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ÈÉ{ÊË{�Ì

６３７　　

　 　

ÈÉ�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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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固和梦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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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余万册，电子图书１７３余万册，
电子报刊２４ ６００多种，数字资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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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功能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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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余万人
次，其中社会读者４ ５万人次；借还图书
５０余万册；新增各类办证读者９８９人次，
办理省通用借书证１２０张。创新教材发放
模式。教材发放实行由供应商负责运输、
分班和发放全流程操作，发放教材、资料
袋及实习报告等４２ ６６ 万余册，完成
４１ ７８１册的教材零售。２ 专题咨询服务。
开展春季“信息素养教育讲座”和秋季
“叩响知识之门”文献资源利用服务月活
动，完成３２场培训讲座；深入开展ＥＳＩ学

科分析与评估，完成ＥＳＩ动态快报６期及
《世界各主要国家ＥＳＩ数据分析报告》《江
苏省高校ＥＳＩ学科综合实力发展报告》《江
苏大学ＥＳＩ学科发展报告（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高被引学者分析报告》，为苏州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常
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提供各类分析报告
１５份；完成《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对比及最
新排名简报》 《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大学排名情况简报》，为学校在主流排行榜
上升档进位提供支持；完成江苏大学《农
业科学迈向千分之一发展对策报告》，为培
育学校农业科学进入千分之一提供决策参
考；精准服务专业认证、学科点申报等工
作，完成４个工程专业认证和临床医学专
业认证的图书资料数据统计填报及专家图
书馆现场考察服务工作，为学校２４个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提供学科资源数据，
为京江学院市场营销、会计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４个专业综合评估
提供支撑数据；面向全校开展学位论文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完成论文检测６７２篇，
全年完成２６２篇文章的文献传递；提供
ＳＣＩ、ＩＳＴＰ、ＥＩ等数据库收录引用证明共
２ ３００余人次。３ 特色品牌服务。以“感
受经典魅力，品味高雅文化”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读书节”聚焦经典文化传播，开展
了“名家讲座” “外国文学经典展演”、
“文心书屋精品藏书展”“书香家庭”“赛
珍珠主题诗书画巡展”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第二届“辉煌一课”邀请赵杰文教授与青
年教师分享了创新创业、人际交往、面对
挫折三个方面宝贵的人生和科研经验；多
次走访离退休教师，密切联系校友，征集
到特色资源２ ０００余种和近１ ０００份灰色文
献；接收校出版社图书４８６册； “漂流之
家”收集图书１５ ３７０册，接待读者３ ０００
余人次，捐助５４６名特困生教材，２０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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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进入了馆藏体系；考试中心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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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公益活动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提高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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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华夏阅读论
坛”全国性会议，扩大了图书馆在省内外
的影响力。读者协会工作显著，文化活动
如火如荼，全年不间断，为校园文化中心
的建设增光添彩，组织开展刘媛媛宣讲会
活动、毕业生“再见江图”、新生“遇见
江图”、五大文学社联合征文比赛、２４小
时阅读站、“吾尽吾心”大型考研寄语墙、
读者服务满意度调查、“交流无国界，佳期
遇知音”、 “大冰的小屋·百城百校音乐
会”等活动，吸引了６ ０００余读者的参与，
创办的《书生》刊物展示了协会成果，成
为读者喜爱的交流平台。４ 社会服务。申
报获批省知识产权局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
传播与利用基地；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全年完成查新项目６ ４３０余项，完成３份知
识产权检索分析报告、１份专利侵权分析
报告、１家企业贯标咨询辅导工作并顺利
通过验收；获评江苏省图工委情报咨询服
务工作先进团队；荣获第二届“中山杯”
江苏省大学生专利分析大赛最佳组织奖。
【教学、科研与队伍建设】 １ 教学改革成
果初显。文献检索课程全部采用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高校图书馆审核评估体系研究与
实践》荣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完成《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
意见》中信息素养教育内容解读的撰写；高
质量完成空中教室改造项目，满足教学直
播、录播及师生互动的需求，为教学改革提
供了先进设施。２ 研究生培养工作扎实有
效。研究生“信息检索与分析利用”课程
顺利开课，新开设双语、全英文课程各１
门；成功举办了本科夏令营，吸引更多的优

质生源报考图情学科；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
管理，召开６次专题研讨，培养环节抽检合
格率１００％；２０１５级研究生获评“江苏省先
进班集体”，科技信息研究所获省第七届大
学生就业创业知识竞赛校级优秀组织奖，２４
人次获国家、校级、院级优秀研究生、优秀
学生干部及奖学金。３ 学科国际化建设持
续推进。完成了中英文版留学研究生培养方
案制订和课程教学大纲编写工作，邀请２名
外国文教专家来馆任教，选派１名员工出国
短期交流、２名员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
学１年，１名员工完成访学任务回国。４ 学
科建设与科研成果显著。开展了学科考核与
合格评估，申报获批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
位；获批国家社科基金１项、省社科基金１
项、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１项，纵向科研
经费达２６万元；发表论文４０篇，其中Ｃ刊
论文２１篇；出版专著２部；信息行为实验
室完成实验３４０小时、接待２９０人次，编
写、发布阅读疗法心得６０余篇，发布阅读
疗法书目７０余部；《图书情报研究》刊出４
期５９篇论文、３篇简讯，成功召开期刊建设
与发展座谈会，调整了新一届编委会成员，
在超星域出版平台实现了所有过刊及现刊的
全文出版，为促进期刊的长足发展奠定了
基础。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及
新增情况一览

项目 数值 单位
当年新增中外文图书 ５ ４７ 万册
累计馆藏中外文图书 ２７５ ７９ 万册
当年新增期刊合订本 ０ ５９ 万册
累计馆藏期刊合订本 ２３ ０６ 万册

