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高〔2013〕15 号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3 年高等学校 
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启动“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

项建设工作的通知》（苏教高〔2013〕4 号）精神，在学校推荐

基础上，经组织专家评审、结果公示、我厅审定，共确定立项建

设的重点教材 276 部，现予公布（详见附件 1），并将有关立项

建设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次立项的修订教材须在 2015 年 7 月 1 日前实现再版

（以下统称为出版），新编教材须在 2014 年 7月 1 日前实现出版，

逾期没有出版的教材取消立项建设资格。立项建设教材在定稿 
 







1
中国刑法基本原理（第三版）
中国刑法罪刑适用（第三版）

苏州大学 李晓明 本科 2010年8月第3版
ISBN 978-7-5118-1038-0
ISBN 978-7-5118-1037-0

法律出版社

2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第二版） 江南大学 朱同丹 本科 2009年5月第2版 ISBN 978-7-04-02735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四版） 南京大学 风笑天 本科 2009年6月第4版 ISBN 978-7-5609-3332-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 电子商务与企业管理（第2版） 南京邮电大学 姚国章 本科 2009年5月第2版 ISBN 978-7-301-15058-0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财务管理学 徐州工程学院 上官敬芝 本科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4-03000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6 创业基础 江苏大学 梅强 本科 2012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02-3056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7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第二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陶应虎 本科 2010年6月第2版 ISBN 978-7-302-2290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8 管理会计：理论·模型·案例 南京理工大学 温素彬 本科 2008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11-2596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9 管理学原理 淮海工学院 吴价宝 本科 2011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1713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会计英语(第二版) 金陵科技学院 葛军 本科 2011年6月第2版 ISBN 978-7-03-031667-7 科学出版社

11 企业管理 南京工程学院 刘秋华 本科 2009年8月第1版 ISBN 978-7-81122-744-4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2 企业战略管理 南京工业大学 赵顺龙 本科 2008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096-0347-5 经济管理出版社

13 市场营销学 南京师范大学 李晏墅 本科 2008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24992-7 高等教育出版社

14 资产评估学基础（第二版） 南京财经大学
周友梅
胡晓明

本科 2010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642-0817-2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5 公共行政学（第二版） 南京大学 张康之 本科 2010年10月第2版 ISBN 978-7-5058-978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16 行政管理学 南京农业大学 于水 本科 200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09-11894-2 中国农业出版社

17 政府审计学 南京审计学院 尹平 本科 2008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095-0434-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修订教材）

注：根据教材所属专业分类名称排序。同一二级类按教材音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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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程项目管理（第三版） 东南大学 成虎 本科 2009年9月第3版 ISBN 978-7-112-11101-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
管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与应用
（第2版）

常熟理工学院 常晋义 本科 2009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2554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 运筹学（第二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耀国 本科 2012年2月第2版 ISBN 978-7-03-033475-6 科学出版社

21 医学信息检索教程（第2版） 南通大学
董建成
蒋葵

本科 2009年2月第2版 ISBN 978-7-5641-1542-5 东南大学出版社

22 财政学 金陵科技学院 盖锐 本科 2007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038-4965-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版) 苏州大学 夏永祥 本科 2010年7月第3版 ISBN 978-7-04-03047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 西方经济学原理 江南大学 丁卫国 本科 2008年6月第2版 ISBN 978-7-5432-1462-0 格致出版社

25 国际贸易学（第四版） 南京大学
张二震
马野青

本科 2009年7月第4版 ISBN 978-7-305-06241-4 南京大学出版社

26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课件制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孙汉群
高荣国
魏玉梅

本科 2008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630-2464-3 河海大学出版社

27 家庭教育学 南京师范大学 缪建东 本科 2009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26694-8 高等教育出版社

28 军事理论教程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胡金波 本科 2012年8月第3版 ISBN 978-7-305-07016-7 南京大学出版社

29 现代教育学基础 南京师范大学 冯建军 本科 2007年10月第3版 ISBN 978-7-81047-907-3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0 现代课程理论与课程开发实践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顾书明 本科 2008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1-007585-3 人民出版社

