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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教 理 论

更多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详见 P.45-P.46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上海市教委开发和修订了《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网络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标准》等9个专业
教学标准。《标准》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注重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培育；
以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有机融入“1+X”证书制度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标准，合
理吸收教育部相关专业教学标准、上海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和“双证融通”改革的成果。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上海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服务上海“四大品牌”
建设，构建适应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满足行业发展需求，上海
市教委教研室组织相关中职学校和高等院校，联合行业企业专家成
立项目组，对22个中高职贯通专业的教学实施方案、课程标准等主
要专业教学文件进行了集中汇编。

　　本书探索了职业教育国家专
业教学标准建设中的理论与方
法，主要从国家层面专业教学标
准建设的意义入手，介绍了开发
的基础理论以及结合十几个专业
大类展开的开发技术规范，并解
析了依据标准制定相应课程建设
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完整的基于
国家标准的职教课程建设方案理
论探索。

　　本书聚焦项目课程的理
论与实践，梳理项目课程的
内涵，详细地解构了整个开
发的全过程，并以丰富的第
一手案例支撑每一步工作流
程，有助于教师加深对新课
程理念的理解，是一本能及
时、有效地满足目前职教教
师对于项目课程开发技术需
求的参考书。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全新修订版（9个专业）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标准（22个专业）

作者：徐国庆 作者：徐国庆

作者：蔡　跃

职业教育活页式教材开发指导手册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职业教育项目课程

　　国内第一本活页式教材开发指导手册。全面梳理和呈现活页式教材的开
发流程，对如何遴选活页式教材的内容、如何进行活页式教材结构的设计等
进行了详细阐述。材料详实、操作性强，并附有大量案例，适合各级各类职
业院校教师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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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课（一）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英语一
（第四版）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8.00 5675-3466-7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20.00 5675-3467-4

英语二
（第四版）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9.00 5675-4266-2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25.00 5675-4268-6

英语三
（第四版）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9.80 5675-5167-1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23.00 5675-5165-7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一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8.00 5675-2083-7 PPT/教学素材
/模拟卷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6.00 5675-2081-3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二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9.80 5675-2782-9 PPT/电子教案

/模拟卷/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5.00 5675-2784-3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三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9.80 5675-3858-0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模拟卷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9.00 5675-3859-7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四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29.00 5675-4596-0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模拟卷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7.00 5675-4598-4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五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31.00 5675-5447-4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模拟卷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5.00 5675-5445-0

英语
（中高职贯通）
（第六册）

　课本（彩色）

邹为诚

34.00 5675-5879-3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模拟卷 　习题集 15.00 5675-5880-9

英语口语 　课本（彩色）

　　　（附光盘）
谢永业
李　术

20.00 5675-2170-4 参考答案

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英语学业水平考试
模拟试卷（第四版）

本书编写组 45.00 5760-0295-9 录音/答案

英语专项练习 习题册 本书编写组 38.50 5675-6586-9 录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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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课（二）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数学（第一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3.00 5675-3641-8

PPT/答案
 学业水平同步测 12.00 5675-3642-5

数学（第二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5.00 5675-4573-1

 学业水平同步测 15.00 5675-4575-5

数学（第三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0.00 5675-5581-5

答案
学业水平同步测 16.00 5675-5690-4

数学（中高职贯通）

　　（第一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8.00 5675-2127-8

PPT/参考答案
 习题集 13.00 5675-2128-5

数学（中高职贯通）

　　（第二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7.00 5675-3223-6

PPT/参考答案
 习题集 12.00 5675-3224-3

数学（中高职贯通）

　　（第三册）

 课本（彩色）

诸建平
26.00 5675-3861-0

PPT/答案
 习题集 12.00 5675-3862-7

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数学学业
水平考试模拟试卷（第三版）

本书编写组 30.00 5675-8046-6

信息技术基础
 课本（第六版/彩色） 任友群 35.00 5675-3479-7 PPT/电子素材

/电子教案 学习指导（第十版） 本书编写组 23.00 5675-3480-3

信息技术基础
 课本（彩色）

刘载兴
43.00 5675-6253-0

PPT/电子素材
 学习指导

计算机文字录入
（第三版）

 课本（双色） 沙　申 15.00 5617-4410-9 PPT/教学素材

信息技术  课本 黄培忠 45.00 5760-1727-4 PPT/视频
/素材/答案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综合模拟测验 黄培忠 （估）20.00