总电子资源 ２４ ５ Ｔ

（撰稿人：李文娟　 核稿人：任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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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学校档案馆是集中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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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全宗。截至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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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大类纸质档案文献８ ６４万卷、６２ ８４万
件，纸质照片４ ３３万张，电子档案总量
３ ５ＴＢ。本年度通过“江苏省数字档案工作
５Ａ级”规范测评；编纂的《江苏大学年鉴
（２０１４）》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５）》两本年
鉴，获评江苏省档案局“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档
案文化精品奖”三等奖；本馆代表队在
“２０１７年江苏高校档案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中获得三等奖。
【信息化建设】 １ 不断完善数字档案管理
平台功能，新增档案查阅、利用预约登记
功能；完善管理系统统计功能；增加电子
文件数字水印功能，保护电子文件版权；
对电子文件增设了划控标识，明确了每个
电子文件的开放范围；增加了档案管理系
统电子文件的电子签章，防止在数据传递
的过程中数据内容被篡改等隐患。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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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频利用需求原
则”，分学校（合并前后）建立学籍档案
系列专题数据库，为校友查阅学籍档案提
供高效服务。３ 本年度按计划完成了江苏
理工大学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的研究生培养材料
及学位论文数字化，江苏大学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的研究生培养材料全文数字化。４ 档案
馆网站新增了“网上电子展厅”和“网上
陈列”栏目，并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
式，反映了学校办学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沿革
和发展历程，展示了学校的重大活动、重
大事件、重要成果和主要荣誉；丰富了
“视频点播”栏目，进一步完善档案信息
“利用查询”栏目，并在网站上开通了利
用申请通道，档案查阅者可以远程登陆进
行预约登记。
【资源建设】 １ 举办了新档案管理系统
使用操作培训，各单位现行电子文件全部
通过新的档案管理系统远程归档。２ 不
断加大档案收集力度，对各单位留存的往
年老档案进行催交和补收。补收１９９６年
镇江医学院教学实验楼基建图纸及规划许
可证等材料１４３件；补收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
基建工程图纸６８卷；补收２００２年清房整
改资料及职工住房登记表３８卷，以及科
研合同、科研成果、维修工程资料、基建
招标资料等陈年老档案４ ４３１卷。３ 加强
以学生和教职员工为主体的民生档案资源
建设和学校重大活动、重点项目、重要人
物、高校特色的档案资源建设。继续重点
加强数码照片、音像档案、实物档案等原
始材料的收集，加强专题档案和特色档案
建设。同时对档案利用过程中遇到的档案
缺失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此来进一步
完善归档范围。４ 本年度接收学校新增
３９ ２７６卷（件）档案的收集、分类、整
理、归档工作。
【档案服务】 档案利用服务是档案工作的
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也是档案工作发展
的强大动力和永恒主题。随着办学水平、
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学校对档案利用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 修订和完善档
案利用制度。档案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工作实际，对档案利用制度进行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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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对查档程序、学历认证、中英文成绩
证明等服务流程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旨在
建立一套责任明确、流程清晰、操作规范
的档案利用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查档利
用工作，倾心打造令人满意的服务窗口。
２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为学校党政管理、
教学评估、科研申报、基建维修、验收检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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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查阅服务。如学校迎接省委巡视组巡
视，档案馆为党办、校办、组织部、纪委、
财务处、审计处、后勤处、国资处等部门
提供学校两办会议纪要材料及财会、审计、
基建、招投标等档案服务；为化学学科一
级博士点、土力学院博士点、土木工程学
科一级硕士点申报提供档案服务；为会计
学、统计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和化学工程
等学科学位授权点评估提供档案服务；为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省重点实验室、土力学
院省工程技术中心检查评估、临床医学专
业论证，以及测控技术与仪器、制药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工程教育认证等提供档案服务；为科技园
建设、本部家属区直供水改造、家属区住
宅楼维修、北固校区体育馆改扩建工程、
浴室改造、食堂改造、医学院教学实验室
改造、文学院办公室改造、新图书馆中央
空调维修等基建维修改造工程提供基建档
案服务；为人事处办理养老保险提供省管
干部任命文件和退休文件，为组织部干部
人事档案审查提供任职文件及会议纪要；
为申报全国百强高水平高校建设、上报二
级单位财务审计整改情况、国资处迎接省
招投标专项检查、教学检查、科技体制改
革、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提供档案服务；
为校史馆校园文化和党建栏目，以及食品
学院陈列室提供档案服务；为图书馆建设
李岚清书屋提供李岚清８次视察学校全套

档案；为参加１９届省运会等体育赛事的大
学生运动员资格审查出具学籍证明；为校
友值年返校活动、原镇江师专美术系苏州
籍历届校友、金属工程材料相关专业历届
校友、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历届校友等返
校聚会活动提供学籍档案及照片档案服务。
３ 服务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档案馆不仅
要服务在校的四五万师生，还要通过网络
服务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几十万毕业
生。（１）提供档案凭证。为学校历届毕业
生求职、升学、评职称、职务晋升、办理
户口等提供学历认证、学业成绩等档案证
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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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校友办理学历学位证书、
学业成绩单的中英文翻译材料。４ 服务社
会。档案馆按照国家规定向社会提供利用
服务。本年度切实提高了档案公共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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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度满足利用者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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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造的学校学历
证书进行认真审查核实，维护用人单位权
益和学校声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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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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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 １ 本馆编纂的《江苏大学年
鉴（２０１４）》《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５）》获评
“２０１７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三等奖。
本次评选省档案局按照《江苏省档案文化精
品奖评选办法》和“‘十三五’档案史料典
籍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意见”的要求，经全
省档案文化精品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出
特等奖３项、一等奖１５项、二等奖２５项、
三等奖４０项。本次活动，全省高校只有南
京大学和江苏大学２所高校入围奖项，分别
获得三等奖。档案馆编研成果是２０１３年以
来第三次获得此奖项。２ 本着对学校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本年度完成了《江苏大学
年鉴（２０１６）》的编纂、排版、出版、发行
工作；完成了《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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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等工作。所编纂的学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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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
拓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新形式，将档案资源
开发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完成《江苏大学
机械动力学科群电子日历》的一期制作。以
前期编纂完成的《江苏大学机械动力学科群
发展简史（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为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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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档
案专题汇编：本年度续编学校历年《毕业生
名册》《新增办学资源》 《科研成果鉴定获
奖、专利申报授奖》《教育教学成果》《表彰
奖励》《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校外媒体宣
传报道我校题录》等１８种专题汇编；不断增
添和续编文件汇编２０１７年内容；完成了２０１７
年《学校大事记》撰写。
【数字档案工作等级评估】 档案馆从２００９
年启动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至今，
扎扎实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２０１５

年获评“江苏省档案工作五星级”的基础
上，迎创“江苏省数字档案工作５Ａ级”。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省档案局专家组一行６
人，对校档案馆“数字档案工作５Ａ级”进
行综合评估，形成以下意见：“档案馆在档
案信息化制度建设、系统研发与应用、基础
设施配置、数字资源建设与利用等方面成效
显著。应用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对档案信息资
源进行集成化管理，通过校园网络与ＯＡ等
系统有效对接，通过中心库与多个业务系统
进行了数据交换，实现了电子文件在线归档
与接收。基本完成馆藏重要档案的数字化，
目录和全文数据质量较好，建立了多个专题
数据库，建有网上史料展厅，提供了数字档
案资源在线共享和利用、远程翻译等服务，
充分发挥了档案信息化的作用。”评估组一
致认为“江苏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成效显
著”，评估予以通过。５Ａ级是江苏省数字档
案工作的最高级别。截至目前，学校是江苏
省高校中首家通过数字档案工作５Ａ级规范
测评的学校。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档案馆馆藏情况
一、馆藏档案

类别 入藏量 单位
　 纸质档案 ７５８ ２５３ 卷、件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８６ ４９３ 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６２８ ４４８ 件
　 　 （３）纸质照片 ４３ ３１２ 张
　 电子档案 ３ ５ ＴＢ

