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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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校本部馆，北固、梦溪两
个校区借阅处、京江学院分馆，以及文法
学院、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
的４个资料室组成，总面积达６０ ４６９平方
米（不含资料室）。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印
刷型和数字化文献资源，目前中外文纸质
馆藏２９２余万册，电子图书１５０余万册，
电子报刊２５ ９００多种，数字资源２１ ５ＴＢ。
校本部馆建筑面积４３ ９６９平方米，阅览座
位４ ０００个，无线网络全覆盖，集“藏、
借、阅、查、咨、育”６种功能为一体，
可为读者提供文献流通阅览、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定题服务、课题查新、参考咨
询等多类型、多层次、全方位的文献信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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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接待读者１４０余万人
次，其中社会读者２ ８万人次；借还图书
５９余万册，馆内阅读约２０万人次；新增
各类办证读者７４３人次，办理省通用借书
证４２张。创新教材发放模式，开发了手机
端教材领用核算系统、零售库存管理系统；
进一步完善教材发放流程，全年顺利完成
４２万册春秋两季教材的发放工作。２ 专题
咨询服务。延续大型读者信息咨询品牌活
动“书山的问候”，开展资源检索与分析、
科研追踪与评价、ＥＳＩ分析评估等讲座２５

场；学科服务不断深入，完成《江苏大学
及江苏高校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学科动态快
报》６份、《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ＥＳＩ学
科竞争力分析报告》１份、《２００６—２０１６江
苏大学ＥＳＩ学科科研绩效分析报告》１份、
《江苏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贡献率分析》１
份，发布《江苏大学２２个学院ＥＳＩ期刊推
荐目录》，引进ＥＳＩ论文成果引用平台，为
学校学科发展提供决策意见；出色完成学
校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工作的数据支撑、
会场保障、现场考察等工作；主动嵌入５
个专业工程认证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
信息服务；面向全校开展学位论文学术不
端行为检测，完成论文检测４０２人次，全
年完成３６０篇文章的文献传递；提供ＳＣＩ、
ＩＳＴＰ、ＥＩ等数据库收录引用证明共１ １８９
人次。３ 特色品牌服务。 “２０１６读书节”
聚焦经典文化传播，开展了“名家讲堂”
“赛珍珠诗书画主题巡展”“赛珍珠与亚洲
学术研讨会”“主题征文比赛”“主题舞台
剧”等精彩纷呈的活动；“辉煌一课”正
式启动，戴立玲教授作为特邀名师做了第
一讲，传承治学为师之道；多次走访离退
休教师，征集到教材手稿、备课笔记、讲
义、听课笔记、设计图纸、试卷、专著等
２ ０００余种，“教学资料展”展示了老教师
的敬业精神与专业造诣； “漂流之家”正
式对外开放，全年收集各类图书１２ １１１
册，捐助特困生配套教材７２４套；考试中
心完成１批次ＳＥＴ考试、７批次ＨＳＫ考试、
４批次ＡＣＣＡ考试，考务组织工作受到各
主办方的高度好评；耶鲁系列公益活动首
次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提高了学员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全年完成耶鲁学堂２期与耶
鲁讲堂２期；成功承办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信
息素养教育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南京
大学等全国２００多所高校的３００余名教师
参加，提升了图书馆的影响力。组织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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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江苏大学读者协会”，开辟学生
自我管理、服务、实践新格局；组织开展
的“那些年，有我的图书馆”毕业季主题
活动、“共勉寄语”毕业留言墙、“书的盛
宴”主题活动、“第五季”征文等活动深
受学生读者欢迎。４ 社会服务。教育部
科技查新工作站全年完成查新项目５ ２９０
余项，完成３项专利分析报告及专利侵权
分析报告；完成４家知识产权贯标企业的
优秀申报工作，完成３家贯标企业的咨询
辅导工作并顺利通过验收。完成专利申请
１３项、知识产权检索分析报告１份、专
利侵权分析报告１份；承办高校图书馆创
新服务培训班，面向来自广东、江苏２０
余所高校的近３０名馆员开展了信息咨询、
竞争情报等方面的培训。
【教学、科研与队伍建设】 １ 深化完善教
学改革。升级文献检索课程视频，优化教
学平台，全面推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
积极申请教育部全国高校图工委在线课程
联盟。探索研究生信息素养教育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模式；新开设２门双语教学课程；
分别获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讲课
比赛第一名、教材大赛的二等奖与优秀奖、
案例大赛二等奖、论文大赛二等奖与三等
奖。２ 研究生教学与培养。加大招生宣传
工作，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介、本科教学
平台、走进学院、重点院校、重点地区等
方式，进一步扩大学科点知晓度，提高生
源质量。研究生培养成效喜人，获省级研
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课题１
项。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１００％；２０１４级
获得江苏省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举办办
学１０周年庆典活动。３ 学科国际化建设。
建立留学研究生与本国学生一体化管理体

系，采取中外研究生同堂授课、同班活动、
同室科研的培养模式。与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北卡莱罗娜大学等建立了师资交流、
课程教学等长期合作关系，有效融合国外
优质教育资源；２名外国文教专家受邀来
馆任教，公派１名馆员出国短期培训、１
名老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
建立资助研究生出国访学长效机制，以拓
展研究生的国际视野，１名研究生完成国
外访学。４ 科研工作。获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１项、校级项目１项。发表或录用论
文３５篇，其中Ｃ刊论文１７篇。获江苏省
图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哲学社会优秀成
果奖等奖项１７项。信息行为实验室不断
探索实验项目。《图书情报研究》强化办
刊质量，征集编印《高校图书馆“十三
五”规划选辑》。５ 队伍建设。选派１名
馆员赴伊利诺伊大学进行了为期１个月的
访问学习；坚持馆员在职岗位培训的管理
考核工作，全年完成员工培训９次，参加
员工人数６５８人次。科学制定岗位聘任考
核方案，顺利完成第三轮岗位聘任工作。
试行员工刷卡考勤管理，劳动纪律有所
增强。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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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７３ 万册
累计馆藏中外文图书 ２７０ ３２ 万册
当年新增期刊合订本 ０ ２５ 万册
累计馆藏期刊合订本 ２２ ４７ 万册

