镇江志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１ 聚力·生态文明建设 曹当凌，潘法强，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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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材料电磁过程 李桂荣，王宏明，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３ 当代教育评论 潘洪建，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４ ２０１４年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
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改革

研讨会组委会，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５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６卷） 丁骥良，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６ 视觉文化与文艺批评 魏　然，朱立立，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７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实践导读
李明宇，张　林，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８ 现代家庭教育方法大全（第４卷） 丁骥良，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３９ 英文科技学术话语研究 钟兰凤，钟家宝，仲跻红，李　霞，丁　建，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０ 句容历史文化新探 吕朝霞，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１ 中医护理学 张开礼，赵金芬，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２ 创意、艺术与生活 管　宁，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３ 合流制排水系统污染控制原理与

技术
吴春笃，解清杰，陶明清，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４ 高校安全管理理论与实践 张文忠，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５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姜旭淦，苏建友，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６ 排水系统清洁生产理论与实践 刘　宏，张　波，吴春笃，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７ 非常道 宁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镇江市作家协会，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８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实验指导 胡嘉波，朱雪明，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４９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陈盛霞，段义农，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０ 盛世宰辅于敏中 曹春保，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１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邵世和，杜　鸿，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２ 物化到人化 戴雪红，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３ 江苏省高校学生食堂食品制作业务

指导手册
江苏省高等学校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４ 医学检验通用技术 朱　伟，曹兴建，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５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案例分析 邵启祥，许文荣，李新刚，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６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谷俊侠，陈秀芳，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７ 城市合流管网溢流污染控制规划理

论、方法与实证
吴春笃，肖思思，黄勇强，赵宝康，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８ 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与员工工作

产出研究
谢竹云，著 ２０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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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城市合流管网溢流污染控制技术

应用
解清杰，吴春笃，殷晓中，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０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钱　晖，陶国华，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１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综合性实验指导 邵启祥，鞠少卿，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２ 医学检验自动化仪器、实验室管理

见习指导
焦志军，马　萍，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３ 新环境下的医院全成本核算 陈　涛，潘荷君，编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４ 水稻脱粒分离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及其应用
徐立章，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５ 灵秀镇江 杨　雷，主编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６ 顾客参与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研究
张　瑾，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７ 全国社保基金委托投资风险测度

研究
江红莉，著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８ 法治文化艺术作品集 范德平，著 ２０１４．１２

（撰稿人：常　霞　核稿人：董国军）

½¾¼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
下，杂志社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年度

工作目标，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

契机，重视人事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落实“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学术质量”的总

体要求，充分发挥编辑部办刊人员的积极

性，推动编辑“三进”工作（走进学者、走进

实验室、走进学术会议），实行数字优先出

版，顺利完成了全年４２期的出刊任务。在
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学报自然版获评教育部优秀科技

期刊，学报社科版和《高校教育管理》分别

获评全国高校百强和优秀期刊，同时获评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核心期刊（扩

展）；学报自然版获评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

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获评中国农业核

心期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在全国学会和省级学会评奖中，多人

次获得表彰。党总支报送的出版社与杂志

社党支部最佳党日活动分别获学校三等奖

和鼓励奖；２篇党建论文获表彰。２０１４年
杂志社领导班子成员及６个科级机构无变
更；职工总数２９人，中共党员 １９人，正高
职称２人，副高职称８人，中级职称１３人。
【期刊工作】　杂志社工作目标全面落实，
６本期刊发展平稳、迅速。１．加强内涵建
设，提升学术质量。杂志社加强意识形态教

育，严格把握政治导向，把好选题策划关；

密切关注期刊行业发展态势，引入并实现网

络优先出版、网络发布等先进的办刊手段，

在知网中提高了下载率和下载量，有效扩大

论文的传播；通过使用玛格泰克公司采编

平台，解决了投稿和审稿中存在的问题；通



´µr¶·r�¸

５３９　　

过“三进”工作，强化了编辑组约稿意识，增

加了来稿数量和作者机构数量；组织学报

自然版编辑部走访专家，召开《排灌机械工

程学报》校内博士会议、《江苏实用心电学

杂志》编委会和《高校教育管理》编委会；顺

利完成６本期刊编委会的换届工作，新增了
一批国际学者和国内名家担任编委。在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１４年的统计数据
中，学报自然版的影响因子为 ０．５３４，排名
在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的２６／１０８；《排灌机械
工程学报》影响因子为１．１１８，排名在农业
工程类的６／２０，影响因子排第３位；学报医
学版影响因子０．３６３，排名在 ３５／５４。根据
知网２０１４年数据，学报社科版复合影响因
子０．９９１，排名在 ４４／６５９（综合性学报）；
《高校教育管理》复合影响因１．１９６，排名在
２８／２４７（教育类）。《江苏实用心电学杂志》
在知网中第一次出现复合影响因子０．０９５，
为下一步顺利办刊奠定了基础。２．重视知
识传播，发表优秀作品。杂志社致力于发表