二、当年新增馆藏
类别 入藏量 单位

　 纸质档案 ２２ ７５０ 卷、件
　 　 （１）以卷为保管单位 ３ ７５９ 卷
　 　 （２）以件为保管单位 １６ ８５８ 件
　 　 （３）纸质照片 ２ １３３ 张
注：从２０１７年始，馆藏数据统计的管理系统

统计为准。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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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坚持正
确的出版方向，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
规开展工作，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努力实
现两个效益的统一，立足为高校服务、为
社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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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９种，其中新书３３５种、
重印书２６４种。新书码洋４ ８０４ ６万元，重
印书码洋２ ４８５万元。出版的新书品种包
括高校教材教辅（１７８种）、学术著作（７０
种）、大众读物（６３种）和中小学教材教
辅（２４种），各类别的比例为５３％、２１％、
１９％和７％。全年营业收入１ ４５０万元，实
现利润１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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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的专业人员５人，具有硕士学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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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策划与营销中心、财务部、
出版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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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出版社的运作效率。
【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出版社共有９个
项目入选省“十三五”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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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２０１６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类）二等奖。
２０１７年，出版了“中国赛珍珠研究丛书”
的第二册《“监护人”的焦虑：赛珍珠作
品中的成长模式研究》，“大田作物机械化
生产技术研究丛书”和《大跨空间钢结构
施工关键技术》也于年底完成出版。另外，
《清朝涉外战争史》已完成三审三校，送
省局审读备案。其他项目均按计划推进，
确保按时出版。
【重视主题图书出版】 ２０１７年，出版社在
“当代台湾文化新视野丛书” “海峡文丛”
等国家规划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基础上，从
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等方面深挖海峡两岸
文化研究的选题，出版了《风灯上的种子
永久不灭：海峡两岸抗战文艺传统与民族
精神传承》。本书的核心主题为“抗战文
艺传统与民族精神传承”，所收论文从各个
角度探讨如何传承抗战文艺传统，弘扬坚
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坚持历史正义和时代
进步，挖掘和扩展抗战文化传统对当代的
影响，大力宣传了抗战事迹，努力弘扬抗
战精神，深切缅怀抗战先烈，有助于凝聚
国人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对于坚定不
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
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深远的
历史意义。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弘扬敬业奉献精神，推出了《灯火》 《雪
域高原的镇江海拔》 《新闻见证：优秀援
疆干部王华》《警花》《生命之渡》等一批
反映援藏援疆干部、武警公安和医疗战线
典型人物及感人事迹的作品。 《灯火》用
诗歌的形式讴歌了４４位道德模范、时代楷
模和中国好人，诗歌情感真挚、热烈，语
言质朴、晓畅，向读者展示了人性的美好
和高尚。图书出版后，镇江市举办了“爱
与美的礼赞———首届镇江灯火诗颂会”，收
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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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正式确认公布。出版社及时抓住关键词，
推出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工科研
究生教育改革》 《聚焦高水平大学：政
策·实践·探索》等反映我国高校“双一
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理论研究、实
践探索成果的图书。
【专注地方文化出版】 ２０１７年，出版社推
出了一批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通俗
读物。《扬中２１味》《扬中婚俗》《指尖上
的艺术：西来桥

)

塑》分别介绍了扬中的
美食、婚俗礼仪和手工艺品，装帧精美，
图文并茂。《２０１７中国故事节·“白蛇传
传说”故事会优秀作品集》中既有对“白
蛇传传说”故事的传承，也有创新，包括
白素贞与许仙的前传、外传，还有新编，
内容丰富多彩，对保护和传承我国民间故
事起到了积极作用。还推出了《京口烽
烟》《京口群贤》《古城名街映金山》《千
古风流雄北固》《天开胜境话焦山》《影响
中国的镇江文物》 《陆游踏雪观瘗鹤铭题
记》等反映镇江历史、人文、风物、古迹
的图书。
【创新教材出版】 教材出版是高校出版社
的立身之本。２０１７年，出版社的教材出版
比例比２０１６年度提高６个百分点，教材的
数量和品种都有所提高，在原有教材的基
础上，拓展了新的教材领域，从单品种向
系列化转变。“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无界化教
学系列教材”是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的医学
影像技术专业课程综合化改革项目，丛书
共６册，从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工作岗位对
从业者的综合要求角度出发，分概论、头
颈部、胸部、腹部、盆部、脊柱和四肢对
影像检查技术进行了阐述，通过实际的教
学案例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教学改革

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另外有“管理与创
业实验丛书”“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
等系列教材，对整合资源、增加市场竞争
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畅销书出版情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２０１７年，出版社推出了
《浅吟低唱话〈诗经〉》《谈古论今读圣贤》
《读经典长情商：从国学故事中学做人》
《〈史记〉讲读》《三字经疏注》等通俗易
懂，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读物。《浅吟低唱话
〈诗经〉》精心挑选了５６首《诗经》中的
经典诗篇，将古老的《诗经》谱以曲调进
行吟唱，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对诗经进行
解析，以启迪人性，感悟人生。书中配有
作者的吟唱音频，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即
可收听。在第七届江苏书展上，出版社举
办了题为“诗润人生”的讲座，邀请本书
作者讲《诗经》、唱《诗经》，受到现场观
众的欢迎和好评。
【图书出版获奖情况】 ２０１７年图书出版成
绩斐然，多部图书获得各级各类奖项。“大
田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研究丛书” 《汉画
像石方位模式研究》入选江苏“十三五”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有机化学）》 《政府理财（微观）》入选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新编教
材）；《城市时空的宽窄》入选２０１７年第
三季度“新华书房”推荐书目；《名人镇
江情》获南京都市圈印刷产品质量评优活
动金奖，《江河交汇：镇江物质文化遗产文
物保护单位图录》获银奖， 《镇江廉政文
化》获铜奖。
【服务全民阅读】 阅读是获取知识、提高
修养的最好方法。从小培养阅读兴趣，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受到重视，全民
阅读应该从娃娃抓起。２０１７年，出版了
《点亮心灯：我和孩子们的读书生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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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２００９级５班的老
师、学生和家长的读书故事，通过三年的
“大声朗读”实践，改变了孩子们及父母
的生活方式，读书成了这一群体共同的行
走状态，校园成为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独立
高贵的乐园。本书对养成阅读习惯、掌握
阅读方法具有很大帮助。２０１７年，出版社
向河南原阳县武庄小学、河北廊坊地区、

镇江市残联、在校贫困大学生等捐赠了图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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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类
图书百余种。在第七届江苏书展上，举办
了读者见面会，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撰稿人：常钰）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情况
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生
辅学用书 伏晓春，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２ 汽车配件管理及营销 汪海红，张博，张克军，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３ 汽车安全舒适系统原理与维修 肇世华，周宝纯，彭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４ 运筹学基础常用算法互动实训教程 张怀胜，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５ 遥望那一树缤纷：台湾文学漫论 刘登翰，著 ２０１７ ０１