大学信息基础
（第二版）

 课本

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组编

59.00 5760-0695-7 PPT/素材/微课

数据分析与可视
化实践（第二版）

 课本 52.00 5760-0696-4 PPT/素材/微课

数字媒体基础与
实践（第二版）

 课本 52.00 5760-0694-0 PPT/素材/微课

人工智能基础  课本 55.00 5760-1277-4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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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艺术——音乐鉴赏与
实践（微课版）

课本（彩色） 余丹红 32.00 5760-1764-9
PPT/电子教案
/视听资源
/样课视频

艺术——美术鉴赏与
实践（微课版）

课本（彩色） 顾　平 34.80 5760-1765-6
PPT/电子教案
/视听资源

安全教育指导与实践 课本（彩色） 雷思明 23.00 5675-1360-0
PPT/

二维码资源

礼仪与生活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邓丽萍 14.00 5617-6900-3

PPT/教学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视频

环保与生活 课本（彩色） 邢鼎生 18.00 5617-7873-9

素材光盘
免费索取

（内含视频、
游戏、PPT等）
/教师手册

人际沟通与礼仪
（第四版）

课本（双色） 姜晓敏 21.00 5675-5443-6 PPT/教师手册

公共关系基础 课本（双色） 张云 22.00 5675-0495-0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生涯规划
（第三版）

课本（彩色）
钱景舫

19.00 5617-4394-2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学习指导  8.00 5617-4395-9

口语交际能力训练 课本（双色） 陈慧娟 26.00 5675-3209-0

公共基础课（一）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艺术

第一乐章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

　　　　　回闻——音乐及其要素与属性

　　　　  1.缪斯的语言　 2.音乐的力量

第二乐章　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

　　　　　遍彻——人声的分类与组合

　　　　  3.自然的回响　 4.激情的歌唱

第三乐章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

　　　　　洛城——器乐的分类与组合

　　　　  5.庞大的家族　 6.宏伟的交响

第四乐章　舞势随风散复收，歌声似磬韵

　　　　　还幽——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

　　　　  7.和谐的律动　 8.咏唱的戏剧

练习与测评

　　《艺术——音乐鉴赏与实践》作为

中职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材，是根据中职学生

的前期学习基础与认知能力编写的。教材的

设计别具匠心，在颇具人文背景的标题下，

将音乐知识在选择的鉴赏作品中以隐性的方

式体现，并以“知识百科”栏目作为载体穿插

于正文中。每节还设计了大量可供教师自主

选择的课程实践活动，以及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的拓展思考内容，在使用本教材时，可以

根据实际教学情况来选用实践部分的内容。

在全书四个单元的教学内容之后，是根据各

单元课程目标和内容设计编写的“练习与测

评”，可用于对本课程学习的学业评估。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标注 　 为“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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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美术鉴赏与实践》重点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目标”的相关要求，

在内容选择上以“基础模块”为主，兼及“拓展模块”，注意中外美术资源与日常生活审美在

教材中的比例设定，尤其强调了“艺术感知”“审美判断”与“文化理解”的有效结合，适当通

过“实践”激发学生的创意表达。为了突出“鉴赏”的效应，本教材针对每个单元的主题特别

选择了五幅经典作品展开深度感知，意在激活学生对作品的自我欣赏，形成审美判断的经

验，从而提升审美感知力。教材配有PPT课件（包含全书作品图片）、54个微课视频。

第一篇章 中国视觉艺术之美 

第一单元　中国绘画艺术之美 

第二单元　中国书法艺术之美 

第三单元　中国工艺与雕塑艺术之美 

第四单元　中国建筑艺术之美 

第二篇章 西方视觉艺术之美 

第五单元　西方传统绘画艺术之美 

第六单元　西方雕塑艺术之美 

第七单元　西方建筑艺术之美 

第三篇章 日常生活之美 

第八单元　摄影艺术之美 

第九单元　环境艺术之美 

第十单元　自我修饰与美化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艺术

礼仪基础篇

第一章　五千年华夏之“礼”