31 学校教育发展 南通大学 丁锦宏 本科 2009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4-028442-3 高等教育出版社

32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 江苏师范大学 魏本亚 本科 2008年5月第1版 ISBN 978-7-04-02384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33 体育竞赛组织与管理 南京体育学院
史国生
邹国忠

本科 2008年6月第1版 ISBN 978-7-81101-752-6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运动康复生物力学 南京体育学院 钱竞光 本科 2008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009-3472-1 人民体育出版社

35 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 南京师范大学 傅宏 本科 2007年9月第1版 ISBN 978-7-81101-567-6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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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学英语快速阅读1-4 南京林业大学 肖飞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87-7-5600-8517-3
ISBN 987-7-5600-8518-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7 新编国际金融英语教程 南京晓庄学院 顾维勇 本科 2010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121-0421-1 清华大学出版社

38 英国文学选读（第三版） 南京大学 王守仁 本科 2011年6月第3版 ISBN 978-7-04-032334-4 高等教育出版社

39 宋词欣赏教程 徐州工程学院 张仲谋 本科 2007年3月第1版 ISBN 978-7-305-05017-6 南京大学出版社

40 文学理论 扬州大学 姚文放 本科 2007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343-8196-6 江苏教育出版社

41 语言能力训练——口语篇 江苏师范大学 杨亦鸣 本科 2012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384-9 高等教育出版社

42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上、下) 苏州大学
朱栋霖
朱晓进

本科 2007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1-11204-5
ISBN 978-7-301-11203-8

北京大学出版社

43 影视艺术摄像实验教程 南京晓庄学院 吴鑫 本科 2011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651-0580-7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4 服装工业制版 苏州大学 李正 本科 2008年5月第1版 ISBN 978-7-81111-377-8 东华大学出版社

45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材 南京师范大学 屠曙光 本科 2009年3月第1版
ISBN 978-7-81101-825-7
ISBN 978-7-81101-822-6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6 中国艺术设计史 南京艺术学院 夏燕靖 本科 2009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322-5618-1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47 动画造型基础教程（修订版） 金陵科技学院 袁晓黎 本科 2010年6月第2版 ISBN 978-7-305-04838-8 南京大学出版社

48 中外电影名片导读 南京艺术学院 钱态 本科 2008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06-02952-4 中国电影出版社

49 西方文化通览 南京大学 徐新 本科 2007年7月第2版 ISBN 978-7-301-0529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50 动植物检验检疫学 南京财经大学 鞠兴荣 本科 2008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019-6363-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1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第二版） 江苏大学 赵杰文 本科 2008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019-6173-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2 分子生物学 南京大学 杨荣武 本科 200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5-04321-5 南京大学出版社

53 家畜环境卫生学（第4版） 南京农业大学
颜培实
李如治

本科 2011年6月第4版 ISBN 978-7-04-03172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54 饲料学（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王恬
王成章

本科 2011年10月第2版 ISBN 978-7-109-15977-8 中国农业出版社

55 园林树木栽培学 南京林业大学 祝遵凌 本科 2007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641-0689-8 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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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农业植物病理学（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陈利锋 本科 2011年3月第3版 ISBN 978-7-109-11372-5 中国农业出版社

57 种子学 南京农业大学 张红生  本科 2010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3-027890-6 科学出版社

58 流行病学（第三版） 徐州医学院
陆召军
庄勋

本科 2008年1月第3版 ISBN 978-7-5641-1101-4 东南大学出版社

59 流行病学（双语） 南京医科大学 沈洪兵 本科 2009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7-117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60 预防医学（第二版） 徐州医学院 黄水平 本科 2008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641-1100-7 东南大学出版社

61 Human Anatomy 南通大学 顾晓松 本科 2009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03-025766-6 科学出版社

62 病理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玉芳 本科 2012年8月第3版 ISBN 978-7-5132-096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63 机能实验学（第3版） 南京医科大学 高兴亚 本科 2010年9月第3版 ISBN 978-7-03-028709-0 科学出版社