总电子资源 ２１ ５ ＴＢ

（撰稿人：李文娟　 核稿人：袁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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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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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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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７万
卷、５ ７２万件，纸质照片３ ８万张，电子
档案总量２ ５ＴＢ。２０１６在全省总结“‘十二
五’期间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编研成果评
选”活动中，档案馆有５项成果获奖，其中
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优秀奖３项（本
次活动全省共有４２项成果获奖），为全省高
校中获奖项目最多的２所高校馆之一。
【资源建设】 不断丰富多载体并存的馆藏
资源，不断改善和优化资源结构，实现学校
档案集中管理与利用。继续加大对传统馆藏
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和对新增电子文件的归
档，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网络化的形式利
用，最大限度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严格按
照归档标准和要求，完成全校党政文书、研
究生、本科生、招生、毕业、教学、学籍、
设备、基建、科研、出版、专利等各门类共
１３ ７９３卷（件）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同时
２０１６年对科技处１９７８年以来３８年的科技档
案、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０１年以来１５年的成人
教育学籍卡进行了集中归档及整理。着力解
决档案资源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问
题，特别是针对有些业务档案长期留存在业
务部门未能及时移交到档案馆的历史遗留问
题，２０１６年补收成人教育教学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全脱产１６１个班级的学生成绩表１６１卷，
补收成教医学类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班级成绩汇
总表７９卷；补收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科研立项档
案２２２件，补收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科研成果档
案１ ９５３件；补收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基建档案
３０６卷；补收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４年奖牌５８件。
本年度规范整理了２０１６年新增的档案和补
收的陈年老档案共４１ ５２７卷（件）；规范整
理了学校１９５４—２００６年馆藏未整理的老照
片１０ ８１３张。
【档案信息化建设】 继续按照档案规范化
和标准化的高要求，以档案信息资源的整
合为核心，以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进程为
重点，加快推进档案资源数字化、管理标
准化、服务网络化、数据存储规范化进程，
实现学校档案工作全面发展。１ 完成新档
案系统与学校各业务系统的数据集成。本
馆以数字档案管理思维完善数字化校园数
据集成方案。各业务单位根据档案馆提出
的数据项表单向中心数据库推送数据，档
案馆管理平台只需通过一个接口向中心数
据库读取数据，实现与数字化校园的大数
据集成，无须和每个单位业务系统再单独
做数据接口（ＯＡ系统除外）。２ 基于新档
案管理系统，重新开发了ＯＡ系统电子文
件归档接口。由于新档案管理系统与ＯＡ
系统的技术架构、上线时间等差异，ＯＡ系
统的原归档接口存在归档数据项信息不全、
提取元数据不准确等缺点，无法满足档案
管理的需求。档案馆秉持前端控制和全程
管理思想，与校办一起商量，起草了ＯＡ
系统与新档案系统的电子文件归档接口方
案，对ＯＡ系统中电子文件的元数据提出
了规范要求；并要求增加档案管理所必需
的数据字段，实现ＯＡ系统中流转完毕的
电子文件在线归档，确保归档电子文件的
背景信息和元数据不丢失，确保归档电子
文件真实、完整和安全。３ 开发了新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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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绩翻译系统。基于新档案管理系统与
学校各业务系统的数据集成，能实时获取
学籍信息和学业成绩信息。２０１６年开发了
新的英文成绩翻译制作系统，新系统通过
接口向中心数据库直接读取教务、研究生
等业务系统推送的学生成绩信息，自动完
成英文成绩单的翻译制作，大大提高了英
文成绩单翻译制作的效率和准确率。４ 完
成了老管理系统向新系统的数据迁移。新
旧系统在一定时期并行。２０１６年全馆人员
放弃暑假休息，带领勤工助学的学生对老
系统中的全部数据进行检查、修改，整合
成符合新系统管理要求的数据，并将老系
统的所有数据成功迁移至新系统，下半年
停止使用老系统。５ 档案目录数据库和专
题数据库建设。对新的档案管理系统数据
库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整合，按高校档案门
类分别设置案卷目录库和文件目录库，并
建立了多种专题数据。本年度从老管理系
统导入原有案卷级目录５０ ６４０条、文件级
目录４６９ ３９６ 条；新建立了案卷级目录
９ ２７４条、文件级目录１００ ５５９条；从ＯＡ系
统导入电子文件１ ５６０条；从图书馆导入
研究生学位论文电子数据１２ ５９２条；网上
采集学校要闻３ ８９８条，采集媒体江大２２７
条。正式库中挂接有全文的条目有３８１ ７９９
条，全文数据率达到６８ ５％。６ 档案馆网
站建设。档案馆网站建设是档案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档案宣传”
和“档案利用”的重要平台，是学校向社
会提供服务的重要窗口。２０１６年档案馆主
页累计发布档案信息１１２ ４８６条，起到了
在网络上宣传档案工作、指导利用档案和
档案文化宣传的作用。
【档案编研】 １ 在２０１６年全省总结“‘十
二五’期间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编研成果
评选”活动中，档案馆有５项编研成果获
奖，其中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优秀

奖３项。２ 档案馆承担学校《年鉴》编纂
工作。本年度完成了《江苏大学年鉴
（２０１６）》的组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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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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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够基本统一；完成编纂、排版等工作。
本馆编纂的学校《年鉴》比较系统、客观
地反映了学校历年在党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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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全省
“‘十二五’江苏省高校档案编研成果评
选”活动中获得二等奖。３ 编纂《亚太地
区农机培训班专题汇编》。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学校受农业机械部、外交部、对外经
济贸易部等委托，为亚太地区农业机械网
和联合国工发组织举办的中小型农业机械
制造培训班，这是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史
上的光辉一页，具有重要意义。档案馆将
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汇编，编
印了《亚太地区农机培训班专题汇编》，
全面地记述了亚太农机班的办学历史，展
示了办学成果，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参考资
料。在２０１６年全省“‘十二五’江苏省高
校档案编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获得三等奖。
４ 编纂《机械动力学科群发展简史》。
（１）将档案资源开发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
合，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完成学科电子日
历的前期制作。以本馆编纂完成的《江苏
大学机械动力学科群发展简史（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年）》初稿为基础，采用学科电子日
历的形式展现该学科群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对外交流等各方面的成果。该学科日
历以每日为基本单元，通过文字、图片相
结合的方式呈现本学科历史上的今天发生
的重大事件。在制作电子日历过程中，从
文本、配图、配色、排版等方面力求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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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该学科简史共分为两大部分，６ ６万
余字。在２０１６年全省“‘十二五’江苏省高
校档案编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获得优秀奖。
５ 档案专题汇编。（１）续编学校历年专题
汇编；（２）不断增添和续编文件汇编和专
题汇编；（３）本馆编纂的学校《大事记》
在２０１６年全省“‘十二五’江苏省高校档
案编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获得优秀奖。
【档案服务】 １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为学
校党政管理、教学评估、验收检查、基建
维修、工作查考、申报奖项、法律诉讼、
债务清理、校友返校、重大会议、重要活
动等提供档案资料服务；为学院、中心、
研究机构等教学、科研、学科审计、项目
评定、申报奖项等提供档案查阅服务。全
年批量、集中查阅的有：为迎接省委巡视
工作，接待党办、校办、国资处、后勤处
等多个部门来馆查阅复印会议纪要、基建
招投标、设备招投标等相关档案资料；为
海外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认证工
作提供已毕业留学生培养手册、成绩单、
学位申请书、照片等材料；为退管处办理
退休人员社会养老保险信息核对、查询学
校历年来的退休文件并提供电子文件的拷
贝件；接待人事处为在职人员办理社会养
老保险查询进校人员入职文件、报到证等；
为后勤服务集团环境体系认证工作查询相
关楼宇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并提供复印件；
为食品学院科研成果报奖查询专利证书；
为申报省级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查询相
关文件；为学校第五次人才会议拍摄宣传
片、图书馆宣传片提供相关实物档案和文
件；为校友值年返校活动查阅复制档案，
如管理学院９２级５个班级学籍卡和名册、
机械制造工程系８２级４个班级学籍卡和名
册等。２ 服务校友。（１）提供凭证服务。
档案馆负责毕业生学历学位认证、学业成
绩凭证等与校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