第二章　各国民族礼仪初体验

校园礼仪篇

第三章　在交往中提升礼仪修养

第四章　看！我们出色的公众形象

职场礼仪篇

第五章　让我们成为彬彬有礼的现代职场人

第六章　走进职场之仪容仪表

第七章　走进职场之沟通技巧

第八章　走进职场之优雅礼节

　　《礼仪与生活》（第二版）从礼仪概

况、学校礼仪和职场礼仪三个方面入手。全书

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叙述详略有致；编写体

例生动活泼，以小故事或者小活动导入每课

的知识点，引起学生兴趣，并在教学过程中

穿插一些小活动，活跃课堂气氛。

　　具体栏目为：小组时间、礼仪行动、充电

站、听故事、学礼仪、小贴士。

　　本书配套教师手册含视频教学光盘。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礼仪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沟通

　　《人际沟通与礼仪》（第四版）不同于

传统理论型教材枯燥乏味的说教模式，以小

故事大道理的形式呈现，文字生动、形式活

泼。本书旨在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礼仪素

养，使学生与父母、同学、老师快乐相处,当学

生踏上工作岗位时，它又能使学生与领导、同

事和谐相处。

　　第四版：更新大量案例，新增网络社交

礼仪。

第一章　沟通——开启成功的钥匙

第二章　塑造有效的沟通风格 

第三章　举止得体让你更具风采     

第四章　成就沟通的素养 

第五章　让自己更受欢迎

第六章　应对自如，驰骋职场 

第七章　双赢解决冲突问题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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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就业设计（第三版） 课本（双色） 刘德恩 32.00 5675-5104-6 PPT/教师手册

传统文化与人生 课本（双色）
陈引驰
王希明

38.00 5675-8688-8

传统文化阅读
与鉴赏

课本（双色）
陈引驰
陶　磊

39.00 5675-9012-0 PPT

如何成功创办一个
小企业（第三版）

课本（双色）
北京光华
慈善基金会

19.00 5617-6307-0 教师手册

心理健康
（第三版）

课本（双色）

边玉芳
21.00 5617-4144-3

PPT/教师手册
学习指导  9.80 5617-5225-8

学写常用应用文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陈秀艳
24.00 5617-7708-4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习题集 13.00 5617-7938-5

职场应用文读写 课本（双色） 张文萍 27.00 5675-3487-2

硬笔书写（第三版） 课本 项守信 13.00 5617-5832-8 教学建议

硬笔书写练习（第三版） 练习册（双色） 项守信 11.90 5617-5446-7

体育与健康 课本（彩色）
王　跃
王　晖

25.00 5675-0550-6

青年理财 课本（彩色） JA中国 24.00 5675-1928-2

公共基础课（二）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

第一章　现在，积极面对你的事业

第二章　发掘自我的宝藏

第三章　谋划生涯发展路径

第四章　坦然从学校走到职场

第五章　创业设计：成长为创业型

　　　　人才

　　《就业设计》（第三版）是供职业院

校学生认识自我，掌握就业设计技能的教学

用书。

　　本书通过各种生动有趣的活动和案例，

深入浅出地进行说明，帮助学生认识自我特

点，提升自己的信心，激发学生进行就业设

计的热情。本书文字浅显易懂，形式生动活

泼，适合职业院校学生使用。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就业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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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传统文化

第一单元  哲学与人生

第二单元  科技与人生

第三单元  文学与人生

第四单元  艺术与人生

第五单元  日常生活与人生

第六单元  政治经济与人生

　　《传统文化与人生》以中国传统文化

精髓为主体，精选经典篇目，简要讲解中国传

统哲学、科技、古诗词、文学、书法、小说、美

术、音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广博的知识，并

与人生相结合，在阐述中体现人生智慧、提升

人生素养。

　　《心理健康》（第三版）是专为中职学

生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旨在让学生学会

处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学到成

长所需要的经验，而不是让学生掌握专业的心

理学概念。

卷首课　　全班一家亲

第一单元　面对我自己

第二单元　缘分的天空

第三单元　学习时光

第四单元　让好心情做主

第五单元　舞动的青春

第六单元　心中的天平

第七单元　天生我才必有用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健康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学写