６ 汽车电子与电气实训 张海宾，胡应坤，陶莉，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７ 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 任志新，王斌，刘德华，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生辅学
用书 伏晓春，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９ 雅思写作教程 薛玉秀，董小燕，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０ 护理人际沟通 李文华，秦小旭，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１ 生理学 周龙，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２ 病理学 陈松，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３ 蓝色月光 林菲，著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４ 新闻见证：优秀援疆干部王华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５ 灯火 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６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实验教程 陈松玲，陈寒松，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７ 魅力汉语 综合 第６册 茅海燕，朱玲萍，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８ 魅力汉语 听说 第２册 仲跻红，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９ 中国近现代史 钟莉华，汪丽，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０ 机械基础实践教程 袁健，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１ 魅力汉语 综合 第４册 潘亚莉，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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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２２ 金融职业道德 董竞，卢文忠，钟浩，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３ 新编会计基本技能 舒金燕，王嘉，郑素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４ 魅力汉语 听说 第４册 唐敏，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５ 魅力汉语 综合 第２册 茅海燕，康翠，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６ 影响中国的镇江文物 镇江博物馆，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７ 近体诗写作十二讲 ２版 吴浩然，董国军，孙中，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８ 古城名街映金山 王玉国，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９ 新编供应链管理 杨传明，于溪东，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０ 润城往事 金童，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１ 城市时空的宽窄 冯士超，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２ 指尖上的艺术：西来桥
)

塑 扬中市西来桥镇人民政府，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３ 临床常用检验项目即查手册 刘昕，高巨，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４ 平面构成 呼博，张玮，李甜，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５ 镇江公路交通科技论文选萃 镇江市公路学会，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６ 千古风流雄北固 徐苏，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７ 扬中２１味 卢万福，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８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罗燕，黄聚雪，王本玉，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３９ 天开胜境话焦山 张大华，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０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１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１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３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２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４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３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６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４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唐海波，吴公玉，吕春晖，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５ 新编计算机应用基础项目教程实验
指导 梁冰，李亚，王茹，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６ 机械制图习题集 武建设，刘野，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７ 工程制图习题集 程金霞，贾中印，张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８ 甘肃省中职生对口升学考试考前演
练三套题 公共基础＋医药卫生类甘肃省中职生对口升学考试命题研究组，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３

４９ 京口群贤 钟程发，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０ 全人教育视野下学生自主发展的校
本化行动研究 夏建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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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５１ 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 肖体琼，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２ 京口烽烟 郭健，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３ 国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欧美图书
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分析 刘竟，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４ 西来桥 戴洵，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５ 苏轼的人间情怀 喻世华，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６ 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财政约束视
角下的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 马志远，金瑞，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７ 柴油机颗粒排放基础 许广举，李铭迪，赵洋，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８ 实际运行环境下城市公交时刻表的
优化设计 吴影辉，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５９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档案馆，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０ 文学欣赏 崔为英，谌艺榕，李海英，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１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２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２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５上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３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５下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４ 狐小妹动漫数学 ６下 任欣康，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５ 奥尼尔戏剧的文化叙事 卫岭，著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６ 幼儿“八礼两仪”教育绘本 江苏省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幼稚园，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７ 常州乡土语文读本 马燕，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４

６８ 建筑设计ＢＩＭ应用 王进，黄婷，徐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６９ “监护人”的焦虑：赛珍珠作品中
的成长模式研究 黄橙，著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０ 电子商务概论 ２版 许忠，何有世，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１ 综合素质：幼儿园 张晓艳，王涛，黄旎妮，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２ 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园 陈明华，黄旖旎，张妍，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３ 刑法学 孙继文，宋彬，孟石磊，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房宇，熊安锋，史明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５ 大学生健康教育 王莉娜，谌艺榕，李静，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６ 表兄妹 沈士钧，著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７ 政企直通：镇江市企业网络服务平
台帮办服务１００例

镇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镇江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编 ２０１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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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７８ 从未这样靠近你 李清谷，著 ２０１７ ０５

７９ 人体解剖学 陈洁松，王志强，苏丹，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０ ２０１７ ３ｄｓ Ｍａｘ ２０２０１７ １２０１７ ６ ＋
ＶＲａｙ室内效果图制作案例教程 卿勇，蒲先祥，范晓峰，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１ 汽车制造工艺基础 黄旭，杨德明，段少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２ 迈向觉悟的人生 蔡玉清，著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３ 成本会计岗位实务 李阳艳，郭改莲，龙向荣，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４ 诗性的超越：广西当代作家的跨界
写作研究 张淑云，张啸，著 ２０１７ ０５

８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永强，张艮霞，李志林，李京梁，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８６ 油菜机械化收获技术 吴崇友，金诚谦，石磊，张敏，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８７ 雪域高原的镇江海拔 镇江市文联创作组，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８８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宋宝珍，刘金霞，杜燕，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８９ 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 孙洪梅，刘志娟，邢国洁，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０ 农民行为、组织与中国农村经济
发展 鄢军，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１ 汽车服务礼仪 耿玉香，吕欣蕊，林玲，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２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 罗琴，罗江，李鹏，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３ 当代教育评论 第５辑 徐继存，潘洪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４ 计算机应用基础上机指导：Ｗｉｎ
ｄｏｗｓ ７ ＋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１７ １０ 潘峰，何青，谢宏伟，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５ 计算机应用基础：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
Ｏｆｆｉｃｅ　 潘峰，何青，谢宏伟，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６ 现代电热设备 张培寅，邢国权，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７ 古诗词选读 张庆生，刘守昌，杨俊灵，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８ 装饰工程项目管理 张海花，陈庚，乔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９９ 邮海泛舟：黄国建邮文汇编 黄国建，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０ 创客文化教育 韩东林，杨俊灵，刘福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１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单慧娟，廖财国，李爽，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２ 最美的风景：《江苏大学报》“聚
焦一线”新闻作品选 张明平，金丽馥，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３ 怀书英语词法进阶 词汇拼解 范晓云，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４ 怀书英语词法进阶 单字拼读 范晓云，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５ 怀书英语词法进阶 动词实操 范晓云，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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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１０６ 大学体育与健康 何洪平，王荣乾，秦丽芬，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７ 大学物理开放实验教程 ２版 董正超，施建珍，薛同莲，董小燕，
方靖淮，沐仁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８ 东台方言新辞典 王业频，柳书诚，周启汶，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０９ 赛珍珠纪念文集 第５辑 蔡文俊，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０ 三字经疏注 狼山石瑛，检订疏注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１ 面向船舶制造业的信管专业创新型
应用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江苏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２ 面向船舶制造业的信管专业
创新型应用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江苏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３ 应用文写作及口语交际训练 ２版 樊娟，孙月琴，邹志红，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４ 浅吟低唱话《诗经》 沈晓昕，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５ 大学数学 微积分 下 吴建成，李志林，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６ 大学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黄清龙，李志林，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７ 大学数学 微积分 上 李志林，吴建成，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８ 大学数学 线性代数 李志林，涂庆伟，王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１９ 整合社会资源推进艺术普及：宁
镇扬泰群众文化优秀论文集 汤小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０ 中职人文素质教育 刘福亚，杨俊灵，韩东林，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１ 盆部影像检查技术 胡蓓蓓，张益兰，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２ 脊柱与四肢影像检查技术 沈孝翠，辛春，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３ 汽车车身电器维修工作页 纪永秋，李缘忠，李恒源，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４ 技术整合与数学情境 刘宗宝，陆广地，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５ 汽车底盘电控技术 李卫，罗子华，郑颖，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６ 不同的声音：网络虚拟空间中国女
性的情感话题传播研究 李晓梅，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７ 基于ＩＴＭＣ企业经营管理沙盘训练 谢雪峰，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８ 孕前耳聋基因筛查咨询知识 查树伟，许豪勤，孙丽洲，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９ 邢台历史文化初探 王跃山，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３０ 工业工程专业实训教程 陈骏，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３１ 行测真题终极奥义 江苏卷 卧龙光线团队，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２ 移动电子商务 张冠凤，邱新泉，彭宁，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３ 网店运营与管理 蒲先祥，邱新泉，孙明，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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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１３４ 大学生就业指导 丁梦，王霖，张宝红，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５ 腹部影像检查技术 张益兰，张慧丽，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６ 医学影像基础概论 许海兵，张益兰，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７ 共享发展与审美参与 刘小新，杨健民，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８ 普通话教程 高乃尧，宋睿，白彩香，杨兰，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３９ 宝石榴 周山富，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０ 基础会计实务 何爱
!