事务性工作。（２）提供远程服务。为了方
便世界各地的校友知晓业务流程、熟悉相
关程序，档案馆在学校网站、本馆网站提
供业务流程表并详细列出办理各项业务所
需证件、材料，为校友在办理事务前提供
专业、规范的业务指导。（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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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快递）送到用户手中。（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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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服务社会。档案馆按照国家规定向社会
提供利用服务。本年度切实提高档案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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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相关认证机构、全国用人
单位提供学历学位认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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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众提供远程查询利用服务。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档案馆馆藏情况
一、馆藏档案

全宗 ５个
案卷（卷、件） １４０ ９７８
１ 以卷为保管单位 ８３ ７１１卷
２ 以件为保管单位 ５７ ２６７件
３ 照片档案 ３ ８万多张
４ 电子档案总量 ２ ５ＴＢ

二、本年进馆档案
当年案卷
１ 以卷为保管单位 ３ ６８２卷
２ 以件为保管单位 １０ ０５７件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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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江苏大学出版社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大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
步开拓选题、调整出版结构、深化改革，
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努力办成有鲜明特
色的出版社，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
出版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
有的贡献。全年共出版图书４９５种，其中
新书２７４种、重印书２２１种，全年销售码
洋２ ２２２万元，实际销售收入１ ４００万元，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加强企业团队建设】 历经多年的不懈努
力和持续建设，出版社已拥有了一支适应
现代图书市场要求、具有较高素质的出版
队伍，现有员工４５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专业人员７人，具有硕士学位２２人，是一
支年轻、有活力、富有朝气的队伍。出版
社在企业内部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加强部门建设，优化部门协作制度。编辑
部、教材策划与营销部、财务科、综合部
等部门创新工作方法与改革合作方式，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了出版社运
作效率。党课学习、老编辑课堂、新老编
辑交流会、新书推荐会等各种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
【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２０１６年，出版社
在谋划“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的
同时，继续高质量完成“十二五”项目。
出版社承担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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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５年已出版３种，２０１６年推出
了《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律到市场经

济》 《战后台湾文化重建（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遥望那一树缤纷———台湾文学漫论》等３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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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册《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新技术》于２０１４
年正式出版，并入选了“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农
家书屋”，２０１６ 年推出了该丛书的第二
册———《草莓栽培新技术》。２０１６年，出
版社有６种图书入选江苏“十三五”重点
图书出版物出版规划，分别是《主义·文
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吕凤子研究丛书》《清朝涉外战
争史》《中国赛珍珠研究丛书》《中国楹联
与诗词文化》和《大跨空间钢结构施工关
键技术》，其中《主义·文化·思想：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正式出版。
【重视主题图书出版】 ２０１５年，出版社出
版的《大地追梦———赵亚夫》和《新闻见
证：道德楷模赵亚夫》受到读者的热烈欢
迎，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亚夫精神、宣传
亚夫事迹的热潮。借着赵亚夫为农、兴农
的东风，出版社在２０１６年推出了《草莓栽
培新技术》 《农缘》和《农原》等介绍农
业新技术和农业工作者的图书。《草莓栽培
新技术》是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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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一本。该丛书精选了日本最具影响力
的综合性农业杂志———《现代农业》历年
来关于各类农业新技术的文章，组织农业
专家翻译而成。“时代楷模”“三农”人物
赵亚夫担任丛书主编，并参与了翻译工作。
《农缘》和《农原》的作者长期从事农业
服务工作，几乎涉猎全产业链，在“三
农”工作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该
书主要选择作者３０多年来从事农业科研、
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国际合作、农业政策
研究、农业服务等各工作时期的代表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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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册，同时介绍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和体
会。这些体会和经验对于现在的“三农”
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开发出版社重点项目】 出版社重点项目
“海峡文丛”于２０１６年推出了最后一辑，
共５种，即《文化生产与身份认同》 《文
化重构：创意经济与城市美学》 《当代文
化产业：转型与创新》 《当代美学的文化
使命与理论重构》和《文化研究与文学问
题》。本系列丛书共出版了６辑２２种，均
是对海峡两岸文化热点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反映了相关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两岸
学术界甚至海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本丛书是出版社与福建省社科院联合推出
的大型开放式文丛。２０１７年出版社将和该
院继续合作，推出新的社科研究丛书。
【专注地方文化出版】 ２０１６年，出版社深
挖地方文化资源，出版了一批内容通俗易
懂、装帧精美大方的文化类图书。如“名
城镇江文史研究丛书”共８册，以新的视
角，由点到面，抓住镇江的特色，选择那
些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有一席地位的闪
光点，反映了镇江在考古、考证、人文、
山林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邂逅镇江的别
样风情》《历史文化名城镇江》《影响中国
的镇江传说》 《名人镇江情》 《旧拓瘗鹤
铭：焦山碑刻博物馆藏本》等，或用诙谐
幽默的文字介绍镇江的风土人情，或用历
史掌故讲解镇江的名人名地，或向世人展
示“大字之祖”《瘗鹤铭》的风采。
【创新教材出版】 ２０１６年，出版社在抓好
原有教材开发的基础上，拓展了新的教材领
域。随着高校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
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学习汉语基本成
了他们的“必修课”，这就为留学生汉语教
材提供了很大的市场。出版社与江苏大学对
外汉语教研室合作，推出了“留学生汉语
基础系列教材”———《魅力汉语》。本丛

书紧扣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材大纲
（长期进修）》要求，依据大纲的语法项目
与功能项目，按照综合、读写、听说三种
课型，将教材设置为《综合》１ ～ ６册、
《读写》１ ～ ３册、 《听说》１ ～ ６册，分
别对应新ＨＳＫ各级考试要求。图书出版后
受到了学校来华留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畅销书出版情况】 ２０１６年，出版社在畅
销书出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魔杰座
的八度空间》从多个维度对“周杰伦文化
现象”做了全面的解读，从学术大家的视
角讲普通民众感兴趣的问题。出版社对本
书从章节体例、文字风格，到书名文案、
装帧设计进行了全程策划，并借周杰伦国
内巡回演唱会的机会推出，实现了一定的
销售量。《Ｂ１２星球之时空穿越纪事》是我
国台湾“飞碟研究教父”、著名科幻小说
作家吕应钟，以Ｂ１２星球为科幻场景创作
的科幻题材小说。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
出版社采用了独特的装帧设计和市场化的
运作，在此类图书的销售中取得了突破。
【图书出版获奖情况】 ２０１６年图书出版成
绩斐然，多部图书获得各级各类奖项。《主
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吕凤子研究丛书》《清朝
涉外战争史》《中国赛珍珠研究丛书》《中
国楹联与诗词文化》 《大跨空间钢结构施
工关键技术》入选江苏“十三五”重点图
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小城
市承接服务外包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文化的内核与张力》获江苏省第十四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义·
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不可超越的利益之
争：大学生存价值观探析》 《文化的内核
与张力》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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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十个为什么》获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中
国西部地区抗战文化遗址图说》被评为
“２０１５苏版好书”；《新闻见证：道德楷模
赵亚夫》《邂逅镇江的别样风情》被评为
“２０１６苏版好书”；《大地珍珠：赛珍珠主
题诗书画选萃》获第九届华东书籍设计双
年展优秀奖。
【服务全民阅读】 ２０１６年，出版社多次
向镇江市残联、街道、学校贫困生等捐赠
图书，并参加了镇江市文广新局举办的
“镇江市书香进军营”捐书仪式及图书展

