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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春季书目（中职中专分册）

序号 条形码 书名 作者 定价 出版时间 配套情况
详细
介绍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

1 y(7IH5G1*LPPSPL(>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信息类） 杨翠峰 25.00 2010.6 课件 5 页

2 y(7IH5G1*LPPSOO(>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通信类）
孙青卉
孙吉云

31.00 2010.6 课件 5 页

3 y(7IH5G1*LPPSQS(>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电类专业通用）
王启洋
张梅梅

38.80 2010.6 课件 5 页

4 y(7IH5G1*LPPSNR(>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通用）
（第二版）

耿　健
杨利明

41.80 2012.5 附赠光盘 5 页

5 y(7IH5G8*PKNPQN(>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习题集
（通用）（第二版）

耿　健 
吕天玉

25.00 2016.4 答案 5 页

6 y(7IH5G8*PKMPKO(> 金属加工与实训——钳工实训
（第二版）

王　琪 28.00 2016.6 5 页

中等职业教育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

7 y(7IH5G1*LTSSLK(> 应用文写作指导之案例评析
刘润平
葛　虹

29.80 2015.6 6 页

8 y(7IH5G1*198827(> 现代淑女礼仪
王润军  
赵舒琪  

58.80 2015.6 6 页

9 y(7IH5G1*LTNQRT(> 世纪英语综合基础教程１
刘会丽
李　静

36.00 2014.8 音频、课
件、答案

6 页

10 y(7IH5G1*LTNQSQ(> 世纪英语综合基础教程2
梁　娜
孙建璐

33.00 2014.8 音频、课
件、答案

6 页

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基础教育系列规划教材

11 y(7IH5G1*LPRQNN(> 办公软件应用
张庚瑞 
吕丽芬

27.00 2010.10 7 页

12 y(7IH5G85(16341(> C 程序设计与训练（第三版）
李红卫
李秉璋

49.80 2018.8    课件、
源代码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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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 能力培养本质特征

铸造特色建设品牌标志

序号 条形码 书名 作者 定价 出版时间 配套情况
详细
介绍

13 y(7IH5G1*LROPOS(> 网页制作案例教程
谷俊友
刘　畅

33.00 2012.12 附赠光盘 7页

中等职业教育机械类课程规划教材

14 y(7IH5G1*LOMNRK(> 数控加工技术(车削加工)
周振军
张莉洁

16.00 2008.7 7 页

15 y(7IH5G1*LOMNSR(> 数控加工技术习题集(车削加工) 郑兴华 10.00 2008.7 7 页

16 y(7IH5G1*LORLQK(> 数控加工技术(铣削加工)
孙文平
张莉洁

18.00 2009.3 8 页

17 y(7IH5G1*LORLPN(> 数控加工技术习题集(铣削加工) 赵秀娟 9.00 2009.3 8 页

18 y(7IH5G1*LPKSQN(>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机床系统维修） 赵秀娟 14.00 2009.8 8 页

19 y(7IH5G1*LPMOTM(> 数控机床操作与维修
冯艳宏
邵泽强

28.00 2009.12 8 页

20 y(7IH5G1*LPLRKT(> CAD/CAM技术 王香耿 34.00 2009.10 附赠光盘 8 页

21 y(7IH5G1*LRLKRN(> 数控车工技能训练与考级 张良华 32.00 2012.8 8 页

22 y(7IH5G1*LPSRLP(>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王洪志 32.00 2010.10 8 页

23 y(7IH5G1*LRMOML(> 电工技能与实训 翟富林 25.00 2012.8 8 页

24 y(7IH5G1*LPKROK(> 模具识图
吕保和
郑兴华
戴淑雯

28.80 2009.8 8 页

25 y(7IH5G1*LPKSRK(> 模具设备控制基础
——中国轻工业优秀教材

赵秀娟
耿　健

18.80 2009.9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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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春季书目（中职中专分册）

序号 条形码 书名 作者 定价 出版时间 配套情况
详细
介绍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类课程规划教材