　　《学写常用应用文》（第二版）以边学边练的方

式，教授学生常用应用文的写作方法，由贴近生活的情境

引入不同的应用文种类。本书尽可能少涉及深奥的理论

知识，注重实际写作技能与技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质和实用工作技能。

　　内容包括：请假条、留言条、介绍信、证明信、简历、

聘书、申请书、寻物启事、征文启事、商品说明书、海报、

欢迎词、计划、总结、通知、请示等。每个文种由情景描

述、学写活动、学写向导、学写提示、案例点击、典型词

句、写作实训、创意写作八个模块组成。

一　请假条 

二　留言条  

三　托人办事条  

四　借条

五　一般书信 

六　表扬信  

七　感谢信   

八　介绍信

九　证明信 

十　求职信（自荐信）

……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阅读与鉴赏》以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名篇为范例，分为哲学与科学、文学

与艺术、生活与民俗、政治与经济四个大方面，

和诗、词、儒家、道家、法家、医药、技术等25个

小类，引导青少年进行阅读与鉴赏，并汲取优

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升华思想道德情操，培养

其阅读理解的能力，提升各方面的语文素养和

审美能力。

第一部分　哲学与科技

1.儒家 2.墨家 3.道家 4.法家 

5.医药 6.技术

第二部分　文学与艺术

7.诗 8.词 9.散文 10.小说 

11.戏曲 12.音乐 13.书画

第三部分　生活与民俗

14.家园 15.饮食 16.交游 

17.节庆 18.婚姻 19.丧葬

第四部分　政治与经济

20.国家 21.选举 22.刑法 

23.战争 24.生产 25.商业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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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基础会计
（第五版）

　课本（彩色）

励  丹
29.00 5675-5163-3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22.00 5675-5164-0

财务会计
（第六版）

　课本（双色）

陈志红
31.00 5675-7684-1

PPT/资料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8.00 5675-7685-8

成本会计
（第五版）

　课本（双色）

蒋耀琴
29.00 5675-5238-8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6.00 5675-5181-7

银行会计
（第二版）

　课本（双色）

吴跃春
22.90 5617-7459-5

PPT/教师手册
　习题集 10.30 5617-7939-2

纳税实务
（第二版）

　课本（双色）

蒋耀琴

25.00 5675-7703-9 PPT/电子教案
/参考答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22.00 5675-9153-0

成本会计实务
　课本（双色）

卓茂荣
张惠琴

22.00 5675-1376-1
PPT/答案

　习题集 15.00 5675-1633-5

商贸财经类（一）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会计

会计系列教材推荐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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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会计实务》是一门理论性和实

践性有机结合，并突出实践性的会计专业课

程。本书以新会计准则体系为指导，以中小

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会计业务为载体，系统

介绍了成本会计核算与监督的基本理论、主

要方法、辅助方法、操作技巧等。本书具有

三大特色：

　　第一,任务驱动、高度仿真。第二，理实

一体、可理解性强。第三，突破创新，独树

一帜。

　　《纳税实务》（第二版）是职业教育商

贸、财经专业的教学用书。作为职业学校会计

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纳税实务既是一门融

税收法规制度和会计核算为一体、专业性较强

的课程，也是一门具有时代感、与我们日常经

济生活息息相关的课程。第二版以2019年最新

出台的关于增值税、所得税的税法及相关细则

为依据，沿袭了初版的内容展现方式进行了内

容的修订，力争使教材内容紧跟时代，不与实

际情况脱节，体现了与时俱进。本书在编写过

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结合相关

课程的教学要求，对知识点的阐述力求由浅入

深，符合教学实际。

项目一 初识成本会计

项目二 了解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

项目三 要素费用的模拟核算

项目四 辅助生产费用的模拟核算

项目五 制造费用的模拟核算

项目六 生产损失的模拟核算

项目七 分配生产费用的模拟核算

项目八 品种法的模拟核算

项目九 分批法的模拟核算

项目十 分步法的模拟核算

项目十一 辅助方法的模拟核算项目

项目十二 产品成本报表的模拟编制与分析

第一章　纳税实务总论

第二章　增值税

第三章　消费税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

第六章　其他税种

第七章　税务纳税申报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会计实务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银行会计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纳税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银行会计》（第二版）本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为依据，并参考了《专业教学标准》中相关课程改革的先进思想，按