销活动，给基层部队战士送去科技、人
文、普及类图书百余种。在第六届江苏书
展上，出版社在扬州主会场举办了“校园
健康与医学急救知识讲座”和“阅读
———打开孩子成长宝库的金钥匙讲座”，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受到现场观众的欢迎
和好评；还在镇江分会场———镇江新华书
店举行了《大地追梦：“时代楷模”赵亚
夫》签售会，吸引了百余名市民前来参
加，现场十分火爆。

（撰稿人：郑文芳　 核稿人：常　 钰）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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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构造 代洪，陆孟雄，钟其斌，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２ 三维建模基础实训：Ｐｒｏ ／ Ｅ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５ ０版 许鹏辉，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３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与文化
遗产　 杨敬，谢友宁，编著 ２０１６ １

４ 药理学 李永金，高静，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５ 汽车销售实务 刘金霞，宋宝珍，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６ 数控加工技术实训 马慧斌，张广才，高翔，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７ 汽车自动变速器拆装与检测实训 王华中，叶亚亮，姚圣卓，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８ 大学物理开放实验教程 施建珍，薛同莲，董小燕，沐仁旺，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９ 大学物理学习指导 臧涛成，马春兰，程新利，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０ 新闻见证：道德楷模赵亚夫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１ 汽车整车性能检测实训 刘连明，孙贵斌，杨旭志，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２ 学校内部控制操作指南 汤伟群，陈留平，钟秀平，莫海珊，编著 ２０１６ １

１３ 实用电子线路基础 樊斌，范君柳，王帆，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４ 镇江方言别解 王川，王田，著 ２０１６ １

１５ 京口书史 徐苏，著 ２０１６ １

１６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刘振海，王明辉，主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７ 三国名城镇江 王玉国，李德柱，编著 ２０１６ ２

１８ 外国人笔下的镇江 裴伟，周小英，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 ２０１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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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９ 京口耆旧传校证 （宋）刘宰，撰；王勇，李金坤，校证 ２０１６ ２

２０ 江河交汇润州城：北宋文人荟萃录 刘建国，潘美云，著 ２０１６ ２

２１ 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 吴晓峰，王勇，评注 ２０１６ ２

２２ 全科医学概论 覃雪，何高见，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２３ 实用语文辅导与自测（第４册） 刘玲玲，张婉璐，陈明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２４ 孙伯春作品集 孙伯春，怀其芳，著 ２０１６ ２

２５ 统计学基础项目教程 陈玉兰，张学兵，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２６ 工程数学 冯志刚，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２７ 生理学 聂竹兰，阮争光，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２８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骆远荣，编著 ２０１６ ２

２９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实训 赵金洪，洪步华，单洪涛，主编 ２０１６ ２

３０ 会计真账实操 工业 郑娟娟，编 ２０１６ ２

３１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教程 杨建风，徐红兵，王春艳，王亚元，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２ 民意与量刑公正问题研究 金荣，刘春花，著 ２０１６ ３

３３ 城市山林 范然，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４ 药理学＝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封云，刘晗青，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５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转型
研究 程李梅，庄晋财，著 ２０１６ ３

３６ 新编十八韵常用词汇 王荣华，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７ 电子支付与网上银行 谢兴盛，张华，安容宇，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８ 会计真账实操 服务业 徐新娴，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３９ 会计真账实操 商业 胡枫，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４０ 机械制图测绘实训教程 吴巨龙，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４１ 出纳真账实操 徐新娴，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４２ 一位纸上舞蹈者的墨韵集 顾开宁，著 ２０１６ ３

４３ 镇江公路交通科技论文选萃（２０１５） 镇江市公路学会，编 ２０１６ ３

４４ 基于计算实验的供应链突发事件管
理研究 张道海，著 ２０１６ ３

４５ 汽车行业英语教程 文熹萌，洪少贤，王毅明，主编 ２０１６ ３

４６ 《盐铁论》对称结构考 李文，著 ２０１６ ４

４７ 汽车维修技师技能培训 王瑜，主编 ２０１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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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４８ 新能源专业英语 李?璐，王爽，乔芬，编著 ２０１６ ４

４９ 高职学生工作探索与创新：大学生
思政工作论文集（２０１４年卷） 徐红，主编 ２０１６ ４

５０ 有机化学实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陈秋云，主编 ２０１６ ４

５１ 临床核医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毛朝明，石怡珍，主编 ２０１６ ４

５２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应试指南 王艳伟，主编 ２０１６ ４

５３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 季一萌，张小红，梁运峰，主编 ２０１６ ４

５４ 文化重构：创意经济与城市美学 林秀琴，著 ２０１６ ５

５５ 学前儿童品格教育的园本探索 吴圣钧，著 ２０１６ ５

５６ 江苏沿海绿色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研究 王进，著 ２０１６ ５

５７ 现代教育技术 文源，汤晓伟，耿桂芝，主编 ２０１６ ５

５８ 中国外汇储备现状、效应与释放的
系统研究 王娟，孔玉生，陈海波，著 ２０１６ ５

５９ 汽车检测技术 陈强明，主编 ２０１６ ５

６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 凌烨丽，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１ 大手牵小手：０ ～ ３岁亲子共读
指导 孔苏晴，孙立芸，编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２ 微积分中的图形解析 李光久，钟瑜荪，编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３ 三屯庄 谢耀德，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４ 江洲记忆 郭渝，主编 ２０１６ ５

６５ 我的专业我做主 张成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５

６６ 实战网络创业 朱建新，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７ 创业管理模拟实训教程 李昕，编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８ 复杂网络中的人类双向选择行为
研究 周斌，著 ２０１６ ５

６９ 物流学导论：概念、技术与应用 王仲君，王臣昊，编著 ２０１６ ６

７０ 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
结构研究 孔玉生，蔡泳，著 ２０１６ ６

７１ 产业部门关联碳排放及责任的实证
研究 钱明霞，著 ２０１６ ６

７２ 当代文化产业：转型与创新 方彦富，管宁，刘小新，林秀琴，著 ２０１６ ６

７３ 魔杰座的八度空间 管宁，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７４ 医学统计学练习与测试 王福彦，主编 ２０１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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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７５ 中级财务会计学课程练习与模拟实
验教程 黄爱玲，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７６ 汽车运用基础 王春风，赵青青，王晶，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７７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李荣聪，王淑亚，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７８ 心理学教程 刘淑萍，方丽丽，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７９ 汽车售后服务管理 聂耳双，孟旭，闫春丽，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０ 计算机应用基础 林俊杰，李杰，熊永亮，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１ 摩托车减震器技术 刘爱红，贺阳，著 ２０１６ ６