64 疫苗工程学 东南大学 窦骏 本科 2007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641-0969-1 东南大学出版社

65 组织学与胚胎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王晓冬 本科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03-029457-9 科学出版社

66 康复医学（第2版） 南京医科大学 励建安 本科 2008年7月第2版 ISBN 978-7-03-022241-1 科学出版社

67 生药学（第二版） 中国药科大学 李萍 本科 2010年9月第2版 ISBN 978-7-5067-436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68 中国药事法理论与实务 中国药科大学 邵蓉 本科 2010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067-435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69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南通大学 王惠民 本科 2012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4-03551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70 药用植物资源学 南京农业大学 郭巧生 本科 200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2139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71 中医外科学·案例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潘立群
崔学教

本科 2007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3-019159-5 科学出版社

72 供配电工程 扬州大学 莫岳平  本科 2011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1-32884-1 机械工业出版社

73 交直流调速系统与MATLAB仿真 淮海工学院 周渊深 本科 2007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083-7395-9 中国电力出版社

74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第二版） 南京理工大学
王建宇
侯晓霞
戴跃伟

本科 2007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025-986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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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电路与电子技术（电工学Ⅰ）
电工电子应用技术（电工学Ⅱ）

江苏大学 朱伟兴 本科 2008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4-023945-4
ISBN 978-7-04-023946-1

高等教育出版社

76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第2版） 南京理工大学
寇戈
蒋立平

本科 2008年7月第2版 ISBN 978-7-121-06390-9 电子工业出版社

77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友仁 本科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1-30707-5 机械工业出版社

78 数字图像处理（第2版） 扬州大学 胡学龙 本科 2011年4月第2版 ISBN 978-7-121-13115-8 电子工业出版社

79 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实现 中国矿业大学 王艳芬 本科 2008年3月第1版 ISBN 978-7-302-1686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80 微处理器及接口技术 苏州科技学院 肖金球 本科 2011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02-2639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81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南京邮电大学 孙力娟 本科 200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2-1419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82 信号与系统 江南大学 于凤芹 本科 2008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21-0553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83 信号与线性系统（第5版） 东南大学 孟桥 本科 2011年6月第5版 ISBN 978-7-04-03097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84 C++程序设计教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皮德常 本科 2009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11-26247-3 机械工业出版社

85 Delphi程序设计教程（第二版） 常州大学 杨长春 本科 2008年1月第2版 ISBN 978-7-302-1624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86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 南京邮电大学 杨庚 本科 2009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2-20002-4 清华大学出版社

87 数据库基础教程(SQL Server平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顾韵华
李含光

本科 2009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21-10140-3 电子工业出版社

88 网络工程教程 徐州工程学院 鲍蓉 本科 2008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083-6377-6 中国电力出版社

89 新编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 中国矿业大学 张艳 本科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302-2394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90
微型计算机基本原理与接口技术（第
二版）

江苏科技大学 陈红卫 本科 2009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3-011038-1 科学出版社

91 自动控制原理 江南大学
潘丰
徐颖秦

本科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1-31071-6 机械工业出版社

92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 韦玉春 本科 2007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3-020130-0 科学出版社

93 概率论简明教程 江苏师范大学 戴朝寿 本科 2008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4-023584-5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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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高等数学（第二版） 常州大学 吴建成 本科 2008年6月第2版 ISBN 978-7-04-02387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95 高等数学（上、下） 扬州大学 刘金林 本科
2009年5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1-26766-9
ISBN 978-7-111-2890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96 经济数学基础教程——微积分 南京财经大学 张从军 本科 2009年7月第2版 ISBN 978-7-309-06772-4 复旦大学出版社

97 线性代数 东南大学 陈建龙 本科 200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3-018452-8 科学出版社

98 新编数学教学论 淮阴师范学院 周友士 本科 2008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1-007034-6 人民出版社

99 统计学（第二版） 南京财经大学 管于华 本科 2009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2491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0 大学物理（上、下） 南京工程学院 刘扬正 本科 2011年1月第1版 ISBN 978-7-03-029964-2 科学出版社