银行会计岗位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及基本要求，结合当前职业院校的认知特

点进行编写的。

第一章　银行会计提供信息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银行会计核算的基本原理

第三章　会计凭证的填制与传递

第四章　会计账簿和账务处理程序

第五章　银行出纳往来业务处理

第六章　银行柜员间的业务调剂

第七章　对公存款业务的核算

第八章　对私存款业务的核算

第九章　商业银行贷款和贴现业务

        的核算

第十章　支付结算业务的核算

第十一章　联行往来的核算

第十二章　同业往来业务的核算

第十三章　外汇存贷款业务的核算



·10·

商贸财经类（二）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出纳岗位实务（第二版）  课本（双色） 杨春英 18.70 5617-5702-4
PPT/教学建议
/参考答案

会计岗位实务（第二版）

 课本（双色）

吕福智
26.00 5617-5762-8

PPT/答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1.00 5617-6113-7

会计岗位模拟实训（第二版）  课本 吕福智 17.60 5617-5842-7 参考答案

会计制单  课本（双色） 陈志红 16.00 5675-0917-7

珠算与点钞（第二版）  课本（双色） 张方镇 13.60 5617-6214-1 PPT/教学建议

珠算天天练（第二版）  练习册 张方镇 19.80 5617-5448-1 参考答案

账簿书写（第二版）  练习册（双色） 励  丹  6.80 5617-5901-1 教学建议

硬笔天天练——财经篇  练习册（双色） 严卫平 29.00 5675-2700-3

财经基本技能  课本（双色）
陈海庆
宋新波

35.80 5675-7424-3 课件

岗位实训类教材

　　本套教材是以职业活动为导向，在对市场作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会计岗位工作

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围绕会计工作岗位任职人员所需知识和职业能力进行构思和编写的岗位

技能操作型教材。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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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算天天练》（第二版）符合珠算技术等级鉴定考试的要求，内容涵盖了普通五

级至普通一级的各类珠算习题。

● 本书共设有115套习题，采用上下翻页、压齿印装订方式，可随意撕取、灵活选择使用

● 采用计时练习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时使用“等级习题”或“等级鉴定模拟习题”，并

　及时批阅，以了解本次或本阶段练习的效果

● 为提高学生操练技能的热情，可采用“等级综合习题”或“等级鉴定模拟习题”的方

　 式不定期地举行学生技能竞赛，并在期末开展技术等级考核

　　《财经基本技能》一书的内容体现了财经商

贸类学生所需掌握的商贸通用能力。学生通过学习

本书，能够掌握财经数字的书写、点钞方法、支付

结算、企业成立与日常经营、增值税和所得税计

算、投资与理财、会计报表认知等若干财经基本技

能，具备商贸流通人员的基本业务素质，达到商贸

流通类基层工作岗位的财经基本技能要求。

模块一　会计岗位实务总论

模块二　往来结算岗位

模块三　存货核算岗位

模块四　固定资产核算岗位

模块五　薪酬核算岗位

模块六　资金核算岗位

模块七　财务成果核算岗位

模块八　稽核岗位

模块九　总账报表岗位

模块十　会计档案管理岗位

项目一  财经数字书写  

项目二  人民币真伪辨别与点钞  

项目三  企业成立  

项目四  办理货币资金收付业务  

项目五  采购业务  

项目六  销售业务  

项目七  储存业务  

项目八  投资与理财  

项目九  增值税与所得税  

项目十  财务报表认知  

　　《会计岗位实务》（第二版）一书是通过会计

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围绕会计工作岗位

任职人员所需知识和职业能力进行构思和编写的。

本书在内容编排上，着重突出以下六个特点：

　　一是依据新的会计制度编写；

　　二是体例新颖；

　　三是内容实用；

　　四是结构严谨；

　　五是形式活泼；

　　六是语言精炼流畅。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财经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会计岗位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珠算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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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财经类（三）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财务管理
（第四版）

　课本（双色）

刘顺喜
17.00 5617-4690-5

PPT/教师手册
　习题集  8.00 5617-5206-7

新编税收基础
（第三版）

　课本（双色）

胡越川
49.00 5670-0504-2

PPT/答案
　习题集 （估）22.00 编写中

金融基础
（第二版）

　课本（双色） 裘燕南 18.00 5617-6874-7 PPT/教师手册

财税金融
（第五版）

　课本（双色）

汪正干
39.00 5675-6494-7

电子教案/答案
　习题集 15.00 5675-6495-4

经济法基础
（第五版）

　课本（双色）
马淑芳
王  靖

36.00 5675-9152-3
答案/教师手册

/课件
　习题集

王  靖
马玉敏

14.00 5675-9295-7

初级实用统计方法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陈  强
22.50 5617-5964-6