８２ 医药行业安全规范 雷津，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３ 常信日记２０１５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４ 常信日记２０１５ （精装）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５ 新编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李兴林，于善安，刘国荣，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６ 室内设计基础及案例精选 曹文梁，曹晋，张怡，张晓初，张晓棠，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７ 艺术设计概论 曹晋，王孟霜，王岩松，赵铮，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８ 声乐基础（上册） 薛亚东，张孜，潘健，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８９ 声乐基础（下册） 薛亚东，张孜，潘健，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９０ 现代教育发展探索精萃：镇江民盟
教育论坛优秀论文集 陈昆山，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９１ 环境设计基础 曹晋，汤洪泉，卞冬仙，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９２ 当代教育评论（第３辑） 徐继存，潘洪建，主编 ２０１６ ６

９３ 江山多娇：纪游诗选 少文，著 ２０１６ ６

９４ 常见园林观赏植物资源图库 宗树斌，王永平，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９５ 中职语文与应用 钟飞，高素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９６ 大地追梦：“时代楷模”赵亚夫 蔡永祥，著 ２０１６ ７

９７ 当代律诗钞 毛谷风，选编 ２０１６ ７

９８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姚冠新，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９９ 实用护理技能 侯玉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０ 部队基层卫生人员训练教程 金萍，王淑琴，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１ 土木工程导论（汉英对照） 刘荣桂，胡白香，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２ 汽车拖拉机构造与理论 聂佳梅，施爱平，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３ 机械原理与设计（下） 杨超君，孟庆梅，张丽，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４ 筑养路机械液压与液力传动 李欣，主编 ２０１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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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０５ 汽车发动机构造 石玲，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生
辅学用书 伏晓春，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７ 筑养路机械电气设备 郝二树，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８ 数值分析 吴颉尔，王平心，编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０９ 医学伦理学 焦雨梅，穆长征，刘自忍，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０ 中文版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１６基础与应用
案例教程 周琼，邢伟，徐建平，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１ 国学诵读 陈玉芳，崔显艳，徐伟，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２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论：基于通
识教育视角 黄海，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３ 那时花开 李军，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４ 影响中国的镇江传说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５ 市场营销 龙忠敏，朱钦侯，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６ 大学英语实用教程（全２册） 王丽娜，纪靓，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７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信息化管
理与创新 张道海，金帅，编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８ 高血压知识百问 郑国强，编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９ 证券与投资 陈垣，陈玉兰，翟瑞卿，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０ 网络营销 谭鸿健，刘德华，董媛，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１ 以案说法：企业与商会法律风险防
控案例评析 镇江市工商业联合会，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２ 朱建成油画作品集 朱建成，著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３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夏小林，李晓军，李光，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４ 体育与健康 覃珍兰，雷虹，主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５ 童蒙养正：“四美两会”行为养成
之“礼仪美” 镇江实验学校，编 ２０１６ ７

１２６ 新能源转换原理与技术：太阳能 邵理堂，李银轮，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２７ 蜕变吧！少女 王晓雁，胡佳威，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２８ 机械零件加工与设备选用 殷晓中，戴金跃，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２９ 感怀集：康树仁文选 康树仁，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学生辅学用书 伏晓春，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１ 文化生产与身份认同 魏然，朱立立，主编 ２０１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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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３２ 电工学Ⅰ 电工技术 赵不贿，诸德宏，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３ 电工学Ⅱ 电子技术 赵不贿，景亮，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４ 汽车检测技术 郭淑清，吕金贺，盛雪莲，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５ 健康：膳·动·悦 王福彦，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６ 汽车自动变速器原理与维修 刘宁，宋伟，张文增，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７ ＥＲＰ原理与实施实训教程：金蝶
Ｋ ／ ３版 李雯，编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８ 医学语文素养 雷志成，贺萍，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３９ Ｃ语言程序设计教学做一体化教程 谭志安，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０ 小学生古诗词诵读２００首 唐玉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１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训练 钟宇，朱勇刚，蔡向阳，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２ 中华礼仪 常春英，吴亚琼，赵君之，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３ 青春圆梦：一个“９０后”的成长
经历和感悟 张志勇，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４ 跟好图学画画 情景篇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５ 跟好图学画画 高级篇 交通工具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６ 跟好图学画画 高级篇 状物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７ 跟好图学画画 高级篇 植物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８ 跟好图学画画 高级篇 动物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４９ 跟好图学画画 中级篇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０ 跟好图学画画 起步篇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１ 跟好图学画画 高级篇 人物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２ 跟好图学画画 初级篇 王祺，绘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３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 江苏大学档案馆，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４ 高职体育与健康教程 杨建平，曹树林，周晓妹，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５ 少年儿童健康与安全教育 梁芳，黄跃华，徐新麒，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６ 大学语文 蔡敏，林娜，李敏，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７ 计算机应用基础 张明，王翠，岳明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
辅导读本 彭锐，黄凤芝，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５９ 教育原理与策略 薛晓阳，蔡澄，申卫革，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０ 育苗小记 陈惠玲，著 ２０１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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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６１ 涉外导游技能实训 鲍旦旦，孙建中，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２ 社区矫正公民参与机制研究 周国强，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３ 庞中华超能好字王：硬笔楷书规范
字教程（一） 庞中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４ 庞中华超能好字王：硬笔楷书规范
字教程（二） 庞中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５
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的“体制内
生存”与“日常反抗”：以皖中Ｌ
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例

葛春，著 ２０１６ ８

１６６ 内分泌科规范化培训手册 刘彦，张真稳，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６７ 冲突ｏｒ整合：情绪智力对高管团
队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 陈权，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６８ 电工电子技术 格日勒，郭莹，向久林，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６９ 面向智能制造的多机器人系统任务
分配研究 王友发，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０ 护士人文修养 胡娟，龙娟，宁凡，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１ 设计素描 宫振喜，于化礼，田宜彩，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２ 大学生音乐鉴赏 邓睿卓，刘辉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３ 机电选修项目教程（第一分册） 汤俊，朱延，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４ 奔跑在春天里：“畅想２０２０读书征
文”活动优秀作品选集

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句容市文化广电体育局，
句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５ 魅力汉语 听说（第１册） 仲跻红，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６ 魅力汉语 读写（第２册） 孟慧欣，翟江，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７ 魅力汉语 综合（第３册） 潘亚莉，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８ 魅力汉语 综合（第５册） 茅海燕，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７９ 申论终极奥义 老Ａ，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０ 魅力汉语 综合（第１册） 茅海燕，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１ 魅力汉语 读写（第１册） 李红艳，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２ 魅力汉语 听说（第３册） 唐敏，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３ 璧尘申论高分笔记 璧尘，编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４ 美丽湖南 孙彬彬，主编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５ 与时代同行：我的历程、文集和
感悟 钱永波，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６ 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行政复议焦
点问题法律评析 薛国荣，主编 ２０１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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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１８７ Ｂ１２星球之时空穿越纪事 吕尚，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８ 清代婴戏图研究 黄卫霞，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８９ 优秀孩子培养的至简大道：现代视
角下的家庭教育体系 徐锦拓，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９０ 信托制度的民法分析 刘正峰，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９１ 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
规律 （美）张诵圣，著 ２０１６ ９