，胡红梅，钟炎君，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１ 基础会计实训 胡红梅，何爱
!

，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２ 中国古代史 钟莉华，邵建春，汪丽，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３ 大学语文 安丰军，王彤，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４ 版式设计 吴永坚，陈天荣，王葭，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５ 线性代数与线性规划 宋建梅，董竹青，景滨杰，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６ 汽车营销实务 官腾，安佰英，沈现青，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７ 自然辩证法简明教程新编 钱兆华，李丽，文剑英，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８ 汽车发动机检测与维修工作页 胡广，付建伟，柴彬，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４９ 出纳实务 史建军，杜珊，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０ 中文版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１６室内装潢设
计案例教程 徐海峰，胡洁，刘重桂，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１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训指导 于智，黄拓，张娜，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２ 计算机应用基础 贺俊文，成雯，黄拓，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３ 绩效管理全真模拟试卷 王福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４ 工作分析全真模拟试卷 王福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５ 员工关系管理全真模拟试卷 王福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６ 房地产市场百案解析 蔡剑，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７ 物流管理专业实训教程 贡文伟，王建华，孙立成，赵艳萍，陈骏，编著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８ 员工培训管理全真模拟试卷 王福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９ 公共艺术 音乐篇 刘洪莲，龚永亮，李梅，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０ 公共艺术 美术篇 马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１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理论与实践 刘桂锋，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２ 薪酬管理全真模拟试卷 王福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３ 基础会计 黄义晏，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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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１６４ 基础会计实训 王翠，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５ 新职业英语 上册 陶纯芝，聂卉，郭黎，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６ 新职业英语 下册 但汉玲，黄琳，李端，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７ 点亮心灯：我和孩子们的读书生活 刘爱华，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８ 读经典长情商：从国学故事中学
做人 余滔，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６９ 汽车整车拆装与维修工作页 肖俊峰，马宁，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０ 《史记》讲读 张苏榕，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１ 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教育 秦婧妍，陈晓梦，张婉璐，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２ 幼儿歌曲钢琴伴奏教程 郭华，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３ 汽车检测技术 马建普，祝小斌，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４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管延波，李金库，豆建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５ 儿科护理学 蒋晓蓉，李琴，孙杉杉，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６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楚庆华，周胜奇，豆建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７ 开学第一课：职业学校新生入学教
育读本 徐晓明，陈韶东，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８ 大学英语历年真题及详细解析 同方教育，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７９ 大学语文历年真题及详细解析 同方教育，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０ 江苏专转本英语词汇通关宝典 同方教育，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１ 行政事务人员技能考核培训教材
上册 许远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２ 求职技巧 孟琳，张妍，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３ 机电英语 田青，洪梅，马强，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４ 临床营养学 张雪莹，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５ 自然科学基础 余翔，朱圣平，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６ 酒店服务综合实训 王渔，谭莉，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７ 动态网站设计与维护 杨瑞梅，薛茹，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８ 铁道线路施工与维护技术 刘建利，蔡建林，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８９ 高等数学 上 李婷，曹永刚，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０ 行业会计比较 王翊覃，王彦，杨贵凌，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１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楚春贵，高艳平，司洪祯，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２ 汽车钣金 司洪祯，王义全，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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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会计的名义 商业真账实训 全国真账实训编委会，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４ 会计的名义 工业真账实训 全国真账实训编委会，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５ 审计学原理与实务 姚瑞马，董建国，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６ 统计学 王彦，张红，徐文瑞，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７ 国际贸易实务 陶忠元，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８ 会计的名义 服务业真账实训 全国真账实训编委会，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９ 计算机网络技术 李彦，范兴亮，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０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数据库程序设计 刘秋生，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１ 数据库管理系统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实训
教程 刘晓松，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２ 蔬菜生产机械化技术与模式 陈永生，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３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 程序设计＝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刘晓松，樊茗癑，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４ 室内空间设计 刘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５ 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的一致性对员
工行为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王三银，著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６ 高等数学历年真题及详细解析 许丙胜，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７ 计算机基础历年真题及详细解析 同方教育，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８ 保险法律基础与实务 贺艳梅，刘慧，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０９ 内科护理学 管勇丽，孙杉杉，夏安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０ 高等数学练习册 江苏大学理学院，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１ 高等数学模拟试卷集 江苏大学理学院，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２ 会计的名义 出纳真账业务实训 全国真账实训编委会，编著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３ 弱混合动力汽车ＢＳＧ用新型开关
磁阻电机系统 陈龙，孙晓东，薛正旺，著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４ 馨语梅香 黄玉梅，著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５ 建筑艺术赏析 陈孟琰，马倩倩，强晓倩，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６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教材 综合素质
小学 余飞勇，吴鹏飞，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７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教材 综合素质
试卷 小学 余飞勇，吴鹏飞，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８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教材 教育教学
知识与能力试卷 小学 袁梅芳，余飞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９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教材 教育教学
知识与能力 小学 袁梅芳，余飞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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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２２０ 综合基础知识 江西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教材 吴鹏飞，余飞勇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１ 高职学生工作探索与创新：大学生
思政工作论文集 ２０１７年卷 徐红，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２
２０１７年江苏科技论坛绿色公路分
论坛暨公路养护技术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集

