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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高﹝2015﹞18 号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年 
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 
和第二批出版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5 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

设工作的通知》（苏教高函〔2015〕11 号）要求，在学校推荐基

础上，经组织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省教育厅审定，共确定 2015

年立项建设的重点教材 305 部（详见附件 1），现予公布。 

根据省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要求，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

或委托学校组织专家，对申请出版（包括新编教材的出版和修订

教材的再版，以下统称为出版）的 2013 年、2014 年立项建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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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各市教育局。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30 日印发 



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第2版·英中对照）

南京大学 张亮 本科 2010年9月第1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11314-9

2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论（第三
版）

南京师范大学 顾荣芳 本科 2009年5月第1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43-9077-7

3 创业基础 江苏师范大学
王本贤
崔成前

本科 2014年1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2877-6

4 教师口语教程 南京晓庄学院 程培元 本科 2010年8月第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0023-9

5 学前教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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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东 本科 2009年3月第1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43-9073-9

6 球类运动-篮球（第二版） 苏州大学 王家宏 本科 2009年6月第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7519-3

7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 南通大学 常生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4-1122-0

8 语文教学技能全程训练新编 扬州大学 徐林祥 本科 2009年9月第1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43-9391-4

9 中国文化概论 淮阴师范学院 许芳红 本科 2009年8月第1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83-5300-6

10 英语文学阅读与欣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石云龙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0032-1

11 中华文明与地方文化英文导读 苏州大学
顾卫星
叶建敏

本科 2009年11月第1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7-380-6

12 简明大学英语写作教程（第2
版）

江苏师范大学 邹惠玲 本科 2012年4月第2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0-5726-8

13 新课程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4
册）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吴英丽 本科 2014年1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2566-9
ISBN978-7-305-12574-4

14 英语教学技能设计：指导与训
练

盐城师范学院 李箭 本科 2012年12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0973-7

15 管理心理学 江苏理工学院 冉苒 本科 2010年3月第1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26900-3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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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排序。同一二级类按高校类别排序。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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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16 动画场景基础教程（修订版） 金陵科技学院 袁晓黎 本科 2010年6月第2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4839-5

17 手工染艺技法 江南大学 张毅 本科 2009年12月第1版 东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11-649-6

18 空间 南京艺术学院 詹和平 本科 2011年12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87-7-5641-3167-8

19 装饰艺术设计 南通大学 陆晓云 本科 2011年1月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8354-0

20 技术经济学（第2版） 南京工程学院 刘秋华 本科 2009年11月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28655-4

21 中央银行学 南京财经大学 毛泽盛 本科 2009年6月第1版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7901-1

22 信用管理学 江苏大学 谭中明 本科 2012年2月第1版 江苏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0-306-3

23 国际贸易学 南京财经大学 张为付 本科 2012年1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9027-1

24 医事法学（第4版） 南京医科大学 姜柏生 本科 2014年2月第4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2912-5

25 法务会计学 南京审计学院
齐兴利
王艳丽

本科 2011年12月第1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ISBN978-7-5095-3351-2

26 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赵阳 本科 2012年4月第1版 中山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6-04111-1

27 诗意德育 南京师范大学 孙迎光 本科 2011年5月第1版 上海三联书店 ISBN987-7-5426-3547-1

28 工程管理概论（第二版） 东南大学 成虎 本科 2011年1月第2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2-12211-0

29 项目管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卓 本科 2009年12月第2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25962-2

30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 常州大学
陈奎庆
丁恒龙

本科 2014年8月第1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41541-7

31 工程经济学 常州工学院 郭献芳 本科 2012年1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5982-1

32 创新创业战略规划实训教程 南京财经大学 奚国泉 本科 2012年3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8538-0

33 管理信息系统 扬州大学 李开荣 本科 2011年2月第1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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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34 管理学 扬州大学 陈耀 本科 2014年8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40163-9

35 电信运营管理 南京邮电大学 彭英 本科 2009年9月第1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20060-0

36 生产运作管理（第二版） 淮海工学院 陈国华 本科 2010年8月第2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4827-2

37 舞弊审计学 南京审计学院 李华 本科 2013年8月第1版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ISBN978-7-5119-1652-5

38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巩维才
唐飞

本科 2012年1月第1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6-1375-4

39 市场营销学 淮阴师范学院 杨剑英 本科 2010年10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7657-2

40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第2版） 盐城工学院 张思强 本科 2012年4月第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0407-8

41 市场营销学 徐州工程学院 马慧敏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1056-7

42 会计学基础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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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正海 本科 2013年2月第2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04-0994-1

43 土地利用管理（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欧名豪 本科 2011年6月第2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5673-9

44 医疗保险学（第2版） 江苏大学 周绿林 本科 2013年1月第2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6365-7

45 土地经济学（第三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曲福田 本科 2011年6月第3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5751-4

46 医药信息检索与利用（第2版） 南京医科大学 周晓政 本科 2012年10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3691-8

47 电子商务概论 扬州大学 高功步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4821-4

48 表面活性剂、胶体与界面化学
基础

江南大学 崔正刚 本科 2013年1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5855-0

49 新编大学化学实验（上、下
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桂枝
陈敏东

本科
2009年9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版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11-0024-5
ISBN978-7-5111-0762-6

50 全球变化科学导论（第三版） 南京大学 朱诚 本科 2012年11月第3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5858-5

51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实验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 韦玉春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1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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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52 中尺度气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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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绍文 本科 2009年2月第2版 气象出版社 ISBN978-7-5029-4693-7

53 天然产物化学（第二版） 江南大学 刘湘 本科 2010年1月第2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07008-1