１９２ 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董德福，著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３ 中国古代水墨画“造型观”研究 沈其旺，著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４ 实用药物学基础与实践 宋东伟，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５ 产科基础知识 孙东霞，任立新，郝亚宁，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６ 旧拓瘗鹤铭：焦山碑刻博物馆藏本 焦山碑刻博物馆，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７ 林区经济发展与评价：以祁连山地
区为例 冯炜东，著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８ 文心申论真题２４讲 夏秋慧，著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９９ 邂逅镇江的别样风情 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０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２０１６年年会
论文集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１ 互联网＋我们：走进镇江网络社会
组织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
镇江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２ 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 陈海波，刘洁，著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３ 离心泵动静干涉作用机理及低噪声
水力设计 司乔瑞，袁寿其，袁建平，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４ 儿科学实验指导 熊雪芹，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５ ５１单片机Ｃ语言编程实战 高传贤，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６ 核电工程建设总承包管理企业核安
全文化建设探索 朱玉璧，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７ 当代美学的文化使命与理论重构 刘小新，杨健民，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８ 科技绿色创业企业成长研究 崔祥民，周慧，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９ 政企直通：镇江市企业网络服务平
台服务指南

镇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镇江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０ 生态农业未来可期：镇江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的实践与思考 镇江市农业委员会，编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１ 农原 屈振国，著 ２０１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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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２１２ 农缘 屈振国，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３ 灵秀镇江４：名城印象写生创作展
作品集 杨雷，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４ 会计基础 徐新娴，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５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李春祥，张蓉，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６ 会计电算化 高奎，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７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郑娟娟，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８ 当代教育评论（第４辑） 潘洪建，徐继存，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１９ 孕前耳聋基因筛查应用指南 查树伟，许豪勤，孙丽洲，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０ 读者阅读心理、行为和图书馆服务 梁宏霞，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１ 新闻见证：镇江老字号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编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２ 文化研究与文学问题 刘小新，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３ 历史文化名城镇江 中国共产党镇江市委员会，镇江市人民政府，编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４ 军中女律师工作手记 张蓉，著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２５ 高级财务管理 李魁，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６ 北固山铁瓮城及两门古道 刘建国，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７ 新起点新高度新辉煌：２０１６年镇
江发展研究报告 童国祥，潘法强，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８ 电子商务技术实训教程 冯缨，陈洋，编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９ 尤袤正传 尤伟，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０ 春秋丹徒 张国金，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１ “潜”教育：“玩转”孩子 房德康，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２ 发动机原理与汽车理论 魏领军，潘越广，方永寿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３ 离心油泵理论与应用 李文广，张玉良，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４ ＰＬＣ应用综合实训教程 肖凤，丁艳华，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５ 且行且思论教育 吴维煊，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６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１下 课本：人
教版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７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２下 课本：人
教版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８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３下 课本：人
教版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９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４下 课本：人
教版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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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时间
２４０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爱伦·坡研究 罗昔明，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１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协同开发研究 李洪波，董秀娜，李宏刚，编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２ 数控车削编程与技能训练 蒋修定，施琴，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３ “留”光“异”彩：江苏大学来华
留学教育媒体报道集锦 谢志芳，王丽敏，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４ 镇江中医药名家 镇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镇江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镇江市中医药促进会，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５ 高职学生工作探索与创新：大学生
思政工作论文集 ２０１５年卷 徐红，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６ 最美是故乡 顾仁华，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７ 先进制造技术：概念与实践 张辉，杨林初，编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８ ＡｕｔｏＣＡＤ工程制图实训教程 陈俊，史银花，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９ 数控铣削编程与技能训练 朱和军，蒋修定，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０ 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直接与完
全能耗强度变动研究 李根，冯鑫明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１ 战后台湾文化重建：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日）黄英哲，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２ 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基于
全球生物芯片产业的实证分析 李丫丫，彭永涛，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３ 中文学术期刊发展创新与实践 崔金贵，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４ 大象无形 陈明时，高幼元，肖立伟，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５ 地理教学的时间管理研究 陈昊，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６ 信仰的力量：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
育研究 吴晓霞，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７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生态正义 甘霞，张江伟，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８ 当代山水画名家崔昊作品集 崔昊，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９ 机械电子专业课程实验实训教程 杨林初，朱鹏程，主编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０ 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驱动 丁钢，徐铭，王桂龙，蒋纯利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１ 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论赛珍珠
跨文化的民族国家想象 孙宗广，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２ 电子商务技术实训教程 冯缨，陈洋，编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３ 蓝色月光 林菲，著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４ 遥望那一树缤纷：台湾文学漫论 刘登翰，著 ２０１６ １２

（撰稿人：郑文芳　 审稿人：常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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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图书获奖情况
获奖图书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吕凤子研究丛书》
《清朝涉外战争史》
《中国赛珍珠研究丛书》
《中国楹联与诗词文化》
《大跨空间钢结构施工关键技术》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音像、电
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２０１６

《中小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文化的内核与张力》

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２０１６

《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２０１６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 ２０１６

《不可超越的利益之争：大学生存价值观探析》
《文化的内核与张力》

２０１６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三等奖 ２０１６

《十个为什么》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２０１６

《中国西部地区抗战文化遗址图说》 “２０１５苏版好书” ２０１６

《新闻见证：道德楷模赵亚夫》
《邂逅镇江的别样风情》 “２０１６苏版好书”（第一季度） ２０１６

《大地珍珠：赛珍珠主题诗书画选萃》 第九届华东书籍设计双年展优秀奖 ２０１６

（撰稿人：郑文芳　 核稿人：常　 钰）

ÁÂÀ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学校“十三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杂志社按
照既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紧扣全
年目标任务，以提升办刊质量为根本，以
加强内涵建设为核心，实干担当，扎实有
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实现“十三五”规划
良好的开局之年。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获得中国高校百佳科
技期刊和江苏省金马奖“十佳精品科技期
刊”，新进入了《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中国）数据库》和美国《史蒂芬斯全文

数据库》（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排灌机械工程学
报》获得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江苏精
品科技期刊Ⅰ类资助，新进入了俄罗斯
《文摘杂志》（ＡＪ）和美国《史蒂芬斯全文
数据库》，编辑部荣获江苏省金马奖十佳创
新团队。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科技类学术期刊
出版质量综合评估中，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在综合类大学学报排名第
５位，《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在工业机械与
化工类位居第２位， 《高校教育管理》在
教育类评估类别中排名第一。《实用心电学
杂志》荣获江苏省金马奖创意策划奖（十
佳品牌栏目）和十佳期刊传播奖，杂志发
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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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２０１６年
“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ＴＯＰ１００论文）。
江苏大学杂志社荣获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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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荣誉。在新闻出版局广电局主办
的首届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杂志社荣获三等奖。根据知网评
价数据，《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江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高校教育管理》位于Ｑ１区，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位于Ｑ２区，
《实用心电学杂志》位于Ｑ４区，进一步提
升了学术期刊影响力，为杂志社“十三
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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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共党员２０人，正
高职称３人，副高职称７人，中级职称
１５人。
【期刊工作】 １ 重视期刊发展战略研究，
加强内涵建设。杂志社近年来按照学校的
战略部署，遵循学术期刊出版规律，重视
期刊发展战略研究，对内注重内涵建设，
开展精品工程和信息数字化建设工程，不
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打造研究型编辑队
伍；对外加强调研，注重向兄弟期刊和评
价机构学习，加强与读者、作者联系，组
建高水平作者队伍，不断提高期刊学术质
量，扩大学校影响力。全年共组织各编辑
部参与国内学术会议１００余次，参与相关
编辑部和期刊社交流学习１０余次，组织研
讨８次，进一步提高编辑的工作积极性，
编辑对期刊内涵建设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
认识。杂志社积极跟踪期刊评价数据进展，
及时、准确地把握科技期刊发展动态，在
全面考量的基础上制定刊物的可行性战略
发展规划，把对学术期刊评价数据的研究
重心下沉到编辑部，主动寻求推动学术期
刊质量提升的可靠发展路径。通过参与学
术会议组约稿件、到实验室走访专家、与
作者面对面等方式开展全新的编辑工作，
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江苏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各项数据指标稳定，与２０１５