101 大学物理实验 苏州科技学院
吴泉英
姚庆香
朱爱敏

本科 2012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3434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2 文化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施大宁 本科 2011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4-03167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与管理（第二
版）

南京工业大学 蒋军成 本科 2009年7月第2版 ISBN 978-7-122-0568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4 高分子材料加工助剂 盐城工学院 方海林 本科 2007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22-00012-5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5 航空航天概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昂海松
童明波
余雄庆

本科 2008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3-021776-9 科学出版社

106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第二版） 常州大学 马江权 本科 2011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114-0698-9 中国石化出版社

107 化学工艺学 南京工业大学 刘晓勤 本科 2010年4月第1版 ISBN 978-7-122-0756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8 煤化学（第二版） 中国矿业大学 张双全 本科 2009年8月第2版 ISBN 978-7-81070-816-6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09 制药工程学（第二版） 中国药科大学 王志祥 本科 2008年3月第2版 ISBN 978-7-122-01946-2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0 报废汽车绿色拆解与再制造工程 江苏理工学院 贝绍轶 本科 2012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22-13139-3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1 工程测试技术（第二版） 南京理工大学
孔德仁
朱蕴璞
狄长安

本科 2009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3-022672-3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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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机械工程材料（第2版） 南京工程学院 王章忠 本科 2007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11-08796-0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3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 江苏大学
马履中
谢俊
尹小琴

本科 2009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1-24036-5
ISBN 978-7-111-26112-4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4 机械制图（第二版） 淮阴工学院 左晓明 本科 2009年4月第2版 ISBN 978-7-04-02617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5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附习题集）
（第二版）

江苏师范大学 邢邦圣 本科 2008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22-01490-0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6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江南大学 吉卫喜 本科 2008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4-02425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7 选煤工艺设计与管理（设计篇） 中国矿业大学 匡亚莉 本科 2012年1月第3版 ISBN 978-7-81107-335-5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8 振动理论与测试技术 中国矿业大学 殷祥超 本科 200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81107-692-9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9 汽车拖拉机学实验指导 南京农业大学 鲁植雄 本科 2009年2月第1版 ISBN 978-7-109-13299-3 中国农业出版社

120 水电站（第4版） 河海大学
胡明
刘启钊

本科 2010年8月第4版 ISBN 978-7-5084-7832-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21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第4版） 河海大学 汪基伟 本科 2009年8月第4版 ISBN 978-7-5084-6768-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22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河海大学 董增川 本科 2008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084-4206-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23 钢结构（第三版） 河海大学
曹平周
朱召泉

本科 2008年2月第3版 ISBN 978-7-5083-6698-2 中国电力出版社

124 钢结构原理与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董军
曹平周

本科 2008年4月第1版 ISBN 978-7-112-09835-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25 工程地质（第4版） 南京工业大学
孙家齐
陈新民

本科 2011年12月第4版 ISBN 978-7-5629-3635-0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26 路基路面工程（第2版） 东南大学 黄晓明 本科 2011年6月第2版 ISBN 978-7-5641-2626-1 东南大学出版社

127 土木工程概论（第二版） 江苏科技大学 王林 本科 2010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609-4437-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8 设计材料与加工工艺（第二版） 南京理工大学 张锡 本科 2012年9月第2版 ISBN 978-7-122-0934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129
气象学（第二版）
气象学实习指导（第二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包云轩
樊多琦

本科 2007年8月第2版
ISBN 978-7-109-11878-2
ISBN 978-7-109-11896-6

中国农业出版社

130 数值天气预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沈桐立 本科 2010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029-5148-1 气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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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天气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寿绍文 本科 2009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029-4636-4 气象出版社

132 分析化学（上、下册）（第三版） 中国药科大学 胡育筑 本科 2011年6月第3版
ISBN 978-7-03-032245-6
ISBN 978-7-03-032247-0