54 油料科学原理 江南大学 王兴国 本科 2011年2月第1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019-7920-2

55 食品包装学（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章建浩 本科 2009年3月第3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3745-5

56 化工生产安全技术 常州大学
陈海群
陈群

王凯全
本科 2012年1月第1版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978-7-5114-1284-3

57 应用生物化学/应用生物化学实
验

淮阴工学院 张恒 本科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6-1751-6
ISBN978-7-5641-4569-9

58 作物栽培学总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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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卫星 本科 2011年6月第2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1196-2

59 土壤调查与制图（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潘剑君 本科 2010年5月第3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4388-3

60 风景名胜区规划 南京林业大学 唐晓岚 本科 2012年10月第1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3780-9

61 园林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 赵兵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2673-5

62 动物生理学（第五版） 南京农业大学 赵茹茜 本科 2011年7月第5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5809-2

63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第3版）

苏州大学

吴士良
魏文祥
何凤田
周泉生

本科 2014年6月第3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41167-9

64 系统解剖学（第2版） 南通大学 顾晓松 本科 2012年2月第2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3435-0

65 流行病学（第8版） 南京医科大学
沈洪兵
齐秀英

本科 2013年3月第8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978-7-117-17072-7

66 医学研究的数据管理与分析
（第2版）

南京医科大学 喻荣彬 本科 2009年2月第2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978-7-117-11169-0

67 中医诊断学（第2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吴承玉 本科 2011年8月第2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478-0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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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68 药物分析（第7版） 中国药科大学 杭太俊 本科 2011年8月第7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978-7-117-14404-9

69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第4
版）

中国药科大学 刘建平 本科 2011年8月第4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978-7-117-14401-8

70 线性代数 扬州大学 陈建华 本科 2011年5月第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2565-9

71 高等数学（上、下） 南京工业大学 施庆生 本科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7233-8
ISBN978-7-04-027490-5

72 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 南通大学
林道荣
秦志林
周伟光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1815-2

73 线性代数（第二版） 淮海工学院 董晓波 本科 2010年8月第2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6386-2

74 线性代数 苏州科技学院
吴健荣
谷建胜

本科 2009年7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7257-4

7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 常州工学院 刘坤 本科 2011年12月第2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5703-8

76 电机学（第二版） 东南大学 胡敏强 本科 2009年7月第2版 中国电力出版社 ISBN978-7-5083-8499-3

77 电机学 河海大学 马宏忠 本科 2009年1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4933-0

78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验 中国矿业大学
王香婷
刘涛

本科 2009年3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6141-7

79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中国矿业大学 袁小平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9166-1

8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盐城工学院 张兰红 本科 2012年7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8483-0

81
电路与电子线路基础（电路部
分）、电路与电子线路基础
（电子线路部分)

东南大学

王志功
沈永朝
赵鑫泰
徐建

本科
2012年1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2503-4
ISBN978-7-04-037024-9

82 应用光学与光学设计基础（第
二版）

南京理工大学
迟泽英
陈文建

本科 2013年8月第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7549-7

83 随机过程与控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郭业才 本科 2013年8月第1版 气象出版社 ISBN987-7-5029-5751-3

84 电路分析基础（第4版） 南京邮电大学 刘陈 本科 2015年1月第4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38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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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版次 标准书号 出版社

85 数字音频原理及应用（第2版） 南京邮电大学 卢官明 本科 2012年8月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8892-0

86 电路PSpice仿真实训教程 南通大学 孙玲 本科 2013年5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7160-4

87 模拟电路及其应用（第2版） 常州大学 储开斌 本科 2013年2月第2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30765-5

88 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淮阴师范学院

俞阿龙
李正

孙红兵
孙华军

本科 2010年2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6750-1

89 现代控制工程基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春生
吴庆宪

本科 2011年7月第1版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1896-1

90 过程控制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 郭一楠 本科 2009年2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87-7-111-25042-5

91 现代控制理论 江苏科技大学
朱志宇
李道根

本科 2009年3月第1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03-2811-9

92 楼宇自动化 江苏大学 傅海军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4342-4

93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序控制器应
用技术（第2版）

南京工程学院 郁汉琪 本科 2009年9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1844-0

94 软件测试的概念与方法 南京大学 聂长海 本科 2013年5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31646-6

95 网络安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兵 本科 2012年7月第1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8-08131-2

96 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3
版）---ARM Cortex-

苏州大学 王宜怀 本科 2013年8月第3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33366-1

97 物联网工程概论 江苏大学 王良民 本科 2011年9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6648-8

98 Visual Foxpro数据库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侯荣涛 本科 2013年6月第1版 中国电力出版社 ISBN978-7-5123-4397-9

99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江苏理工学院 黄纯国 本科 2011年6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4538-4

100 Java程序设计实用教程(第4版） 南京工程学院 叶核亚 本科 2013年11月第4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1-21733-3

101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数据库原理
及应用实验与课程设计指导

淮阴工学院
刘金岭
冯万利

本科
2009年7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19630-3
ISBN978-7-302-22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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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验与实践
教程

泰州学院 朱辉生 本科 2011年5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4355-7

103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用教程 徐州工程学院 姜代红 本科 2010年12月第1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4758-6

104 人机交互：软件工程视角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骆斌 本科 2012年12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0747-8

105 大学物理（第二版） 盐城师范学院 刘成林 本科 2014年1月第2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09268-8

106 大学物理实验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朱卫华
徐光衍

本科 2013年3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6819-2

107 工业设计基础（第2版） 东南大学

薛澄岐
裴文开
钱志峰
陈为

本科 2012年9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3766-3

108 工程制图（第2版） 南京理工大学
黄玲
邱明

吴粉祥
本科 2012年8月第2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1-17512-1

109 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叶文华
陈蔚芳

本科 2011年2月第1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03-3175-1

110 车辆工程专业导论 南京农业大学 鲁植雄 本科 2013年8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3061-2