年基本持平。依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影响
子发布会的报告，影响因子０ ９８１，总被
引频次２ ６８２，处于Ｑ１区。学报新进入２
种国外数据库，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中国）数据库》和ＥＢＳＣＯ数据库。《排
灌机械工程学报》综合排名稳中有进，在
知网年报中位于Ｑ１区。２０１６年又被俄罗
斯《文摘杂志》和美国《史蒂芬斯全文数
据库》收录。《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和《高校教育管理》知网数据进步
明显，在知网年报中位于Ｑ１区。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检索中心检索被转载
篇目比２０１５年有所提高。《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全年刊发论文１２２篇，在知网
年报中位于Ｑ２区，中信所影响因子取得历
史新高。《实用心电学杂志》各项评价指
标均有显著上升，文章质量不断提高，其
中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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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
２０１６ 年“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
（ＴＯＰ１００论文）。杂志社将继续做好数据
研究，提高他引，减少自引，确保影响因
子等重要指标稳步提升。２ 重视媒介融
合，探索新媒体发展路径。媒体融合，不
是在原来传统媒体基础上的叠加，也不是
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的并行，而是
要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
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
和人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
构和传播体系。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仍处于
探索阶段，大多数是媒介内容的平台转移，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开发的产品
大多是人有我有的同质化竞争，是量的扩
张，而非质的提升。面对新形势，杂志社
在融合发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用互
联网思维来统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积极组织杂志社青年编辑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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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理论研究，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另
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推进，２０１３年
建立了基于网络平台的稿件采编发布系统，
实现了所有稿件的数字化处理；２０１５年各
刊与时俱进，分别成功推出了微信公众订
阅号；２０１６年对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功能进
行了多项优化，并且与超星公司签约加入
了“域出版”平台，期刊将获得更大的传
播力。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各刊微信公众号
关注量已经超过万人，微信平台与期刊在
线平台投稿系统互动传播，摘要重点每日
更新，重点文章优先发表、开放获取、图
文并茂，加强了和作者、审稿专家的沟通，
传播效果大大提升，得到专业学者的普遍
好评。３ 加强外引内联，提高办刊实力。
为了拓宽办刊思路和提高办刊水平，杂志
社始终坚持走开门办刊之路，善于集纳众
人智慧，借用校内和校外两种资源办好刊
物。为了争取校内的支持，编辑部积极拜
访校内相关编委听取他们的建议。本年度，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编辑部深入科研一
线，走访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河海大学、
扬州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科研基地，宣
传期刊，组约稿件，积极参加行业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参加了农业水土工程专委
会年会、水力机械年会、空化与多相流国
际会议、亚欧流体机械青年学术研讨会、
泵与泵站学术年会、节水灌溉装备学术年
会；召开了第十届编委会换届大会，组建
了第一届通讯员队伍。学报自然版编辑部
拜访了相关编委，并与各个学院的教学秘
书进行了交流，请他们在学生ｑｑ群里发布
相关信息；同时加强了面向“９８５”高校
专家约稿的力度，２０１６年来稿量明显增
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实用心电学杂
志》编辑部协办５次中国心电图专业学术
会议，召开了编委换届会议，新一届编委
会成员中新增了３位副主编和３８位编委；

维护微信公众订阅平台，及时分享杂志的
最新动态和行业新闻，关注用户达２ ７００
人。学报医学版编辑部在医学院召集了科
研骨干座谈会，积极向一线科研教师组稿。
《高校教育管理》编辑部打造学术期刊微
信公众号，参与了国内教育学领域的主要
学术会议；在江苏省社科期刊质量评估中
取得好成绩。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新开设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专栏、纪念孙中山
诞辰１５０周年笔谈、组织建构性政治专题，
与图书馆联合主办“赛珍珠与亚洲”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辽金元年会”上积
极宣传期刊，完成社科期刊评估材料准备
工作，深入开展超星域出版工作，参加省
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
江苏经济创新发展学术报告会”；积极参与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文科学报研究
会、江苏高校学报研究会、江苏省科技期
刊学会的各项工作，主动学习名刊的经验，
指导办刊实践。各编辑部积极走访校内编
委和各领域知名专家，了解调研最新的科
研动态，利用他们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为
刊物争取更多的优质稿源，并为刊物发展
出谋划策。杂志社作为江苏省科技期刊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深度
参与了学会的工作，组织青年期刊编辑出
版工作者开展跨领域、多层次的“青年科
学家论坛”学术交流、培训活动，开展基
金项目研究，关心青年编辑职业生涯规划。
２０１６年不仅组织了学会２０１６年度青年工
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还顺利举办了青
年编辑论坛和学会会员日活动，为杂志社
和其他会员单位相互交流合作构建了平台，
增进了期刊之间的办刊经验学习与交流，
实现开放式发展，通过内引外联构筑了良
好期刊发展环境，提高了杂志社各刊在省
内期刊界的声誉，成效显著。４ 加强业务
和专业学习，重视队伍建设。本年度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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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安排的日常业务学习和网络编辑培
训之外，还特地分批次安排所有的编辑参
加各类编辑培训班，提高编辑业务理论水
平，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杂志社
还积极承办和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
会议，全年共参与１００余次国内外专业学
术会议，要求编辑积极关注重要行业会议，
有选择地参会组稿，通过学习和交流，了
解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于学术交流中密
切与专家及作者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了办
刊思路，进一步拓宽了编辑的学术视野。
２０１６年重点推进实施了编辑部专题组稿制
度，要求每个编辑部都提交组稿调研报告，
经讨论论证后实施。 《高校教育管理》重
点策划了一批紧跟时代热点和重点的专题；
《实用心电学杂志》编辑部策划发表了６
个专题笔谈、专家述评，组稿１７篇；《江
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围绕大工程
进行栏目设计；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围
绕泵进行专题建设，这些将对期刊下一步
发展和进步起到铺垫作用。积极鼓励编辑
参与科学研究，积极组织申报学会的相关
课题。本年度赵文青获得全国高校文科学
报研究会批准。盛杰、赵俊杰获得江苏省
科技期刊学会编辑学项目。杂志社编辑在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
余篇，在行业内赢得较好的声誉。年轻编
辑在各项事业发展上崭露头角，多名青年
编辑分别荣获各级各类表彰。徐红星编审
资格获得江苏省新闻广电局评审通过，标
志着杂志社队伍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的成效，不仅取决
于制度的制定，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２０１６年杂志社狠抓各项制度的执行，结
合期刊质量保障、出版发行等中心工作，
进一步完善编辑部考核制度；各编辑部依
据各自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实施计划，分
解到人，做到“人人有担子、个个有压