科学出版社

133 基础化学（第2版） 南京医科大学 祁嘉义 本科 2007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22088-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4 无机化学（第2版） 江苏大学 谢吉民 本科 2008年7月第2版 ISBN 978-7-117-103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135 有机化学（第7版） 中国药科大学 陆涛 本科 2011年7月第7版 ISBN 978-7-117-143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136 财务管理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远录 高职高专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15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7 企业经济业务核算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程淮中 高职高专 2010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095-1894-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38 经济学基础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福明 高职高专 2011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153-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9 人力资源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惠琴 高职高专 2009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017-9276-4 中国经济出版社

140 现代物流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钱廷仙 高职高专 2009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4-026192-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41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军 高职高专 2009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3-024783-4 科学出版社

142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第四版）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汉文 高职高专 2012年9月第4版 ISBN 978-7-5654-0977-6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43 营销策划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许建民 高职高专 2012年5月第1版 ISBN 978-7-301-20608-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4 餐饮管理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匡家庆 高职高专 2010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37-1975-4 旅游教育出版社

145 餐饮服务与管理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王志民 高职高专 200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41-0755-0 东南大学出版社

146 旅游学概论（第二版）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胜 高职高专 2009年7月第2版 ISBN 978-7-04-02666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14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教学案例解析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觐 高职高专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646-0574-2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48 高职生健全人格心理健康教育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朱爱胜 高职高专 2008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23740-5 高等教育出版社

149 人文素质教育读本 南通职业大学
黄奕
丰坤武

高职高专 2009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5-06425-8 南京大学出版社

150 人文素质与社会生活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马斌 高职高专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5-07239-0 南京大学出版社

8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序号 出版社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151 学前儿童游戏（第二版） 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杨枫 高职高专 2012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04-03652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2 应用高等数学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沈跃云
马怀远

高职高专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4-02961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3 高职体育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
究会

梁培根 高职高专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30-2833-7 河海大学出版社

154 大学语文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徐建新 高职高专 2010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13-06836-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55 纺织服装英语函电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张耘 高职高专 2008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064-4806-2 中国纺织出版社

156
灵通高职高专英语系列教材（《读写
译教程（1-3）》、《听说教程（1-
3）》、《综合拓展教程（1-3）》）

江苏省高校专科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委员会

编写组 高职高专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2版
2007年8月第2版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2版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447-0082-5
ISBN 978-7-5447-0343-7
ISBN 978-7-5447-0341-3
ISBN 978-7-5447-0090-0
ISBN 978-7-5447-0344-4
ISBN 978-7-5447-0342-0
ISBN 978-7-5447-0330-7
ISBN 978-7-5447-0091-7
ISBN 978-7-5447-0093-1

译林出版社

157 普通话训练教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牟晓明
杨静

高职高专 2007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630-2356-1 河海大学出版社

158 职场英语写作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陈丽萍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8-07923-4 国防工业出版社

159 三维建模项目教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耿强 高职高专 2012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4-03404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160 异想天开——图形创意之道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汪维山 高职高专 2007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344-2428-1 江苏美术出版社

161 风力发电机组装配与调试 紫琅职业技术学院
卢为平
卢卫萍

高职高专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1146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162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第三版）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宋奇吼 高职高专 2012年7月第3版 ISBN 978-7-113-14601-6 中国铁道出版社

163 港口机械液压与液力传动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王剑华
余会荣

高职高专 2008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4-06993-2 人民交通出版社

164 汽车文化（第二版）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屠卫星 高职高专 2010年11月第2版 ISBN 978-7-114-08720-2 人民交通出版社

165 计算机辅助船体三维结构设计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刘桂香 高职高专 2010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4-08190-3 人民交通出版社

166 建筑施工组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肖凯成
王平

高职高专 2009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22-0559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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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水泵与水泵站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刘家春 高职高专 2008年5月第1版 ISBN 978-7-112-09867-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68 基础工程施工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玮
孙武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2-12428-2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69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苏州市职业大学
陶亦亦
吴倩

高职高专 2010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02-2365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170
使用SolidWorks软件的机械产品数字
化设计项目教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罗广思
潘安霞

高职高专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92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1 UG NX CAD应用案例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皋莲
吴少华