111 电工学（Ⅰ、Ⅱ） 江苏大学 赵不贿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江苏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0-249-3
ISBN978-7-81130-252-3

112 计算机绘图 江苏师范大学 邢邦圣 本科 2010年7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9491-0

113 工程训练（第3版） 江苏师范大学
郭永环
姜银方

本科 2014年5月第3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4115-8

114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南京工程学院
柯旭贵
张荣清

本科 2012年9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8603-2

115 汽车车身结构与设计 金陵科技学院 智淑亚 本科 2014年11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7989-5

116 汽车电子电器元器件的检测与
修理

淮阴工学院
常绿

徐礼超
本科 2010年4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0237-7

117 高分子材料成形工艺学 南京理工大学 应宗荣 本科 2010年7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29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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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材料科学研究与测试方法（第2
版）

南京理工大学
朱和国
王新龙

本科 2013年8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4370-1

119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英语 金陵科技学院 郝凌云 本科 2014年7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20220-8

120 复合材料 常熟理工学院 刘万辉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03-3270-3

121 新能源材料 盐城工学院 吴其胜 本科 2012年4月第1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8-3202-7

122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盐城工学院 张长森 本科 2012年7月第1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8-3294-2

123 地下结构工程（第2版） 东南大学
穆保岗
陶津

本科 2011年12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3271-2

124 岩土工程测试技术 河海大学
沈扬

张文慧
本科 2013年1月第1版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024-6142-3

125 土木工程导论 江苏大学 刘荣桂 本科 2013年8月第1版 江苏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0-479-4

126 水文统计学 河海大学
黄振平
陈元芳

本科 2011年5月第1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ISBN978-7-5084-8579-9

127 水利工程经济学 河海大学 方国华 本科 2011年8月第1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ISBN978-7-5084-8884-4

128 测量学 南京林业大学 史玉峰 本科 2012年6月第1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ISBN978-7-5038-6627-2

129 交通管理与控制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陈峻 本科 2012年8月第1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 ISBN978-7-114-09957-1

130 武器装备概论 南京理工大学
袁军堂
张相炎

本科 2011年7月第1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8-07376-8

131 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第2版） 河海大学
张展羽
俞双恩

本科 2009年8月第2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ISBN978-7-5084-6711-5

132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 东南大学 成玉宁 本科 2010年3月第1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1841-9

133 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程指导 苏州科技学院 王勇 本科 2011年2月第1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2599-8

134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雪芬 高职高专 2009年3月第1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7-231-1

135 兽药生产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邢晓玲 高职高专 2012年12月第1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7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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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养猪与猪病防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邢军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5-0544-7

137 船舶结构与货运（原教材名《
船舶原理与积载》第二版）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范育军
王威

高职高专 2011年1月第1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33-883-6

138 化工设备及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 王磊 高职高专 2011年10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5930-2

139 化工产品合成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沈发治
高庆

高职高专 2010年9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09039-3

140 化学制药技术综合实训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郁

马彦琴
高职高专 2013年7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7837-4

141 采掘机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史俊青 高职高专 2010年10月第1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6-0783-8

142 陶瓷原料分析技术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费文媛 高职高专 2012年6月第1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019-8710-8

143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贲礼进 高职高专 2013年12月第1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 ISBN978-7-113-16723-3

144 建筑CAD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刘冬梅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05616-0

145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祁顺彬 高职高专 2012年2月第1版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067-836-0

146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南通职业大学 徐广舒 高职高专 2010年8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08612-9

147 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实训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谢岚 高职高专 2013年7月第1版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160-0489-0

148 纤维鉴别与面料分析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陶丽珍
蔡苏英

高职高专 2014年1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8872-4

149 纺织材料基础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瞿才新
张荣华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中国纺织出版社 ISBN978-7-5064-8663-7

150 肉品加工与检测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陈玉勇
赵瑞靖

高职高专 2012年12月第1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7254-8

151 食品加工原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翟玮玮 高职高专 2013年7月第1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019-7974-5

152 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贾君 高职高专 2011年1月第1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4666-2

153 药理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秦红兵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345-9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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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康复功能评定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章稼 高职高专 2009年1月第1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978-7-117-10689-4

155 金融营销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 高职高专 2013年1月第1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8-08502-0

156 公关·礼仪·谈判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韦宏 高职高专 2011年3月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6333-7

157 成本会计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沈艾林 高职高专 2013年9月第1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7680-2

158 审计原理与实务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印永龙
代蕾

高职高专 2014年8月第2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1-5108-9

159 企业纳税实务实训教程 苏州市职业大学 顾瑞鹏 高职高专 2009年11月第1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06920-4

160 报关实务与操作 南通职业大学 俞学伟 高职高专 2010年6月第2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08206-0

161 市场调查与分析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卢海涛 高职高专 2014年7月第1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34088-7

162 物流运输实务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 高职高专 2012年3月第1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0286-9

163 交流与表达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卢锦明
丛炜莉

高职高专 2014年1月第1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2701-1

164 涉外商务接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陈昕 高职高专 2014年8月第1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10762-3

165 品德成长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贾真
潘健

高职高专 2010年4月第1版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1-0109-0

166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陆兰 高职高专 2014年6月第2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13046-7

167 舞蹈基础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秀敏 高职高专 2012年8月第1版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ISBN978-7-80692-793-9