最新科研成果，服务于科研事业。《排灌机

械工程学报》刊登的《欧盟 ２７国小水电的
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思考》受到了第３届能源
挑战和技术国际研讨会主席 ＨｅｎｒｙＴａｎ博
士的关注，邀请作者参加相关的国际会议。

《高校教育管理》发表的“应用技术大学建

设”的系列文章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

的表扬。《江苏实用心电学杂志》在２０１４年
重点刊发其主要研究成果之《１２６例胸部肿
瘤患者调强放疗后动态心电图改变的临床

分析》获２０１４年度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作者发来感谢信。杂志社各学术期刊

为进一步开拓新媒体传播途径，改版网站，

推出英文版网站，推广期刊品牌，探索微信

和二维码等新的传播方式。３．重视人才队
伍建设，推动编辑科学研究。杂志社重视期

刊工作三支队伍建设：编委队伍、作者队

伍、审稿专家队伍，为出期刊精品提供保障；

严格要求编委的身份、地域、海外背景，广邀

名家进入编委队伍，提高编委的国际化水

平；充分发挥期刊网站平台作用，宣传期

刊，吸引作者关注和投稿，积极诚约高质量

稿件，提升期刊知名度；遴选审稿专家，选

择小同行进行审稿，严格审稿要求，确保审

稿质量；关心编辑队伍的成长，积极组织编

辑参加高水平专业、行业学术会议，先后有

１００多人次参加了 ２０１４年国内外行业会
议，开展交流、合作，推广学习先进经验；组

织编辑参加江苏省编辑技能大赛，积极参与

科学研究。２０１４年杂志社编辑发表在《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等期刊的学

术论文 ２７篇。组织编辑开展课题预研工
作，增加社内课题研究，确定立项６项课题。
【制度建设】　重视杂志社制度建设，加强
常规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对编辑继续教育

制度和期刊年检制度，杂志社切实按照国家

要求进行，确保按时注册和年检。６种期刊
按时出刊，顺利通过省局年检。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杂志社领导班子结合

实际，强化制度管理意识，制订了规章制度

手册发到每个员工手中，做到人人职责分

明，使期刊出版发行等各项工作得到制度保

障。人事聘任工作结束后，杂志社对各编辑

部制订了聘期内每种学术期刊的发展目标，

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要求。全年通过邮

政发行杂志约３００００余册，通过书店发行
约２１０６册，自主发行约４０００余册。加强
排版质量和印刷质量的监控，与相关排版、

印刷公司分别签署责任协议书，在稿件的排

印过程中使用贯穿全流程的“期刊排印转接

单”，使期刊排印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职责清

楚、明确到人。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有效

使用好学校配置的各种设备。

【党建和工会工作】　２０１４年，党总支按照
党委统一部署，认真扎实开展政治理论学

习，以凝聚人心、激发活力为宗旨，以营造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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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发展氛围、形成风清

气正的工作环境为目标，把理论学习与岗位

培训相结合，把思想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相

结合，开展了“书记讲堂”、专题报告、会议

精神传达、学习成果分享等多种形式的学习

教育活动，重在加强党建实效，推动两社中

心工作。根据学校纪委的要求，坚决贯彻综

合治理、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

针，组织两社领导班子成员开展党风政纪教

育，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建立廉政自律责

任制等监督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

发生。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

动，如组织参观茅山新四军廉政奉公专题展

览，参观镇江市新农村建设示范单位———戴

庄，聆听时代楷模赵亚夫先进事迹报告，学

习他们的先进事迹。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

校工会组织的乒乓球比赛、登?山、运动会、

广场舞比赛等教职工文体活动，其中广场舞

比赛获得第二名，乒乓球比赛获得第八名。

组织员工开展社内健身活动，锻炼身体，增

强体质。２０１４年有８名员工获得工会年度
表彰。

江苏大学杂志社２０１４年期刊出版情况

刊　名 创刊时间 出版周期 开本
发行量

（册）

年载文量

（篇）
国内刊号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１９８０．１２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６ １３１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７５
ＣＮ３２１６６８／Ｎ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９．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６ ８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６０４
ＣＮ３２１６５５／Ｃ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１９９１．０７ 双月 Ａ４ １０００×６ １２９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７８３
ＣＮ３２１６６９／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１９８２．１１ 单月 Ａ４ ３０００×１２ １７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５３０
ＣＮ３２１８１４／ＴＨ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０７．０１ 双月 Ａ４ ２０００×６ １２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８３８１
ＣＮ３２１７７４／Ｇ４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１９９３．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５００×６ １１２ 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９３５４
ＣＮ３２１８５７／Ｒ

（撰稿人：金　辉　核稿人：崔金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