高职高专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1-31213-0 机械工业出版社

172 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编制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兆宏 高职高专 2010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3034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3 工程材料与热加工 扬州市职业大学 游文明 高职高专 2007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22129-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4 机床夹具设计 南通职业大学 陈旭东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2-2321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175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柳青松 高职高专 2011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22-1222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176 机械制图与零部件测绘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华红芳
孙燕华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1-17267-0 电子工业出版社

177 机械制造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大华
孙金海

高职高专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81125-860-8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78 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张宁菊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1-31464-6 机械工业出版社

179 数控加工工艺项目化教程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金平
冯利

高职高专 2012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611-7352-7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80 机械设计基础 南通职业大学 李业农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30290-5 高等教育出版社

181 汽车发动机检修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孙海波 高职高专 2009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5-2078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182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玉柱 高职高专 2009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024-5006-9 冶金工业出版社

183 汽车检测与诊断（第二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丁继斌 高职高专 2009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611-3491-7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84 传感器检测与应用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斌 高职高专 2012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8-08282-1 国防工业出版社

185 电路与电子技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玉凤 高职高专 2010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11-5612-4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86 现场总线技术及其应用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郭琼 高职高专 2011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11-33108-7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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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SMT制程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朝林 高职高专 2009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18-2671-3 天津大学出版社

188 电路基础（第2版）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青萍
沈凯

高职高专 2010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640-1127-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89 电子测量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宝明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549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0 电子产品结构工艺（第2版）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钟名湖 高职高专 2010年7月第2版 ISBN 978-7-04-02978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1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教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秋 高职高专 2012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5-10236-3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2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史小波
曹艳

高职高专 2007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21-0497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3 C#可视化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刘培林 高职高专 2009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11-2686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4 Flash动画实战教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莉 高职高专 2009年5月第1版 ISBN 978-7-04-02558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 IT项目开发与管理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宝莉 高职高专 2012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11-3462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6 Linux系统与网络管理（第二版）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姜大庆 高职高专 2012年5月第2版 ISBN 978-7-113-1443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197 SQL Server2005开发与管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梅 高职高专 2010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611-5225-6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
程序设计基础教程（C语言与数据结
构）（第二版）

南通职业大学
许秀林
董杨琴

高职高专 2009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083-9179-3 中国电力出版社

199 动态Web开发技术—ASP.NET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王学卿 高职高专 2009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13-10669-0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训教程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芷
刘永胜

高职高专 2012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3630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项目化教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彬 高职高专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22-09879-5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 网络设备配置项目化教程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许军
鲁志萍

高职高专 2012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2-2855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3 新编计算机应用教程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潘永惠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01-6466-3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4 园林工程预决算（第2版）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顺 高职高专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3648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5 园林苗木生产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尤伟忠 高职高专 2009年3月第1版 ISBN 978-7-81137-214-4 苏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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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水产动物疾病防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权
朱光来
黄爱军

高职高专 2012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55-0593-5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7 动物药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赵明珍 高职高专 2009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09-14198-8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8 化学分析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张龙 高职高专 2009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09-13897-1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9 品牌服装产品策划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施静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14890-2 化学工业出版社

210 肉制品生产技术 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高翔 高职高专 2010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019-7564-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1 食品理化检测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刘靖 高职高专 2012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09-17038-4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2

化工单元操作与控制（第1分册、流
体输送与非均相分离技术；第2分册
、传热应用技术；第3分册、传质分
离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薛叙明
刘承先
潘文群

高职高专 2008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02860-0
ISBN 978-7-122-02859-4
ISBN 978-7-122-0285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213 现代化工计算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徐建良 高职高专 2009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06359-5 化学工业出版社

214 药物合成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钱清华
张萍

高职高专 2008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0350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215 健康评估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蔡小红
闻彩芬

高职高专 2011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499-0401-3 江苏教育出版社

216 药物制剂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于广华 高职高专 2012年4月第1版 ISBN 978-7-122-1331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217 临床基础检验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褚静英  高职高专 2011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81130-237-0 江苏大学出版社