力”。切实提升管理工作的整体能力与综
合绩效，使行政管理工作真正发挥应有的
服务作用、协调作用和执行效率，使社内
各项工作都有序纳入制度轨道运行，做到
职责分明、有职有责，使期刊的出版质量
得到可靠的制度保障。全年６种期刊通过
邮政发行约３２ ８８６册，通过书店发行约３
８５０册，自主发行约４ ６６０册，发行差错
率在万分之一以内。为保障期刊的排印质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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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排印发转接单”，使期刊排
印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职责清楚、明确
到人。
【党建和工会工作】 ２０１６年，社内领导班
子按照党委统一部署，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为重点，
以深入实施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为主线，紧紧围绕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
究型大学奋斗目标，认真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制订自学计划，主管校领
导、书记、副书记带头进行党课讲座，结
合文化企业发展的要求，树立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风尚，在职工中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开展“两学一做”和
编辑技能大赛相结合的活动，进行了政治
学习活动同时结合自己工作开展，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开展扶贫帮困工作，按照党
委组织部的要求，两个支部分别结对象山
社区两户贫困户，开展了两次慰问工作。
按照党委统一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按照
“三会一课”制度，把个人自学与集中学
习结合起来，明确自学要求，真正提高认
识，找到差距，明确努力方向，在真抓实
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围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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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作，积极参加校组织的党建活动，开
展党建调研活动，两社领导干部调研获得
校一等奖，主题党日活动获得鼓励奖，两
社党员撰写的党建论文获得三等奖。按照
校工会的统一部署，开展形式多样、富有
实效的工会活动，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集
体运动项目，并单独组织多项群众健身体
育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群众体育运动的
开展。

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杂志社
期刊出版情况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共刊出论
文１２２篇，论文作者分布在６１个单位，基
金论文比例达到９８％，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论文占７０％。论文来源机构包含
了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同
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重点高校和
科研院所。根据中信所２０１６版中国期刊引
证报告，２０１５年度本刊总被引频次７９２，
影响因子０ ６２８，基金论文比９０％。在国
际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工程综合类别中位列Ｑ２
区，在同类别５４３ 种期刊中列１６９ 位。
２０１６年本刊收到稿件约６００篇，录用率
２３％，出版周期１０个月左右，通过优先出
版手段，读者能够提前２个月在知网上阅
读论文。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１６年，《排灌机
械工程学报》共刊出论文１７１篇，比２０１４
年减少２ ８％，论文作者分布在１０８个单
位，基金论文比例为９４％。江苏大学、兰
州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
学等单位刊出论文数量增幅较大，前１２个
单位刊发论文数量达年度刊发总量的

８０ ７％。根据中信所２０１６版中国期刊引证
报告，２０１５年度本刊总被引频次９６２，比
２０１５年提高３２ ９％；影响因子０ ８６３，比
２０１５年提高１７ ３％；基金论文比９４％，比
２０１５年增加１个百分点；他引率８１％，比
２０１５年增加１个百分点。在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
机械工程类别中位列Ｑ３区，在同类别５２６
种期刊中列３３７位。２０１６年本刊收到有效
来稿４００篇，录用率３９％。平均审稿周期
３５天，出版周期３２０天，比２０１５年有所增
加。通过优先出版手段，读者能够提前４
个月在知网上阅读论文。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全
年初审稿件２ ０００余篇，共发表文章８４篇，
转载７篇，完成了３５０余篇已通过初审的
稿件的收稿、来稿登记、外审、意见反馈
等工作。对刊物的具体栏目设置进行重新
界定，对原有的特色栏目注重在研究视角
创新上下功夫，对新设的栏目主要在学术
前沿上求亮点。２０１６年刊物的理论研究重
点在于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
相关实践，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理论与
实践问题，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２０１６年
邀请了率先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的中
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罗骞教授在
“政治哲学研究”专栏组织相关学者系统
阐释了建构性政治的内涵，展示了当下中
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观现实的理论主张。本
年度继续立足于我省地处“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的
地域特点，重点策划“‘两带一路’国家
重大战略专题研究”栏目，并在孙中山先
生诞辰１５０周年之际开设了笔谈，约请不
同学者从孙中山的政治气度与人格、革命
精神及中西文化观等不同视角纪念这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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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与此同时，本
刊还将研究视角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
中，着眼于资源法制、能源法制和环境法
制三大领域，开设专栏约请专家就能源利
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希望
能对我国现有的环境问题从法制层面提供
一些借鉴和参考。２０１６年７月，本刊编辑
部和校图书馆合作组织召开了“赛珍珠与
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全国１８所高校及镇江市赛
珍珠研究会的４０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镇江，
深入挖掘“赛珍珠”这张城市名片的文化
与经济价值，为期刊赛珍珠研究专栏开辟
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１６年，《高校教育管
理》共刊出论文１１８篇，论文作者分布在
９９个单位，基金论文比例达８６％，省和省
级以上课题资助论文约占８９ ６％。论文来
源机构主要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单
位。２０１６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度本刊总被引频次为
１ ３２４，影响因子为１ １８４，基金论文比为
７３％，他引率为９９％。全年本刊收到有效
来稿约６ ７１１篇，录用率约为１ ２７％。平
均审稿周期为３０天，通过优先出版手段，
读者能够在刊物印刷出版之前在知网上阅

读论文。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２０１６ 年，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共刊出论文
１２２篇，论文作者分布在３４个单位，基金
论文比例达到５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论文占３４％。论文来源机构包含了南京
医科大学、苏州大学、遵义医学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等国内重点高校和三甲医
院。根据中信所２０１６版中国期刊引证报
告，２０１５年度本刊核心总被引频次３６６，
核心影响因子０ ２８３。２０１６年本刊共送外
审稿件２３１篇，录用率为５２ ８％，出版周
期３ ３个月左右。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２０１６年，《实用心电
学杂志》共刊出论文１１０篇，论文作者分
布在８１个单位，基金论文比例达４５％。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福建医科大学省立
临床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第
一作者所在单位刊发论文数量达年度刊发
总量的５０％。２０１６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度本刊总被
引频次３３３，影响因子０ ３４６，基金论文比
４５％，他引率８９％。全年本刊收到有效来
稿约３００篇，录用率３５％。通过优先出版
手段，读者能提前１个月在知网上阅读
论文。

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杂志社期刊出版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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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 １２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６ １２２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７７５
ＣＮ ３２１６６８ ／ Ｎ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９ 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６ ８４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６６０４
ＣＮ ３２１６５５ ／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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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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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版）》 １９９１ ０７ 双月 Ａ４ １０００６ １２２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７８３
ＣＮ ３２１６６９ ／ 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１９８２ １１ 单月 Ａ４ ３０００１２ １７１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８５３０
ＣＮ ３２１８１４ ／ ＴＨ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０７ ０１ 双月 Ａ４ ２０００６ １１８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８３８１
ＣＮ ３２１７７４ ／ Ｇ４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１９９３ 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５００６ １１０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９３５４
ＣＮ ３２１８５７ ／ Ｒ

（撰稿人：赵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