江苏省公路学会，扬州市公路学会，
镇江市公路学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路学会，编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３ 高级工商管理培训教程 ２版 吴君民，陈远锦，主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４ 聚焦高水平大学：政策·实践·
探索 江苏省教育厅，编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５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 微观部分
２版　 《西方经济学教学题库》编写组，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６ 胸部影像检查技术 张慧丽，张益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７ 多轴加工技术 刘东宇，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８ 谈古论今读圣贤 沈晓昕，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９
他的天空博大恢宏：跨域与越界：
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
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０ 风神自照：歌吹是扬州 周冠钧，选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１ 光伏并网发电的功率补偿控制研究 蔡纪鹤，著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２ 药理学 周湘华，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３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工科研究
生教育改革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工科工作委员会，江苏大学，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４ 微波电路与天线 ２版 闫述，郑召文，孔娃，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５ ２０１７ ５Ｇ与认知网络的融合 崔翠梅，著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６ 计算机网络技术 张璐璐，罗粮，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３７ 小学期末总动员 五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３８ 小学期末总动员 六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３９ 头颈部影像检查技术 温竞，吉玉刚，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０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课程设计
指南

胡自成，葛凤华，戴晓丽，
鲁文杰，郭兴龙，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１ 大数据时代旅游产业的发展：挑
战、变革与对策研究 张鹏顺，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２ 市场调研与预测 李晓燕，苏萌，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３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生鲜农产品有效
供给保障研究 徐静，姚冠新，著 ２０１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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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 档案管理理论与实务 胡昀，马宏正，谢卫平，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５ 孕前耳聋基因筛查研究报告 查树伟，许豪勤，杭桂芳，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６ 决策溪流论：国家重点基建项目决
策过程的逻辑 王子明，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７ 标准化工作实务手册 镇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８ 当代教育评论 第６辑 潘洪建，徐继存，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９ 作文情理谈 洪蒲生，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０ 活的教学：陶行知教育思想践行记 李湘红，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１ 磁悬浮电主轴用三极混合磁轴承非
线性研究与结构优化 鞠金涛，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２ 中国连环画叙事研究 ２版 沈其旺，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３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实训教程 杨晶照，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４ 钢结构新型节能整体式墙板的开发
与研究 戚豹，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５ 意境摄影 雁过长空，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６ 开敞式码头系泊船运动响应及缆绳
张力研究 马小剑，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７ 小学期末总动员 一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８ 小学期末总动员 二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５９ 小学期末总动员 三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０ 小学期末总动员 四年级数学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１ 小学期末总动员 四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２ 小学期末总动员 五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３ 小学期末总动员 六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４ 小学期末总动员 一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５ 小学期末总动员 二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６ 小学期末总动员 三年级语文 上 任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７ 企业信息系统的云化迁移研究 苗虹，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８
贸易开放对我国农民非农收入的影
响：基于地区收入差异和异质劳动
力收入差异分析

滕瑜，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６９ 警花 赵立源，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０ 有意栽花 周如福，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１ 人员素质测评模拟实训教程 许玲燕，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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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汽车动力系统节能减排新技术概论 赵洋，许广举，李铭迪，王志浩，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３ 工程制图实践：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１７
绘图 张克义，喻逸君，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４ 定子侧励磁型无刷直流发电系统
研究 许泽刚，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５ 镇江人才发展研究（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王济干，等著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６ 生命之渡 朱夫，吴家平，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７７ 微波电路与天线习题详解 ２版 闫述，封陆游，解欢，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７８ 镇江丁家村遗址（精装） 镇江博物馆，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７９ 没有邀约的遇见：随感与杂记 刘小新，朱立立，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０ 随钻电磁波电阻率测井仪器响应数
值模拟及应用 李辉，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１ 潜教育：家教“魔方” 房德康，张婷，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２ 藻类生物质的热化学转化利用技术 王爽，刘馨琳，冯永强，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３ 超大电流变流器过电压分析及保护
方案优化设计 查烽炜，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４ 花生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 胡志超，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５ 棉花生产机械化技术 石磊，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６ 盐析流动理论及应用（精装） 高波，刘栋，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７ 主动磁悬浮轴承系统中新型保护轴
承的设计研究 朱益利，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８ 高等数学 下 陈艳凌，李婷，吕松哲，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８９ ２０１７中国故事节·“白蛇传传说”
故事会优秀作品集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０ 广告人疯窝：广告实战案例集粹 李翠敏，杨旭，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１ 残句三百首 王全恩，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２ 智能非线性控制技术的应用研究 韩霞，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３ 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转子磁极位
置检测及其控制技术 刘小斌，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４ 土壤肥力培育机械化技术 丁为民，刘玉涛，丁永前，王秀，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５ 颅骶疗法教程 狄荣科，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６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档案馆，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７ 文化强国：理念、经验与构想 管宁，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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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　 名 第一责任者及著作方式 出版年月

２９８ 大跨空间钢结构施工关键技术：以
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为例 鲁开明，陈勤斌，王进，刘荣桂，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９ 高校辅导员主题班会理论与实务 孙巍，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０ 扬中婚俗 刘俊，李跃林，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１ 岁月铸忠诚：镇江公安系统先进典
型报告文学集 镇江市公安局，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２ 并联机床数字控制器的设计 黄文生，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３ 可再生能源＝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王爽，冯永强，
［埃及］马文标（Ａｂｄ ＥｌＦａｔａｈ Ａｂｏｍｏｈｒａ），主编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４ 园林景观设计 周增辉，田怡，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５ 现代汉语基础教程 王昭庆，黄姗姗，刘爱玲，杨松柠，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６ 有美才有美文 胡生友，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７ 两熟制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技术 骆琳，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８ 网店模拟运营 鲍建峰，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９ 智能物流交叉带分拣机的设计 史建平，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０ 常见花卉识别手册 宗树斌，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１ 线性代数＝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ｌｇｅｂｒａ 贾强，孙梅，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２ 会计信息系统实践教程：金蝶ＥＲＰ
Ｋ／ ３ ＷＩＳＥ Ｖ１４ ２ 程翠凤，仲之祥，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３ 风灯上的种子永久不灭：海峡两岸
抗战文艺传统与民族精神传承 刘小新，李诠林，黄科安，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４ 海陵年鉴 ２０１７ （精装） 《海陵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５ 组织学＝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卢小东，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６ 高校人事人才工作文集 高校人事人才工作论坛组委会，
高校人事人才工作文集编辑部，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７ 闳约深美语文之境 黄友芹，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８ 国际金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陈银飞，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９ 区域经济视域下应用型本科专业集
群建设研究 蔡小平，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２０
乡土资源润泽智慧：农村中学应
用乡土资源进行生物教学实践的
拓展

钱俊瑞，王书识，编著 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２１ 站位苏南创新引领优化发展：
２０１７年镇江发展研究报告 潘法强，主编 ２０１７ １２