26 y(7IH5G1*LPQSTQ(> 基础会计 阎　卫 24.00 2010.8 9 页

27 y(7IH5G1*LPTORR(> 基础会计实训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张晋红 33.00 2010.12 9 页

28 y(7IH5G1*LQSPSP(> 会计综合实训
彭　莉
郭　黎

40.00 2012.7 9 页

29 y(7IH5G1*LPKQRM(> 会计岗位实训模块教程 杭志荣 42.00 2009.8 9 页

30 y(7IH5G8*522588(> 会计基础技能实训教程（第二版） 杭志荣 30.80 2020.4 9 页

31 y(7IH5G1*LPTKNN(> 中小企业会计实务
张士平
杨志愿
侯国文

29.80 2010.11 9 页

32 y(7IH5G1*LPPPSP(> 会计电算化 张茂燕 19.80 2010.6 10 页

33 y(7IH5G1*LPRPTQ(> 会计基本技能 黄殿华 22.00 2010.8 10 页

34 y(7IH5G1*LQOSRR(> 餐饮会计核算与实训教程 杭志荣 24.00 2011.8 10 页

35 y(7IH5G1*LRMQQR(> 会计分岗全真实训教程 杭志荣 25.00 2012.8 10 页

36 y(7IH5G1*LTSNSO(> 会计从业资格理论基础 刘　静 28.80 2015.5 10 页

中等职业教育经济管理类课程规划教材

37 y(7IH5G1*LPMOLQ(> 经济学基础 朱镇生 29.80 2010.1 课件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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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 能力培养本质特征

铸造特色建设品牌标志

序号 条形码 书名 作者 定价 出版时间 配套情况
详细
介绍

38 y(7IH5G1*LOTONK(> 市场营销 傅丽环 19.00 2009.7 11 页

39 y(7IH5G1*LPKPPT(> 国际贸易基础知识 李秀玉 27.00 2009.8 课件 11 页

40 y(7IH5G1*LPLQMO(> 国际贸易实务 李雪华 36.00 2009.10 课件、答案 11 页

中等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类课程规划教材

41 y(7IH5G1*LRSOLQ(> 幼儿园手工设计与制作
张玉玲
蒋　莉

49.80 2015.6 12 页

42 y(7IH5G1*LTSNPN(>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 张　莉 30.80 2015.5 12 页

43 y(7IH5G1*LTSNOQ(> 幼儿歌曲弹唱
蒋　莉
潘晓华

25.00 2015.5 12 页

44 y(7IH5G1*LTSNNT(> 视唱
张冠男 
蒋　莉

40.00 2015.5 12 页

中等职业教育文秘类课程规划教材

45 y(7IH5G1*LTSORQ(> 文秘基于工作过程情景综合实训 李　蕾 31.00 2015.5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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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春季书目（中职中专分册）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信息类）

主编：杨翠峰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开本：16开彩印        ISBN：978-7-5611-5585-1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0章：二极管及其应用；三极

管及放大电路基础；常用放大器；数字电路基础；组合

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直流稳压电源；脉

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通信类）

主编：孙青卉、孙吉云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开本：16开彩印 ISBN：978-7-5611-5584-4

定价：31.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0个项目：制作简易LED照明

灯；制作同线电话占线指示器；制作直流电源；制作简

易有线对讲机；制作门禁电话；组装调幅收音机；制作

电话灯；制作报警器；制作含数字集成电路的电子装

置；制作电话使用次数记录器。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电类专业通用）

主编：王启洋、张梅梅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开本：16开彩印               ISBN：978-7-5611-5586-8

定价：38.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2个项目：小夜灯制作；助听

器制作；直流稳压电源；集成音频功率放大器；调光台

灯；调幅收音机；声光控制开关；三人表决器；四路抢

答器；四路声光报警器；数字钟；数字毫伏表制作。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通用）
（第二版）

主编：耿健、杨利明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583-7
定价：41.80元（附赠光盘）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篇：基础模块，包括绘制平