168 Flash动画综合实训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杜坚敏
孙金山

高职高专 2012年6月第1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5619-4

169 色彩、构成、设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伟

徐碧珺
高职高专 2014年9月第1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36040-3

170 POP广告设计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金霞
刘德龙

高职高专 2009年1月第1版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ISBN978-7-5322-6021-8

171 美韵民间——江苏民间美术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燕妮 高职高专 2012年12月第1版 江苏美术出版社 ISBN978-7-5344-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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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特种设备焊接工艺评定及规程
编制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史维琴 高职高专 2012年9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4475-1

173 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张宁菊 高职高专 2010年8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1465-3

174 液压与气动技术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宋正和
曹燕

高职高专 2009年7月第1版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23-674-3

175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蒋庆斌
陈小艳

高职高专 2014年11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6919-3

176 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系统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月芳 高职高专 2013年12月第1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 ISBN978-7-113-16981-7

177 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天沛
朱涛

高职高专 2013年9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7760-5

178 三菱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应

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曹菁 高职高专 2010年2月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29571-6

179 电工技术及实验实训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姚荣斌 高职高专 2013年12月第1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2653-6

180 汽车电工电子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吕玫 高职高专 2013年2月第2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29115-8

181 计算机应用基础任务化教程
（Windows7+Office201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眭碧霞 高职高专 2013年4月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7255-7

182 网页设计项目化教程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吕红

朱作付
臧博

高职高专 2013年7月第1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2-17581-6

183 数据结构 苏州市职业大学
曾海

尚鲜莲
高职高专 2010年12月第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30695-8

184 半导体器件物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振邦 高职高专 2013年1月第1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40073-8

185 电子产品组装调试与维修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洪群
闫丽华

高职高专 2014年7月第1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1-23831-4

186 电子线路CAD项目化教程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鲁娟娟 高职高专 2013年8月第1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40-7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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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职业道德 盐城师范学院 陈玉祥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小学数学研究与教学指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章飞
陈蓓

凌晓牧
魏光明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3 小学教育研究教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郭莉 本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4 精品微课设计与开发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张一春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休闲击剑 南京体育学院 张松年 本科 江苏教育出版社

6 中国古代诗词经典作品精讲 江苏师范大学
陈洪

吕靖波
本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7 《新托福英语》系列教程 江南大学 龚晓斌 本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科技英语阅读与表达 南京工业大学
尹富林
钱兴平
胡元江

本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陈凯先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0 广播电视新闻实务 南京晓庄学院 于松明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11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南通大学 许铁梅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 MIDI音乐制作与编曲 南京艺术学院 庄曜 本科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13 实用钢琴基础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司徒璧春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古代经典书论释读 南京艺术学院 李彤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15 马克笔建筑环境快图设计表现技
法

南京工业大学 赵慧宁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字体·版式·视觉表述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范松华
康卫东

本科 江苏大学出版社

17 中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申俊龙 本科 科学出版社

18 税收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 李林木 本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货币金融学 南京师范大学 傅康生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 中级财务会计 南京农业大学
吴虹雁
王怀明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 政治伦理学 盐城师范学院
高汝伟
殷有敢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2 数字侦查技术教程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梅蓉 本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3 现代运筹学教程 南京大学 周晶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4 管理类专业学生通用能力实训教
程

常熟理工学院 范炳良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5 组织理论与设计 苏州科技学院 陈俊梁 本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6 国际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双
语）

淮阴师范学院 张言彩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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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排序。同一二级类按高校类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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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单位

27 统计学实验 淮阴工学院
赵成柏
王军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8 政府公共关系学 南京师范大学 许开轶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9 电子政务概论 苏州大学
金太军
张晨

本科 广东人民出版社

30 物流学导论：概念、技术与应用 苏州科技学院 王仲君 本科 江苏大学出版社

31 煤转化与碳硫化学单元创新实验 中国矿业大学 高庆宇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32 普通水文气象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林炳章 本科 气象出版社

33 大气环流动力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孙照渤 本科 气象出版社

34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河海大学 李轶 本科 河海大学出版社

35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 江苏大学 吴向阳 本科 中国环境出版社

36 食品物性学 江苏大学 姜松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37 工业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江南大学 李华钟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38 花卉学 南京农业大学 陈发棣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39 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 扬州大学 徐辰武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40 放射影像技能学 苏州大学 胡春洪 本科 人民军医出版社

41 临终关怀 南通大学
倪衡建
周逸萍

本科 科学出版社

42 医学统计学 徐州医学院
黄水平
赵华硕

本科 中国统计出版社

43 新编药学信息检索教程 中国药科大学 赵鸿萍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44 数学分析（上、下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肖建中
夏大峰

本科 科学出版社

45 排队论及其应用 南京邮电大学 唐加山 本科 科学出版社

46 高等代数选讲 盐城师范学院
郭曙光
朱世平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47 高等数学 泰州学院
王彬

张学茂
本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48 智能传感器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 吴盘龙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49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 东南大学
朱恩

胡庆生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50 通信电子类毕业设计指导及实例 南京工业大学 王辉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51 信息论基础与应用 南京邮电大学
赵生妹
干宗良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52 通信网协议 南京邮电大学 徐名海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53 VHDL数字系统设计及应用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李冰
黄卉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54 信息安全概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朱节中
姚永雷

本科 科学出版社

55 运动控制实践教程 三江学院 熊田忠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56 物联网信息安全 江苏科技大学 李永忠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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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单位

57 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共基础指南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张晓如
杨平乐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58
网络攻防技术与实训（上下册）
（包括《网络攻防技术》和《网
络攻防实训》）

江苏警官学院 王群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59 C++程序设计工程化教程 淮阴工学院 赵建洋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60 计算机网络应用与实践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刘生