PPT/教学素材
/教师手册

　习题集  9.20 5617-6277-6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经济法

　　《经济法基础》（第五版）引用了大量生动、

活泼的案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书不仅能使

学生懂法、守法，更能培养学生如何用法。全书设有案

例分析、知识驿站、个案讨论、实训题、测试题、复习思

考题等栏目。第五版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

大幅更新，体现了与时俱进，旨在将教学与学生今后的

实际工作联系得更为紧密。

第一章 经济法概论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第三章 企业法律制度

第四章 市场秩序管理法律制度

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第六章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第七章 税收法律制度

第八章 会计法律制度

第九章 劳动保障法律制度

第十章 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律

       制度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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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税收与税收制度

第二章　增值税

第三章　消费税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

第六章　其他税

　 《新编税收基础》（第三版）是职业教

育商贸、财经类专业适用的基础教材。本书

以国家最新颁布的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

根据教育部有关职业教育税收基础课程教学

的基本要求，结合职校财经管理类专业教学

的特点而设计编写。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税收的基础理

论和基本知识，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和法

规，各种税的征收规定、计税方法和申报纳

税方法。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可

以提高学习者理解、运用和遵守执行国家税

法的水平以及分析、解决税收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将来从事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财务管理概述 

第二章　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 

第三章　资金筹集管理 

第四章　资金成本管理 

第五章　流动资产管理 

第六章　投资管理 

第七章　收入和利润管理 

第八章　财务分析  

　　《财务管理》（第四版）是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中等职业学

校商贸、财经专业教学用书。全书文字通俗

易懂，内容上强化实践、重视能力，与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认知能力和岗位技能要求相适

应。书中每章节内容后还设置了思考与练习

供学生进行操练。

第一章　财政导论 

第二章　政府支出 

第三章　政府收入 

第四章　税收及税收制度 

第五章　对流转额的课税 

第六章　对所得额的课税 

第七章　其他各税 

第八章　金融导入 

第九章　信用、利息与金融工具 

第十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第十一章 金融市场 

第十二章 金融机构体系 

　　《财税金融》（第五版）一书是根据中

等职业学校关于财税金融课程的基本要求，

结合财经类中职中专的教学大纲及特点设计

编写的。本书的编写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 在内容安排上力求淡化理论、强化实践、

重视能力

● 在表现形式上灵活多样，新颖别致，设有

小知识、小资料、小思考等多个栏目

● 文字通俗易懂，对重要概念的表述尽可能

精炼、通俗、易懂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新编税收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财务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财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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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市场营销基础
（第三版）

 课本（双色）
孙天福

20.00 5617-4594-6
PPT/电子教案

 习题集 11.50 5617-9684-9

消费心理学
（第四版）

 课本（双色）
刘永芳

33.00 5760-3181-2
PPT/教师手册

 习题集  6.00 5675-2839-0

企业管理基础
（第四版）

 课本（双色） 龚卫星 36.00 5675-7421-2 PPT/教师手册

商务应用文写作
（第四版）

 课本（双色） 乔  刚 24.00 5617-4249-5 PPT/教师手册

商业概论（第三版）  课本（双色） 李  富 25.00 5617-5288-3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商业经营实务
（第三版）

 课本（双色） 王志伟 29.00 5617-5301-9 PPT/教师手册

商贸财经类（四）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营销环境与营销观念

第三章　市场调研与市场预测 

第四章　STP战略

第五章　产品策略

第六章　定价策略  

第七章　渠道策略

第八章　促销策略    

第九章　公关与权力营销

第十章　营销战略和营销管理过程 

　　《市场营销基础》（第三版）是商贸财经

类专业的入门教材，主要介绍营销绪论、营销

环境与营销观念、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STP

战略、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

策略、公关策略和权利营销等。本教材每章卷

首都有一个案例，并设计了趣味讨论、课堂练

习、要点警句、案例讨论、本章汇总等栏目。

第三版教材更新并增加了大量用于课堂讨论的

小案例；将原每章末的课后练习抽出，并进行

题量、题型的扩充，形成配套习题集。

　　《企业管理基础》（第四版）是“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本书在

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思想性、时效性、应用

性、特色性、启发性和规范性，以便于学生学

习。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在每章中

配有大量的案例思考、案例分析，在每章后附

有复习思考题和活动建议，有助于巩固学生的

学习效果，培养学生从事管理工作的职业技

能，从而形成了本教材自身的特色。此次改版

修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企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调整并充实了部分教学内容和章节