面图形、识读和绘制三视图、识读和绘制基本体三视

图、根据三视图绘制正等轴测图、识读和绘制组合体三

视图、识读和绘制各种图样（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等）；技能模块，包括绘制轴零件图、绘制轴承端盖零

件图、绘制标准直齿圆柱齿轮零件图、识读减速器箱座

零件图、销连接和螺纹连接、绘制从动轴系装配图、识

读一级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减速器装配图；计算机绘图模

块，包括AutoCAD 2012绘图环境设置、绘制平面图形、

绘制三视图、绘制零件图。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习题集
（通用）（第二版）

主编：耿健、吕天玉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开本：横16开  ISBN：978-7-5685-0356-3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本习题集共2篇：基础模块，包括绘制

平面图形、识读和绘制三视图、识读和绘制基本体三

视图、根据三视图绘制正等轴测图、识读和绘制组合体

三视图、识读和绘制各种图样（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等）；技能模块，包括绘制轴零件图、绘制轴承端盖零

件图、绘制标准直齿圆柱齿轮零件图、识读减速器箱座

零件图、销连接和螺纹连接、绘制从动轴系装配图、识

读一级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减速器装配图。 

金属加工与实训——钳工实训
（第二版）

主编：王琪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85-0250-4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个单元：钳工入门知识；钳工

基本技能训练；钳工综合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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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 能力培养本质特征

铸造特色建设品牌标志

应用文写作指导之案例评析

主编：刘润平、葛虹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81-0

定价：29.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有1个项目导入和5个项目：公务

文书；事务文书；常用文书；职场文书；经济文书。公

务文书中设有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函5个任务；事

务文书中设有计划，总结，简报，规章制度，会议记录

5个任务；常用文书中设有书信，礼仪文书，条据，传播

文书4个任务；职场文书中设有个人简历，求职信，申请

书，工作日志，竞聘辞，述职报告6个任务；经济文书

中设有市场调查报告，市场预测报告，意向书，经济合

同，商业广告，经济纠纷诉讼文书。

世纪英语综合基础教程1

主编：刘会丽、李静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开本：16开双色 ISBN：978-7-5611-9367-9

定价：36.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编写严格按照中等职业教育英

语课程教学大纲的规定，覆盖大纲规定的全部话题、语

法、功能和教学要求，语言难度和容量适中，更加贴近

目前中职学生的英语基础。教材将话题、场景、任务、

活动、语音和语法等要素有机结合，材料真实新颖。本

教材课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教材话题涉及问候、

学校生活、家庭、问路、时间、天气、运动、购物、网

络、节假日等方面，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知识丰

富，时代感强。兼顾生活和职业场景，并注重切实培养

学生与他人合作和解决问题能力。本套教材中，每单元

结构如下：Listening and Speaking、Reading、Writing、

Phonetics、Grammar、Supplementary Reading。

现代淑女礼仪 

主编：王润军、赵舒琪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82-7

定价：58.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有五个项目。项目一：形象礼仪

篇——好形象为美丽加分，包括淑女的仪容、淑女的服

饰、淑女的仪态、评价与考核四个任务。　项目二：校

园礼仪篇——好习惯为快乐加分，包括淑女与教师相处

的礼仪、淑女与同学相处的礼仪、淑女在校园场所中的

礼仪、评价与考核四个任务。项目三：公共礼仪篇——

好行为为素质加分，包括淑女出行礼仪、淑女在公共休

闲场所的礼仪、淑女在公共服务场所的礼仪、评价与考

核四个任务。　项目四：社交礼仪篇——好言行为魅力

加分，包括淑女会面礼仪、淑女交谈礼仪、淑女业务拜

访和接待礼仪、淑女用餐礼仪、淑女馈赠礼仪、评价与

考核四个任务。　项目五：职场礼仪篇——好细节为成

功加分，包括淑女求职面试的礼仪、淑女办公室礼仪、

评价与考核三个任务。

世纪英语综合基础教程2

主编：梁娜、孙建璐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开本：16开双色 ISBN：978-7-5611-9368-6