（撰稿人：常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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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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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
目标，紧扣全年目标任务，以加强内涵建
设为核心，以提升办刊质量为根本，埋头
苦干，开拓创新，扎实有效地推进各项工
作，为尽早实现期刊的发展进步打好基础。
２０１７年，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２名同志
晋升副编审，１０余人次获得中国高校科技
期刊研究会、江苏省期刊协会、江苏科技
期刊学会表彰。在知网数据评价中，《江苏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高校教育管理》继续位立Ｑ１区，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位于Ｑ２
区，《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位于Ｑ３
区， 《实用心电学杂志》位于Ｑ４区。在
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中，《江苏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位于Ｑ２区，《排灌机械工程学
报》位于Ｑ３区。《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获得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优
秀团队奖。《排灌机械工程学报》被评为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编辑部荣获中国高校
科技期刊优秀团队，网站连续第４次被评
为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实用心电
学杂志》荣获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
秀团队，网站获第四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优秀网站。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和《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继续入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
期刊（ＣＳＣＤ）。 《高校教育管理》获评华
东地区优秀期刊， 《高校教育管理》和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入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期刊的核心评价指标
均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充分展示了学校
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
提升了学术期刊影响力。２０１７年杂志社领
导班子成员及６个科级机构无变更。职工
总数２８人，中共党员２０人，正高职称３
人，副高职称１０人，中级职称１５人。
【期刊工作】 １ 加强评价数据研究，推进
期刊内涵建设。近年来按照学校的战略部
署，杂志社遵循学术期刊出版规律，重视
期刊发展战略研究，开展精品工程和信息
数字化建设工程。对内注重内涵建设，打
造研究型编辑队伍，２０１７年有２人获评高
级职称，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对外加
强调研，组建高水平作者队伍，提高期刊
学术质量，扩大各刊影响力。２０１７年组织
编辑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１００余次，组织
若干编委会或沟通会。杂志社积极重视期
刊评价数据的研究，在全面考量的基础上
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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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刊关注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北大核
心、知网等众多数据库的数据，及时了解
并分析评价机构的规则变化，准确把握期
刊发展动态，主动寻求推动学术期刊质量
提升的可靠发展路径。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各项数据指标稳定，与
２０１６年基本持平，其中知网学术期刊他引
影响因子０ ９７，比２０１６年０ ８９提高明显。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的中信所数据、知
网数据，比２０１６年显著进步，综合排名稳
中有进，知网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复合影响
因子为１ ４３１，在农业工程类位居３ ／ １９，
总被引频次为２ ２１２，他引比达到０ ９。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高校教
育管理》知网数据进步明显，中南财经大
学图书馆期刊检索中心检索被转载篇目比
２０１６年有所提高。《江苏大学学报（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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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及时调整了各栏目报道的比重，增
加了综述和个案发文比重，促进了引用的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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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
据显示：扩展影响因子０ ６９ （２０１６ 年
０ ６５），扩展即年指标０ １４５ （２０１６ 年
０ ０９７），机构分布数９３ （２０１６年８１），基
金论文比０ ４８ （２０１６年０ 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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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等重要指标稳步
提升。２ 推进社内期刊评价体系构建，确
保期刊质量的稳步提升。强化对期刊的管
理水平。杂志社重视对各期刊发展数据的
研究，了解办刊实践。２０１７年召开了两次
社内研讨会，就期刊发展目标和实际办刊
现状进行摸底分析，要求每个编辑部都提
出具体建设的方案。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
要求各编辑部加强组约稿力度，创新栏目
设计，推进期刊质量的稳步提升。跟踪学
术热点，引领学术方向，服务国家科技创
新，形成综合刊机制下的特色办刊、专业
办刊理念，热点选题和常规选题并举。基
于现有的各种评价数据，针对社内期刊现
有发展情况，参照各类评价机构评刊的方
法，杂志社制定了《江苏大学杂志社社内
期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的标准，各
刊根据自身情况选用知网、中信所、维普
或ＣＳＣＤ ／ ＣＳＳＣＩ最新公布的数据对本刊进
行打分，通过每年得分的变化来诊断各编
辑部的办刊质量，同时寻找与其他优秀期
刊的差距，逐渐弥补过去办刊实践中的不
足，推动期刊品牌建设，争取各刊能够超
常规发展，为期刊的上等升级寻找机会。
今后，各刊将按照《社内期刊评价指标体
系（试行）》的标准完成相应的评分工作，
将评价结果逐步用于考核和奖励，进一步
激发编辑办好期刊的积极性，推动学术期

刊的深入发展，赢得发展先机。３ 重视媒
体融合办刊实践，积极探索发展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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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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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和传
播体系。杂志社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思考
办刊方向，努力跳出传统媒体的惯性思维，
仔细研究新媒体技术使用带来的冲击，根
据其自身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切实探索推
进各刊的媒介融合发展。一方面，积极组
织社青年编辑进行调研和理论研究，已发
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在实际
工作中积极推进，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融合，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各刊微信公
众号关注量已经超过２万人，各刊微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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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同，为广大学
者和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体验。传播效
果大大提升，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
《高校教育管理》和《实用心电学杂志》
的微信公众号信息内容丰富，影响力大，
持续提升了学校影响力。积极加强与网上
各期刊平台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期刊的网
上显示度。２０１７年年初，《高校教育管理》
在微信公众平台策划了“本周话题”栏
目。“本周话题”每周就高等教育领域内
的热点问题，邀请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者就
问题共同探讨，学术争鸣。以“本周话
题”栏目为例，目前已经推送了１５期，累
计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１６０多人参与，每
期阅读量都在１ ０００以上，分享收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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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以上。相关话题推送后，即获得其他媒
体的关注，如推送的《“双一流”建设与
大学筹投资》，随后《光明日报》即以此
种形式邀请里面的部分原作者刊登了类似
文章。目前正与“中国社会科学网”进行
合作，联合推送“本周话题”栏目。 《高
校教育管理》刊先后与搜狐、一点资讯、
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社会媒体建立了合作关
系，通过文章的二次转载进一步扩大了刊
物的影响力。杂志社将继续加强微信平台
相关功能的开发，丰富微信内容，争取吸
引更多读者。４ 推进开门办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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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为了获得校内的支持，每
年召开相关编委会，听取编委的建议。组
织相关学院科研骨干座谈会，向他们宣传
学校的关于杂志社的相关政策，向一线科
研教师组稿，会后编辑部定期联络这部分
骨干，密切跟踪其科研进展，并争取他们
的优秀论文能优先投给校内期刊。此外，
还与各个学院的教学秘书进行了交流，请
他们在学生ＱＱ群里发布相关消息。对外，
杂志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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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各项工作，主动学习名刊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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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编辑部深入科研一线，走访相关学校或
科研机构的优势学科，宣传期刊，组约稿
件。同时，积极参与各行业学术会议，主
动与行业顶尖专家、名人约稿，加深和学
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全年累计参加各类学
术会议１００余次。此外，还积极主办或协
办各类学术会议，如《江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２０１７国际低碳
（中国）大会、２０１７中国镇江赛珍珠国际
学术研讨会，宣传了期刊，扩大了各刊在
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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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不仅成功举办了学会
２０１７年度青年编辑论坛，而且组织了２次
学会会员日活动。与此同时，承接了学会
内刊《江苏科技期刊研究》的出版工作和
协会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开发工作，为杂志
社和其他会员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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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重视专业
化建设，做好选题策划。杂志社除了安排
编辑参加日常业务学习和网络编辑培训之
外，还特地分批次安排他们参加各类编辑
培训班，提高了编辑的业务理论水平，解
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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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赛珍珠国际会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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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社一直把组稿工作作为期刊发展的重
中之重，继续深入推进编辑部专题组稿制
度，要求各刊能提交组稿调研报告，向国
际化的专业研究团队组稿，经讨论论证合
理可行后实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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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
了“文学与传媒”专栏、马克思主义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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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栏目、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谈等。《排
灌机械工程学报》开拓风机栏目，邀请东
北农业大学的李岩教授担任栏目主编，《江
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加强机械、
汽车、环境等领域选题策划工作。重视英
文编校工作，对《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和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英文摘
要要求提高到３００字符。在工作之余，杂
志社积极鼓励编辑参与科学研究，积极组
织申报教育厅和学会的相关课题。本年度
杂志社编辑发表多篇期刊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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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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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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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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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和工会工作】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总支
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
设，构建党总支议事规则，明确党总支讨
论的议题和参加人员，健全运行机制，从
制度上确保班子的协作顺畅。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为两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严格“三会一课”制度，严肃党的组织生
活，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始终
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重视党员、职
工理论学习。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事业
发展积聚强大的精神力量。组织全体党员