中所附的案例思考和案例分析；同时也对原教

材的不妥之处作了改进。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市场营销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企业管理

第一章  企业管理概述

第二章  企业管理原理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四章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第五章  企业营销管理

第六章  企业规划

第七章  企业战略管理

第八章  商贸企业经营过程管理

第九章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管理

第十章  企业财务管理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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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消费心理学ABC

第一章　 消费者如何感知商品

第二章　 消费者就是学习者      

第三章　 如何喜欢你

第四章　 我的需要你可知道    

第五章　 顾客没你想象中的精明

第六章　 当人们聚在一起时

第七章　 品牌盛典 

第八章　 无声的“推销员” 

第九章　 商品价格心理 

第十章　 商业广告全攻略 

第十一章 营销实战

第一章  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章  商业要素与商品

第三章  商品市场

第四章  商业经营业态

第五章  商业经营活动

第六章  商业交易方式

第七章  商业连锁经营

第八章  市场营销策略

第九章  商业自动化与电子商务

第十章  商业人力资源管理

　　《消费心理学》（第四版）以消费心理学

的理论为基础，围绕消费活动中的三个要素

（消费者、消费决策与行为、商品）展开论

述。内容涉及消费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消费者

的一般心理过程、个体和群体消费决策与行

为、商品及营销中的心理现象等。全书设有学

习目标、实战攻略、名人点击、小贴士、研究

之窗、本章关键词、思考题、案例分析、活动

任务等栏目。第四版主要做了以下修订工作：

①更新有关网络消费心理的相关内容；②更新

插图；③更新案例；④更新数据；⑤补充参考

资料来源。

　　《商业概论》（第三版）是商业领域的

入门教材。作者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结合商

业领域的发展动态，以简明易懂的文字阐述了

商业的基本知识。在内容上力求观点正确、概

念清晰，形式上力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让

学生既学到了知识，也陶冶了情操。

    第三版的修订主要更换了部分陈旧的案

例，并对一些知识点进行了补充。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消费心理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商业概论

第一章　开店规划

第二章　投资分析与开店登记

第三章　商店设计

第四章　商品采购

第五章　商品陈列

第六章　商品销售

第七章　商店的组织和服务管理

第八章　商店的财务与日常作业管理

第九章　商店的发展与危机应对

　　《商业经营实务》（第三版）是职业

学校商贸、财经类专业的教学用书。

　　本书坚持“实用、够用”的原则，运用

了大量图片、图表，形象生动。教材注重实

践教学，安排了适量的实地调查、模拟操

作、课堂讨论等实训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的

职业岗位能力和实践能力。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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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财经类（五）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国际贸易概论
（第四版）

　课本（双色）
何民乐

35.00 5675-7323-9 PPT/教师手册
/电子教案/答案　习题集  15.00 5675-7324-6

国际贸易实务
（第四版）

　课本（双色）
李小可

37.00 5675-7321-5 PPT/教学参考
/答案　习题集 20.00 5675-7322-2

国际商务英语函电 　课本（双色） 沙　佩 20.00 5675-0049-5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Excel在外贸中的应用
　课本（双色）
             （附光盘）

王　丁 21.80 5617-6776-4 教参/答案

连锁经营管理实务  课本（双色） 童宏祥 20.00 5675-0611-4 PPT/教师手册

门店运营与管理  课本（彩色） 王　翎 39.00 5675-3679-1
PPT/电子教案

/答案

◆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国际贸易实务》（第四版）是教育部职成司推荐教材，内容编排符合职业教育

财经商贸类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需求，集合了作者长期从事外贸实务的教学经验，集

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于一身。第四版尽可能选用最新的知识体系和最新的经济信息，使