耿焕同
本科 科学出版社

61 应用中子物理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陈达 本科 科学出版社

62 材料力学 江苏理工学院 陈菊芳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63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江南大学 张秋菊 本科 科学出版社

64 机械制图 南京工业大学 程可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65 航空航天工程材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梁文萍
王少刚

本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66 焊接机器人原理与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黎文航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67
Renewable And Advance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ies（可再生

能源和高新发电技术）

东南大学 陈九法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68 水力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河海大学 郑源 本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69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江苏大学 康灿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70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朱跃钊 本科 科学出版社

71 土木工程概论 东南大学 邱洪兴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72 工程项目管理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李春祥
张蓉

本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3 水利计算 河海大学
钟平安
王建群

本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74 卫星海洋测量学 淮海工学院 周立 本科 科学出版社

75 汽车专业模块化系列教材--汽车
发动机管理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贝绍轶
赵景波
李国庆
杭卫星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76 飞机结构设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姚卫星
顾怡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77 航空发动机结构分析与设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宋迎东
孙志刚

本科 科学出版社

78 建筑设计基础 东南大学
史永高
张嵩
单踊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79 公路病害识别与处治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汪莹
蒋玲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80 高速铁路通信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邠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81 船舶动力设备拆装与检修（双
语）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潘汝良
刘文科

高职高专 河海大学出版社

82 化学应用基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曹国庆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83 建筑构成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刘海波 高职高专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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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宋功业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85 建筑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肖凯成
杨波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86 服装空间造型——从立体到平面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兵 高职高专 中国纺织出版社

87 糖果与巧克力加工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田其英 高职高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88 食品贮藏保鲜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韩艳丽 高职高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89 药用基础化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刘德秀
石慧

高职高专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90 会计专业英语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刘凤娟 高职高专 人民邮电出版社

91 消费心理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崔平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92 园艺产品营销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钢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3 商务信息采集与处理——项目化

教程
扬州市职业大学 陈君 高职高专 东南大学出版社

94 畅游江苏Walking Around Jiangsu
（双语）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华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95 酒店电子商务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瞿立新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96 新编实用口才与演讲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朱国奉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97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学教
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蒋云尔
柴义江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98 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基本功训练教
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滕飞 高职高专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99 包装设计与技术：纸盒设计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沈伟伟
陈瑜

高职高专 中国纺织出版社

100 多维创意——产品开发设计全案

解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毛锡荣
 耿蕊

高职高专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01 主播人演讲与朗诵艺术基础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韩斌生 高职高专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2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匡余华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103 模具制造技术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金标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4 数控加工工艺与CAM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王振宇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5 典型机械零件数控加工项目教程
-首件加工与调试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少华
顾涛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6 机械工程力学 沙洲职业工学院 陈在铁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7 数控车床实训项目化教程 苏州市职业大学
朱学超
刘旭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8 可视化柔性制造系统的装调与维
护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正炎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9 工控系统安装与调试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一凡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110 电机拖动与控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建俊
居海清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1 变频器与伺服驱动技术应用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
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向晓汉
钱晓忠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2 供配电技术及成套设备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黄伟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113 WEB服务项目驱动教程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何淼 高职高专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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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Android应用开发技术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查英华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5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梅

鲍建成
高职高专 科学出版社

116 数据结构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刚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7 ASP.NET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吴懋刚 高职高专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8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宝明
张园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9 光纤通信工程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曾庆珠 高职高专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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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管理学（第二版） 徐州工程学院 上官敬芝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98 ISBN 978-7-04-033262-9 2013年修订教材

2 企业管理（第二版） 南京工程学院 刘秋华 本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1-031 ISBN 978-7-5654-1424-4 2013年修订教材

3 资产评估学基础（第三版） 南京财经大学 周友梅 本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1-137 ISBN 978-7-5642-2009-9 2013年修订教材

4 行政管理学（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于水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182 ISBN 978-7-109-19241-6 2013年修订教材

5 运筹学（第三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耀国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1-183 ISBN 978-7-03-044895-8 2013年修订教材

6 医学信息检索教程（第3版） 南通大学 蒋葵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1-159 ISBN 978-7-5641-5908-5 2013年修订教材

7 财政学（第2版） 金陵科技学院 盖锐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076 ISBN 978-7-301-25914-6 2013年修订教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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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3-1-090 ISBN 978-7-5630-3873-2 2013年修订教材

9 学校教育发展 南通大学 丁锦宏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75 ISBN 978-7-04-041031-0 2013年修订教材

10 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第二版） 南京师范大学 傅宏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175 ISBN 978-7-5651-2285-9 2013年修订教材

11 文学理论（第四版） 扬州大学 姚文放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29 ISBN 978-7-04-042576-5 2013年修订教材

12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上、下)
（第二版）

苏州大学 朱栋霖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087
ISBN 978-7-301-24212-4
ISBN 978-7-301-24213-1

2013年修订教材

13 服装工业制版（第二版） 苏州大学 李正 本科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3-1-085 ISBN 978-7-5669-0645-8 2013年修订教材

14 家畜环境卫生学（第5版） 南京农业大学 颜培实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84 ISBN 978-7-04-034092-1 2013年修订教材

15 饲料学（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王恬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139 ISBN 978-7-109-20511-6 2013年修订教材

16 园林树木栽培学（第2版） 南京林业大学 祝遵凌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1-114 ISBN 978-7-5641-5804-0 2013年修订教材

17 农业植物病理学（第四版） 南京农业大学 陈利锋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185 ISBN 978-7-109-20197-2 2013年修订教材