开展“两学一做”为主题的编辑技能大
赛，收看“两学一做”学习视频和党的十
九大开幕式，激发党员同志积极参与、争
先创优的劲头。组织全体党员与职工参观
赵亚夫科技农业示范点戴庄村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示范村槐荫村，使大家感受到祖国
日新月异的变化。党总支推荐的《关于出
版社图书营销工作的几点思考》在年度中
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在学校组织的党建创新项目、“最佳党日”
活动方案和党建论文评比方面，均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深入推进“两学一做”教育
常态化，推进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紧扣学习
教育主题，把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引入到全体党员学习教育之中，让人
人知晓活动开展的重要意义。重视党员编
辑队伍建设，把提升编辑队伍业务素养作
为党总支落实党建项目，推动事业发展的
重要抓手。推动基层党建项目建设，提升
期刊学术影响力。编辑作为学术出版的把
关人对于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挥广大学术编辑的主
观能动性，推动学术期刊的发展，扩大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至关重要。一是提升党员
编辑的业务素质，带动全体编辑的业务水
平。党员编辑必须加强学习，更新专业知
识，提升综合素质，通过广泛的阅读、学
习和尽可能多的参加学术会议，了解专业
研究动态，以及前沿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
果，在众多稿件中优中选优，准确选取有
学术价值、有新观点或新理论的论文。二
是培养党员编辑的信息素养，科学引导期
刊的信息甄别方向，敏感地洞察学科发展
的新动向，才能更好地对论文进行整理、
加工，提高所刊登学术论文质量。三是加
强期刊宣传工作，扩大期刊在行业内的知
名度。党员编辑人员积极开展、加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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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探讨促进期刊快
速发展、提升期刊综合实力、扩大影响、
提高知名度的正确方法。搭建立体传播平
台，扩大期刊影响。学术期刊要顺应网络
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微端
等拓宽期刊传播广度，从而为纸质期刊求
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期刊的发展更具活
力。贯彻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各项要求，把
好出版意识形态关口。图书、学术期刊出
版突出政治导向，确保不出现意识形态问
题作品。图书期刊选题始终注重对重大理
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一是选题、专栏设置突出正
确的政治导向，重视发挥作品正能量，积
极宣传和研究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理
论及相关实践，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如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政治学
研究、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等栏目从不
同角度阐释了我党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
其中多篇文章被转载和引用。二是选题策
划紧扣年度热点。将理论研究的重点立足
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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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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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全新专题关注江苏
省经济、社会发展热点。江苏省处于“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
“交汇点”的特殊战略地位，宣传江苏发
展新战略，汇聚江苏发展智慧，为改革鼓
与呼。梳理风险点防控，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自觉按照学校党委和学校纪委的要求，
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若干准则》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
廉建设的意见》的学习宣传，两社领导和
学校党委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两
社在党总支领导下，在２０１６年梳理风险点
排查的基础上，２０１７年继续梳理风险点，
召开专题会议，就二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
任进行工作会商，制定党总支廉政主体责
任清单，就梳理出的风险点进行制度建设。
党总支及时将学校和上级党委公布的各种
典型案例在党总支和支部大会上进行宣传，
举一反三，教育和提醒党员。年终工作领
导班子总结中必须述职述廉，全体党员和
员工在工作生活中监督领导班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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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学校运动
会、气排球、乒乓球等各项集体运动项目，
２０１７年乒乓球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除
此之外，还单独组织了多项群众健身体育
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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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１２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 ６ １２０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７７５
ＣＮ ３２１６６８ ／ Ｎ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９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２００ × ６ ８１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６６０４
ＣＮ ３２１６５５ ／ Ｃ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１９９１０７ 双月 Ａ４ １０００ × ６ １２８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７７８３
ＣＮ ３２１６６９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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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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１９８２１１ 单月 Ａ４ ３０００ × １２ １６５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８５３０
ＣＮ ３２１８１４ ／ ＴＨ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０７０１ 双月 Ａ４ ２０００ × ６ １０２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８３８１
ＣＮ ３２１７７４ ／ Ｇ４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１９９３０３ 双月 Ａ４ １５００ × ６ １１０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９３５４
ＣＮ ３２１８５７ ／ Ｒ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杂志社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部门）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
团队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期刊一
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第六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华东地区期刊学会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第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
站奖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编辑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团队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徐云峰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主编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优秀期刊”一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多点源滴灌条件下
土壤水分运移
模拟试验研究》

第一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遴
选计划农林集群优秀论文 中国农学会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
期刊（２０１４版）

人大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
价研究中心、书报资料
中心

２０１７年３月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扩展版）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心 ２０１７年１月

《高校教育管理》 第六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评审委
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马双双 镇江市宣传文化系统第二期
“五个一批”人才（出版） 镇江市委宣传部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精品科技期刊项
目Ⅱ类资助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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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部门）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刘星星 优秀青年编辑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刘星星论文 优秀论著优秀奖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优秀论著优秀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实用心电学杂志》 第四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
网站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顾艳 第九届江苏科技期刊“金马奖”
评选荣获“编辑新锐奖”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２０１７年

顾艳 第九届江苏期刊编辑技能大赛
金奖 江苏省期刊协会 ２０１７年

赵俊杰 优秀工会工作者 江苏大学工会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撰稿人：赵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