定价：33.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编写严格按照中等职业教育英

语课程教学大纲的规定，覆盖大纲规定的全部话题、语

法、功能和教学要求，语言难度和容量适中，更加贴近

目前中职学生的英语基础。教材将话题、场景、任务、

活动、语音和语法等要素有机结合，材料真实新颖。本

教材课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教材话题涉及友谊、旅

行、食品和服务、急救、娱乐、交通、风俗、环境、面

试、公共关系等方面，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知识

丰富，时代感强。兼顾生活和职业场景，并注重切实培

养学生与他人合作和解决问题能力。本套教材中，每单

元结构如下：Listening and Speaking、Reading、Writing、

Phonetics、Grammar、Supplementary Reading。

中等职业教育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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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春季书目（中职中专分册）

办公软件应用

主编：张庚瑞、吕丽芬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763-3

定价：27.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大部分：中文Word 2003的使

用；中文Excel 2003的使用；中文PowerPoint 2003的使

用。

C程序设计与训练（第三版）

主编：李红卫、李秉璋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85-1634-1

定价：49.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由两大篇章组成，上篇是程序设计

部分，共9章：C程序设计概述；数据类型与表达式；基

本语句与顺序结构程序设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循环结

构程序设计；数组及字符串；函数；文件；自定义类型。

下篇是程序设计训练部分，安排了20套程序设计训练题，

并附有参考答案。

数控加工技术习题集（车削加工）

主编：郑兴华  出版时间：2008年7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4238-7
定价：10.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主要包括轴类零件的识图、轴类
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轴类零件的普通车床加工、轴类
零件的程序编制及轴类零件的数控加工五大块内容的理
论训练和技能训练题目。

数控加工技术（车削加工）

主编：周振军、张莉洁 出版时间：2008年7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4237-0
定价：16.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5章：轴类零件的识图；轴类零
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轴类零件的普通车床加工；轴类零
件的程序编制；轴类零件的数控加工。

中等职业教育机械类课程规划教材

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基础教育系列规划教材

网页制作案例教程

主编：谷俊友、刘畅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7454-8

定价：33.00元（附赠光盘）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十二个项目和一个自学项

目，通过各项目较完整地介绍了Dreamweaver CS3的知识

内容。项目一介绍网站的特点、布局和色彩，项目二介

绍网页的基本操作，主要包括网站的建立、Dreamweaver 

CS3的界面特点及网页的图文混排，项目三介绍表格布局

和超链接的使用，项目四介绍AP Div和spry框架的使用，

项目五介绍框架的使用，项目六介绍多媒体的应用，项

目七介绍在页面中制作表单，项目八介绍行为和时间轴

的应用，项目九介绍CSS样式表的创建及应用，项目十介

绍通过模板和库创建网页，项目十一介绍了动态网站的

创建，项目十二通过两个综合案例模拟网站建立的实际

过程。在配套光盘中配有自学材料：介绍网站空间和域

名的申请及网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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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铣削加工）

主编：孙文平、张莉洁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4716-0
定价：18.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4章：平面类零件的识图；平面
类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平面类零件的程序编制；平面
类零件的数控加工操作。

数控加工技术习题集（铣削加工）

主编：赵秀娟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4715-3
定价：9.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主要包括平面类零件的识图、平
面类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平面类零件的程序编制、平
面类零件的数控加工操作四大块内容的训练题目。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机床系统维修）

主编：赵秀娟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086-3
定价：14.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7章：数控机床的液压控制技

术；可编程序控制器；数控机床维修基础；数控机床机

械故障诊断；常见控制系统故障诊断；数控机床维修实

例；实验与实训。

数控机床操作与维修

主编：冯艳宏、邵泽强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249-2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5个学习情境：数控机床概述；

数控加工工艺装备及使用；FANUC 0i数控系统的维修；

SINUMERIK 802D数控系统的维修；数控机床操作与维修。

CAD/CAM技术

主编：王香耿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170-9
定价：34.00元（附赠光盘）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7个项目：CAD/CAM概述及软