18 种子学（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张红生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1-186 ISBN 978-7-03-045239-9 2013年修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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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uman Anatomy 南通大学 顾晓松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1-084 ISBN 978-7-03-042110-4 2013年修订教材

20 病理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玉芳 本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1-138 ISBN 978-7-5132-0960-1 2013年修订教材

21 疫苗工程学(第2版) 东南大学 窦骏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1-078 ISBN 978-7-5641-5154-6 2013年修订教材

22 组织学与胚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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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冬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1-079 ISBN 978-7-03-037427-1 2013年修订教材

23 药用植物资源学（第2版） 南京农业大学 郭巧生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87 ISBN 978-7-04-042696-0 2013年修订教材

24 中医外科学·案例版（第2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潘立群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1-141 ISBN 978-7-03-044606-0 2013年修订教材

25
交直流调速系统与MATLAB仿真（第
二版）

淮海工学院 周渊深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3-1-131 ISBN 978-7-5123-7250-4 2013年修订教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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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35
ISBN 978-7-04-042953-4
ISBN 978-7-04-042948-0

2013年修订教材

27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第3版） 南京理工大学 寇戈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94 ISBN 978-7-121-25056-9 2013年修订教材

28 数字图像处理（第3版） 扬州大学 胡学龙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52 ISBN 978-7-121-23887-1 2013年修订教材

29 信号与系统 江南大学 于凤芹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19 ISBN 978-7-04-041836-1 2013年修订教材

30
数据库基础教程(SQL Server平台)
（第2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顾韵华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66 ISBN 978-7-121-23856-7 2013年修订教材

31 网络工程教程（第二版） 徐州工程学院 鲍蓉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3-1-100 ISBN 978-7-5123-4557-7 2013年修订教材

32 高等数学（上、下）（第2版） 扬州大学 刘金林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053
ISBN 978-7-111-47310-7
ISBN 978-7-111-47367-1

2013年修订教材

33 新编数学教学论 淮阴师范学院 周友士 本科 人民出版社 2013-1-113 ISBN 978-7-01-007034-6 2013年修订教材

34 物理学及其工程应用（上、下） 南京工程学院 刘扬正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83
ISBN 978-7-04-041645-9
ISBN 978-7-04-041850-7

2013年修订教材

35 大学物理实验（第二版） 苏州科技学院 吴泉英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53 ISBN 978-7-04-042460-7 2013年修订教材

36 高分子材料合成与加工用助剂 盐城工学院 方海林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154 ISBN 978-7-122-24606-6 2013年修订教材

37
机械原理与设计（上、下册）（第2
版）

江苏大学 马履中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088
ISBN 978-7-111-50188-6
ISBN 978-7-111-50189-3

2013年修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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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附习题
集）（第三版）

江苏师范大学 邢邦圣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111 ISBN 978-7-122-23072-0 2013年修订教材

39 汽车拖拉机学实验指导（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鲁植雄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081 ISBN 978-7-109-19666-7 2013年修订教材

40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第5版） 河海大学 汪基伟 本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3-1-120 ISBN 978-7-5170-3468-1 2013年修订教材

41 土木工程概论（第三版） 江苏科技大学 王林 本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136 ISBN 978-7-5680-0954-6 2013年修订教材

42 数值天气预报（第2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沈桐立 本科 气象出版社 2013-1-117 ISBN 978-7-5029-6140-4 2013年修订教材

43 天气学（第2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寿绍文 本科 气象出版社 2013-1-068 ISBN 978-7-5029-5811-4 2013年修订教材

44 基础化学（第3版） 南京医科大学 胡琴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51 ISBN 978-7-04-040023-6 2013年修订教材

45 经济学基础（第二版）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福明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24 ISBN 978-7-04-028995-4 2013年修订教材

46 人力资源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惠琴 高职高专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1-097 ISBN 978-7-305-14449-3 2013年修订教材

47 现代物流管理（第二版）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钱廷仙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96 ISBN 978-7-04-041353-3 2013年修订教材

48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第二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军 高职高专 科学出版社 2013-1-147 ISBN 978-7-03-045025-8 2013年修订教材

49 营销策划（第2版）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许建民 高职高专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109 ISBN 978-7-301-25682-4 2013年修订教材

50 餐饮服务与管理实务（第2版）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王志民 高职高专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1-057 ISBN 978-7-5641-5089-1 2013年修订教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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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1-110 ISBN 978-7-5646-2609-9 2013年修订教材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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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25 ISBN 978-7-04-039489-4 2013年修订教材

53 应用高等数学（第二版）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沈跃云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95 ISBN 978-7-04-039307-1 2013年修订教材

54 实用语文教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徐建新 高职高专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069 ISBN 978-7-5651-1821-0 2013年修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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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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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林出版社
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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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修订教材

56 普通话训练教程（第二版）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牟晓明 高职高专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3-1-121 ISBN 978-7-5630-3107-8 2013年修订教材

57 职场英语写作（第2版）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陈丽萍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80 ISBN 978-7-118-10089-1 2013年修订教材

58 三维建模项目教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耿强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26 ISBN 978-7-04-041217-8 2013年修订教材

59 捉影，捕风——图形创意设计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汪维山 高职高专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1-124 ISBN 978-7-115-38787-5 2013年修订教材

60
风力发电机组装配与调试（第二
版）

紫琅职业技术学院 卢卫萍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168 ISBN 978-7-122-21533-8 2013年修订教材

61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宋奇吼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1-093 ISBN 978-7-113-19863-3 2013年修订教材

62
港口机械液压与液力传动（第二
版）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王剑华 高职高专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1-029 ISBN 978-7-114-11907-1 2013年修订教材