218 运动治疗技术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章稼 高职高专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7-129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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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学 东南大学 刘艳红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投资项目分析实训教程 南京财经大学 奚国泉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小企业会计 盐城工学院 卢新国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Real Estate Appraisal不动产估价 中国矿业大学 张绍良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5 审计学基础 南京审计学院 王会金 本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 中国农业政策案例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 朱晶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7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南京大学 李心丹 本科 人民大学出版社

8 基于“标准”的教育见习与实习 江苏师范大学 段作章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信息化教学技术与方法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
研究会

张一春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心理学实验的理论与实践 盐城师范学院 戴斌荣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1 张謇研究精讲 南通大学 王敦琴 本科 苏州大学出版社

12
大学博雅英语系列教程（学科英语系
列）

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

张杰
辛斌
田朝霞

本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力量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4 中学教材中文学作品的解读及方法 江苏师范大学 张卫中 本科 江苏教育出版社

15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美术学专业示范教
材

南京师范大学
曹意强
尹少淳
刘赦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6 篆刻临摹丛谱 南京艺术学院 金丹 本科 江苏教育出版社

17 生物化学实验 南京林业大学 何开跃 本科 科学出版社

18 兽医外科及外科手术学 扬州大学 李建基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 农药生物测定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沈晋良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 生化药物 中国药科大学 姚文兵 本科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1 医学检验实验系列教程 江苏大学 邵启祥 本科 江苏大学出版社

22 温病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健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3 计算机问题求解系列教材 南京大学 陈道蓄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4
江苏省普通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配套
教材

江苏省普通高校计算机等
级考试指导委员会

编写组
本科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号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单位

2013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新编教材）

注：根据教材所属专业分类名称排序。同一二级类按教材音序排序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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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动化概论 南京工业大学 张广明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6 电工电子实践基础 东南大学 胡仁杰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7 移动多媒体广播与测量技术 南京邮电大学 卢官明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8 现代仪器分析与实验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 孙东平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9 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 苏州科技学院 王筱梅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30 环境监测实验与实训 盐城工学院 严金龙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31 现代机械工程制图 江苏大学
戴立玲
袁浩
黄娟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2 建筑设计基础 南京大学 丁沃沃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3 结构力学 宿迁学院
王振波
乔燕

本科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34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淮海工学院 邵理堂 本科 江苏大学出版社

35 土木工程材料 河海大学 蒋林华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6 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江苏大学
刘荣桂
曹大富
陆春华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7 气候统计原理与方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志红 本科 气象出版社

38

21世纪高等院校化学教学改革系列教
材（《无机化学（上、下）》、《简
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上、
下）》、《简明有机化学》、《物理
化学（上、下）》、《简明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仪器分析》、
《化工原理（上、下）》、《简明化
工原理》、《大学化学》、《无机及
分析化学》、《普通化学》、《简明
生物化学》、《高分子导论》、《化
学与社会》、《化学教学导论》、《
化工导论》）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孙尔康
姚天扬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39 餐饮服务与管理实务 扬州市职业大学 胡章鸿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40 幼儿园音乐教育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谈亦文 高职高专 人民教育出版社

41
行知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听说
教程）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

杨治中
王海啸
李霄翔

高职高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2 家用纺织品设计与工艺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小红 高职高专 中国纺织出版社

43 农用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卢华
任萍丽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



序号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单位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
姓名

44 使用AutoCAD软件的工程绘图项目教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潘安霞
付春梅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45 汽车底盘拆装与调整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游专 高职高专 江苏大学出版社

46 建筑工程力学 沙洲职业工学院 陈在铁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47 陶瓷烧成技术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陆小荣 高职高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48 船舶甲板机械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立军
王涛

高职高专 人民交通出版社

49 模具零件电加工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甘辉
葛伟杰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50 路面施工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罗云军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51 太阳能风能电站远程监控技术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孙兵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52 C语言程序设计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刚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53 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汤昕怡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54 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邢军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55 植物与植物生理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广慧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56 物联网应用开发 苏州市职业大学
李金祥
方立刚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57 光伏发电工程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新生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58 护理岗位能力综合实训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夏立平 高职高专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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