件基本知识；二维图形建模技术；三维线架构建技术；

曲面建模技术；实体建模技术；数控二维加工技术；数

控三维加工技术。

数控车工技能训练与考级

主编：张良华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7107-3
定价：32.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9个项目：数控车削加工基础；

简单形面加工；槽加工；成形面的加工；螺纹加工；套

类零件的加工；非圆曲面零件的加工；中级数控车工技

能训练实例；高级数控车工技能训练实例。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主编：王洪志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871-5
定价：32.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8章：机器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工

作；机器修理中的检验与测量；机器修理的前期工作；

机器零件的修复方法；轴承和主轴的修理与调整；机床

导轨的修理与调整；常见连接和传动机构的装配与修

理；分析与排除机器的常见故障。

电工技能与实训

主编：翟富林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7242-1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9个项目：安全用电的知识；

常用电工工具的使用；常用电工仪表的使用；电工材料

的识别；直流电路基础；照明电路安装；变压器及其使

用；异步电动机的拆装与维修；电气运行与控制。

模具识图

主编：吕保和、郑兴华、  开本：16开
             戴淑雯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定价：28.80元                 ISBN：978-7-5611-5074-0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6章：模具识图基本知识；模

具零件基本表达方法；装配图与零件图；极限与配合；

AutoCAD概述；常用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模具设备控制基础
——中国轻工业优秀教材

主编：赵秀娟、耿健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087-0
定价：18.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章：机械传动与零件；液压与

气压传动；电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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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岗位实训模块教程

主编：杭志荣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067-2

定价：42.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4篇：出纳岗位实训模块；工资

核算岗位实训模块；会计核算岗位实训模块；成本会计

岗位实训模块。

会计基础技能实训教程（第二版）

主编：杭志荣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85-2258-8

定价：30.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分6个项目：会计基础技能实

训概述；会计基础技能实训基本内容；会计计算技能训

练；会计空白凭证票样及填写专项实训；会计基础技能

模拟实训资料与实训；经济业务文字资料。

中小企业会计实务

主编：张士平、杨志愿、 开本：16开

            侯国文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

定价：29.80元                 ISBN：978-7-5611-5903-3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2个项目：中小企业会计实务

基础；中小企业资金筹集业务核算；中小企业货币资金

收付业务核算实务； 中小企业应收及预付款项核算实

务； 中小企业存货日常业务核算实务；中小企业固定资

产核算实务；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核算实务；中小企业负

债业务的核算实务；中小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

核算；中小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实务；中小企业收入

业务核算；财务成果的核算。

基础会计

主编：阎卫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689-6

定价：24.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0个项目：会计的基本原理；

会计工作组织；会计科目、账户和复式记账；企业主要

经济业务核算；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处理程序；

财产清查；会计报表；会计工作档案管理及相关法规。

基础会计实训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主编：张晋红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947-7

定价：33.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5个项目：原始凭证实训；记账

凭证实训；会计账簿实训；项会计报表实训；会计基本

账务处理综合实训。

会计综合实训

主编：彭莉、郭黎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6858-5

定价：40.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个项目2个附录：绪论；实训

企业概况及会计资料；实训指导；附录1：12月份发生经

济业务的原始凭证；附录2：操作参考。

中等职业教育会计类课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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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

主编：张茂燕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558-5

定价：19.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6个项目：系统初始化；总账

系统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工资管理；存货核算管理；

报表管理。另附会计电算化综合实训案例及参考会计分

录。

会计基本技能

主编：黄殿华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759-6

定价：22.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4个技能：珠算技能；点钞技

能；计算机技能；收银机操作技能。

餐饮会计核算与实训教程

主编：杭志荣   出版时间：2011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6487-7

定价：24.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两部分：餐饮企业会计基础知

识；餐饮企业会计实务操作。

会计分岗全真实训教程

主编：杭志荣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7266-7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分7个项目：概述；实训案例企