63 汽车文化（第三版）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屠卫星 高职高专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1-048 ISBN 978-7-114-11215-7 2013年修订教材

64
计算机辅助船体三维结构设计（第
二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刘桂香 高职高专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1-156 ISBN 978-7-114-08190-3 2013年修订教材

65 基础工程施工（第二版）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玮 高职高专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1-102 ISBN 978-7-112-17509-3 2013年修订教材

66 UG NX CAD应用案例教程（第2版）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皋莲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157 ISBN 978-7-111-50748-2 2013年修订教材

67 机床夹具设计与应用（第二版）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柳青松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032 ISBN 978-7-122-21493-5 2013年修订教材

68 机械制图与零部件测绘（第2版）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华红芳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26 ISBN 978-7-121-25481-9 2013年修订教材

69 机械制造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大华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86 ISBN 978-7-118-09828-0 2013年修订教材

70 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第2版）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张宁菊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145 ISBN 978-7-111-49680-2 2013年修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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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机械设计基础（第二版） 南通职业大学 李业农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72 ISBN 978-7-04-043363-0 2013年修订教材

72 汽车发动机检修(第2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孙海波 高职高专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1-143 ISBN 978-7-115-39237-4 2013年修订教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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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1-043 ISBN 978-7-5635-3951-2 2013年修订教材

74 传感器检测与应用（第2版）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斌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33 ISBN 978-7-118-09712-2 2013年修订教材

75 电路与电子技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玉凤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092 ISBN 978-7-305-14465-3 2013年修订教材

76 电路板贴装制程与设备维护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朝林 高职高专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3-1-155 ISBN 978-7-5165-0392-8 2013年修订教材

77 电子测量技术（第2版）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宝明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058 ISBN 978-7-04-041679-4 2013年修订教材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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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88 ISBN 978-7-04-029786-7 2013年修订教材

79
C#可视化程序设计案例教程（第3
版）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刘培林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028 ISBN 978-7-111-48298-7 2013年修订教材

80
SQL Server2008数据库构建与管理
（第二版）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梅 高职高专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1-049 ISBN 978-7-5611-9582-6 2013年修订教材

81
程序设计基础教程（C语言与数据结
构）（第三版）

南通职业大学 许秀林 高职高专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3-1-042 ISBN 978-7-5123-6574-2 2013年修订教材

82
网络设备配置项目化教程（第二
版）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许军 高职高专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082 ISBN 978-7-302-38941-5 2013年修订教材

83 计算机应用项目化教程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潘永惠 高职高专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067 ISBN 978-7-308-13822-2 2013年修订教材

84 园林苗木生产技术(第二版)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尤伟忠 高职高专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1-149 ISBN 978-7-5672-1415-6 2013年修订教材

85 水产动物疾病防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权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3-1-105 ISBN 978-7-5655-0593-5 2013年修订教材

86 化学分析技术（第二版）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张龙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106 ISBN 978-7-109-20537-6 2013年修订教材

87 食品理化检测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刘靖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107 ISBN 978-7-109-20386-0 2013年修订教材

88 药物合成技术（第二版）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钱清华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140 ISBN 978-7-122-24999-9 2013年修订教材

89 运动治疗技术（第2版）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章稼 高职高专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1-104 ISBN 978-7-117-19473-0 2013年修订教材

90 刑法学（上、下） 东南大学 刘艳红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054
ISBN 978-7-301-24853-9
ISBN 978-7-301-25098-3

2013年新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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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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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49 ISBN 978-7-109-19577-6 2013年新编教材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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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53
ISBN 978-7-81130-802-0
ISBN 978-7-81130-860-0

2013年新编教材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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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4 ISBN 978-7-115-35924-7 2013年新编教材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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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051

ISBN 978-7-305-13220-9
ISBN 978-7-305-13659-7
ISBN 978-7-305-13597-2
ISBN 978-7-305-13658-0
ISBN 978-7-305-13442-5
ISBN 978-7-305-13598-9
ISBN 978-7-305-14086-0
ISBN 978-7-305-14626-8
ISBN 978-7-305-13600-9
ISBN 978-7-305-14624-4
ISBN 978-7-305-14085-3
ISBN 978-7-305-14007-5
ISBN 978-7-305-13595-8
ISBN 978-7-305-13599-6
ISBN 978-7-305-13221-6
ISBN 978-7-305-14613-8
ISBN 978-7-305-14612-1
ISBN 978-7-305-14625-1

2013年新编教材

95 船舶甲板机械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立军 高职高专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2-052 ISBN 978-7-114-11472-4 2013年新编教材

96 汽车构造（上、下册） 淮阴工学院 许兆棠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1-049
ISBN 978-7-118-08185-5
ISBN 978-7-118-08209-8

2014年修订教材

97 传热学（第二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靖周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4-1-017 ISBN 978-7-03-043342-8 2014年修订教材

98 数据结构（Java版）（第3版） 南京工程学院 叶核亚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1-038 ISBN 978-7-121-26188-6 2014年修订教材

99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2版） 苏州科技学院 邵永健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045 ISBN 978-7-301-23028-2 2014年修订教材

100 制药工程学（第三版） 中国药科大学 王志祥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1-042 ISBN 978-7-122-24469-7 2014年修订教材

101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 黄徽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1-032 ISBN 978-7-122-24699-8 2014年修订教材

102 Java程序设计项目化教程（第2版）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芸 高职高专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1-014 ISBN 978-7-302-38520-2 2014年修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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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财务管理（第二版）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缪启军 高职高专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1-030 ISBN 978-7-5429-4353-8 2014年修订教材

104 经济地理（第二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阎羡功 高职高专 科学出版社 2014-1-012 ISBN 978-7-03-039454-5 2014年修订教材

105 供应链管理（第2版）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桂花 高职高专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015 ISBN 978-7-300-20361-4 2014年修订教材

106 成人护理（上、下）（第3版）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蔡小红 高职高专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1-011 ISBN 978-7-117-19256-9 2014年修订教材

107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导引 南京大学 张亮 本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057 ISBN 978-7-303-19196-3 2014年新编教材

108 先秦哲学史 东南大学 许建良 本科 上海三联书店 2014-2-012 ISBN 978-7-5426-4875-4 2014年新编教材

109 金融学 南京农业大学 张兵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2-059 ISBN 978-7-109-20634-2 2014年新编教材

1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实践教学实训教程

盐城师范学院 唐萍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021 ISBN 978-7-305-14967-2 2014年新编教材

111 普通语言学教程 苏州大学 曹炜 本科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2-032 ISBN 978-7-5668-1617-7 2014年新编教材

112 媒介文化理论概论 苏州大学 曾一果 本科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2-042 ISBN 978-7-300-21447-4 2014年新编教材

113 纳米催化化学(英文版) 苏州大学 康振辉 本科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2-033 ISBN 978-7-5672-1406-4 2014年新编教材

114 数理统计学及其应用 扬州大学 宗序平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2-036 ISBN 978-7-111-50423-8 2014年新编教材

115 材料力学实验与训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宗白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016 ISBN 978-7-04-040012-0 2014年新编教材

116 建筑电气控制技术 盐城工学院 胡国文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2-038 ISBN 978-7-112-18254-1 2014年新编教材

117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金陵科技学院 苏慧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020 ISBN 978-7-04-041957-3 2014年新编教材

118 井工煤矿开采学 中国矿业大学 杜计平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4-2-041 ISBN 978-7-5646-2211-4 2014年新编教材

119 药事管理与法规 南京中医药大学 田侃 本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34 ISBN 978-7-5478-2450-4 2014年新编教材

120 土地利用工程与规划设计
教育部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欧名豪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2-060 ISBN 978-7-109-20984-8 2014年新编教材

121 现代田园农事操作技术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红 高职高专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4-2-022 ISBN 978-7-5646-2734-8 2014年新编教材

122 公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卫红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2-029 ISBN 978-7-111-50742-0 2014年新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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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机械设计与应用案例化教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新萍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018 ISBN 978-7-04-042351-8 2014年新编教材

124 三维机械设计项目教程（UG版）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龚肖新 高职高专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014 ISBN 978-7-301-24536-1 2014年新编教材

125 CSS+DIV页面布局技术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朱翠苗 高职高专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4-2-027 ISBN 978-7-5170-3251-9 2014年新编教材

126 电子元器件焊接工艺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邵利群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2-017 ISBN 978-7-121-25251-8 2014年新编教材

127 Android应用开发基础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余永佳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2-050 ISBN 978-7-111-47588-0 2014年新编教材

128 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杨宝林 高职高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2-024 ISBN 978-7-5184-0462-9 2014年新编教材

129 纺织品经营与贸易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闾志俊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2-011 ISBN 978-7-122-20557-5 2014年新编教材

130 电子商务英语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顾秀梅 高职高专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2-019 ISBN 978-7-313-10806-7 2014年新编教材

131 内修外塑--大学生礼仪形象修炼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柯晓扬 高职高专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2-013 ISBN 978-7-5672-0852-0 2014年新编教材

8



1 
 

附件 3： 

省立项重点教材审定工作程序 

 

一、教材定稿 

2014 年立项的修订教材须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前实现再版。 

2015 年立项的修订教材须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前实现再版，新编

教材须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前实现出版。 

二、申请审定 

由所在高校提出申请，对教材进行审定，报送如下申请材料（无

特殊注明均为一式一份）： 

1．审定申请（盖学校公章）； 

2．教材样书； 

3．修订说明（修订教材提供）或编写说明（新编教材提供）； 

4．教材审定专家建议名单（7-9 人），包括姓名、性别、年龄、

所在单位、职称、学科领域、社会兼职、联系方式等； 

5．联系人信息，包括姓名、所在部门、职务、手机、电子邮件

等。 

报送时间为每周三（法定节假日除外）下午 15:00-17:00，报送地

址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地址：北京西路 15-2 号 1 号楼 110 室，

邮编：210024）。建议采用现场报送的方式，材料齐全无误即当场受

理。 

三、确定专家 

受理申请材料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省高等教育学会正式确定教材

审定专家名单，并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反馈给学校联系人。 

四、组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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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审定专家名单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由省高等教育学会委托

学校组织专家对教材进行审定。审定专家一般不少于 5 人，原则上应

具有高级职称，且至少有 4 人来自其他单位。审定后须提供一份较为

详细的、由各位专家签名的审定意见（不少于 1000 字）。 

五、授权出版 

教材审定后，学校应及时将审定意见 PDF 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至 jsjpjc@126.com，同时拨打电话至 025-83302566 确认。原稿请妥

善留存。 

如教材的审定意见为通过，工作人员会在收到审定意见后的第一

个周三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统一图标

和教材编号反馈给学校联系人。教材出版时，必须在封面印制重点教

材统一图标，在扉页或版权页注明“十二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

材（编号：xxxxx）字样。 

六、正式公布 

教材出版后，应及时将教材样书（1 本或 1 套）报省高等教育学

会备案。联系人：黄榕，联系电话：025-83302566。 

省教育厅将于每年 7-9 月公布审定通过并出版的重点教材名单。

未经审定，未印制统一图标和教材编号，出版后未备案，以及出现版

权争议的教材，将不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