业框架；会计凭证填制实训指导；会计账簿操作实训指

导；会计档案资料管理实训指导；会计分岗全真实训指

导；实训案例企业经济业务。

会计从业资格理论基础

主编：刘静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38-4

定价：28.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1章：总论；会计核算的具体内

容与一般要求；会计科目和账户；复式记账；主要经济业

务的核算；其他经济业务的核算；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账务处理程序；财产清查；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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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

主编：朱镇生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241-6

定价：29.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2章：绪论；商品、商品经济

和经济制度；消费者行为分析；需求、供给与市场机制；

生产、成本与收益；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个人收入与投

资；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

济调控；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

市场营销

主编：傅丽环            出版时间：2009年7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4943-0

定价：19.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7章：市场与市场营销；市场细

分与市场定位；产品；定价；渠道；促销；市场营销的

新发展。全面介绍了市场营销相关基础知识。各章内容以

“观点聚焦——案例引入——观点分析”为主线，突出了

市场营销学中各章节的重点和难点，并以简明易懂的案例

为辅线，提高中职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中等职业教育经济管理类课程规划教材

国际贸易基础知识

主编：李秀玉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055-9

定价：27.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1章：导论；国际分工；世界市

场；对外贸易政策；关税措施；非关税壁垒措施；鼓励出

口和出口管制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经营；国际服

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世界贸易组织（WTO）。

国际贸易实务

主编：李雪华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5162-4

定价：36.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12章：绪论；商品的名称和品

质；商品的数量与包装；国际贸易术语；商品的价格；货

物的交付；货物运输保险；货款的收付；贸易纠纷的预防

与处理；交易磋商与签订合同；进出口合同的履行；国际

贸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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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歌曲弹唱

主编：蒋莉、潘晓华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34-6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分7个项目：大调式幼儿歌曲的
编配；小调式幼儿歌曲的编配；不同伴奏音型在幼儿歌
曲弹唱中的运用；无旋律伴奏音型在幼儿歌曲弹唱中的运
用；幼儿歌曲弹唱的前奏、间奏和尾声；民族调式幼儿歌
曲的编配；幼儿歌曲弹唱的综合实践训练。

视唱

主编：张冠男、蒋莉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33-9
定价：40.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3章：无升降号调的视唱及基本
节奏、节拍训练；带有升降号调的视唱及基本节奏、节拍
训练；简谱视唱与带词视唱

幼儿园手工设计与制作

主编：张玉玲、蒋莉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7841-6
定价：49.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分8个项目：剪纸设计与制造；
染纸设计与制作；折纸设计与制作；泥的设计与制作；废
旧物造型设计与制作；半立体装饰画设计与制作；玩教具
设计与制作；幼儿园环境装饰设计与制作。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

主编：张莉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35-3
定价：30.8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分为9章：人体概述；学前儿童
生理解剖特点与保健；学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评价；学前
儿童的心理健康；学前儿童的营养与膳食卫生；学前儿童
疾病及预防；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托幼机构的安全管
理；托幼机构的环境卫生管理。

中等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类课程规划教材

中等职业教育文秘类课程规划教材

文秘基于工作过程情景综合实训

主编：李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开本：16开  ISBN：978-7-5611-9847-6
定价：31.00元

内容简介：本教材共5篇：办公室日常事务管理篇；办公室常用应
用文拟写篇；文书处理及档案管理篇；会务服务篇；客户服务篇。办公
室日常事务管理篇分为8个岗位任务：办公室环境管理；接待来访；接
打电话；信件处理；领导公务活动安排；印章的管理；沟通与协调；信
息的收集处理。办公室常用应用文拟写篇分为3个岗位任务：事务类应
用文拟写；行政公文拟写；经济类应用文拟写。文书处理及档案管理篇
分为4个岗位任务：收文的处理；发文的处理；临时文件的处理；归档
文件的处理。会务服务篇分为3个岗位任务：小型会议的承办与服务；
中型会议的承办与服务；大型会议的承办与服务。客户服务篇分为2个
岗位任务：Callcenter服务技巧；银行引导员服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