课堂教学能够更好地贴近当前国际贸易的实际。

　　《国际贸易概论》（第四版）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职业教育财

经商贸类专业的教学用书。第四版选用最新的经济信息，用简明系统的知识体系，介绍国际贸易的

基本理论、政策及其措施等内容。通过导入案例，趣味案例、小资料，小思考、小知识等栏目，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眼界，创新思维。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进出口贸易交易前的准备

第三章　进出口贸易的交易条件(一)

第四章　进出口贸易的交易条件(二)

第五章　进出口贸易的交易条件(三)

第六章　进出口贸易货款的收付

第七章　进出口贸易纠纷的预防和处理

第一章  国际贸易引论

第二章  国际分工

第三章  世界市场

第四章  地区经济一体化

第五章  跨国公司

第六章  国际贸易政策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第八章　进出口贸易合同的磋商与签订

第九章　进出口贸易合同的履行

第十章　出口许可证、货运单证、产

　　　　地证书和保险单证的缮制

第十一章　出口货物报检单、报关单、

　　　　　装运

第十二章　进口贸易单证的制作

第七章  关税及非关税措施

第八章  国际贸易协定和组织

第九章  国际服务贸易

第十章  国际技术贸易

第十一章  中国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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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货代类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现代物流基础
（第二版）

　课本（双色） 刘淑萍 27.00 5617-5420-7 PPT/教师手册

物流业务流程
　课本（双色）

陈百建
22.90 5617-8739-7 PPT/实训素材

/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7.30 5617-9017-5

物流单证制作实务
　课本（双色）

谢丽芳
27.00 5675-2111-7 答案/电子教案

/PPT　习题集 16.00 5675-3133-8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上册）（第二版）

　课本（双色）
张艰伟
戴　华

19.00 5617-7161-7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5.00 5617-7432-8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下册）（第二版）

　课本（双色）
张艰伟
戴　华

21.00 5617-7901-9
PPT/教师手册

　习题集 18.00 5617-8031-2

仓储与配送实务

　课本（彩色） 陈雄寅 28.00 5675-0900-9
PPT/电子教案

/答案学习指导
陈雄寅
韦妙花

16.00 5675-4916-6

仓储作业与实训
　课本（双色）

陈百建
29.00 5675-0814-9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0.00 5675-1609-0

叉车操作实务 　课本（双色） 彭宏春 33.00 5675-3285-4 PPT

陆运货代业务操作 课本（双色） 王玉芹 36.00 5675-4078-1
二维码资源

海运货代业务操作 课本（双色） 李　莎 38.00 5675-4067-5

　　《陆运货代业务操作》是上海市教委实施的

“双证融通”物流服务与管理——物流服务师（国际

货代）专业的改革项目成果之一，内容遵循“实践导

向，任务引领”的课程理念，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注重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践行“做中学，学中做”的

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理论

知识，发展其综合职业能力。

项目1　走进陆运世界

项目2　国际公路货代操作

项目3　国际铁路货代操作

项目4　国际快递业务操作

参考答案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陆运
2021年全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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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5617
（ISRC CN）

教学资源

国际商务字符录入
（第二版）

　课本（双色）
沙  申                   
郁小华

15.30 5552-5 教学素材

国际商务法律法规
　课本（双色）

童宏祥
17.40 6340-7

PPT
/教师手册

  习题集  6.00 6488-6

国际贸易业务流程
（第三版）

　课本（双色）

陈志红

（估）20.70 改版中
PPT/素材

  习题集 （估）6.60 改版中

常用国际商务单证制作
（第二版）

　课本（双色）
童宏祥
童莉莉

16.50 5450-4
PPT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3.00 5452-8

国际商务实用英语
（上册）（第三版）

　课本（双色）

　　　（附光盘）

张大成

28.00 5551-8
PPT

/教师手册

国际商务实用英语
（下册）（第三版）

　课本（双色）

　　　（附光盘）
28.00 5902-8

PPT
/教师手册

国际商务专业

　　《国际贸易业务流程》（第三版）是供国际商

务等专业中职学生了解国际贸易业务流程,具备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分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职业能力的教

学用书。

　　本书以就业为导向,对外贸单证、报关报检、货运

代理和国际物流等专门化业务所涵盖的岗位进行任

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以实际工作任务为引领，围绕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分析等基本业务为课程主线，阐述

国际贸易业务流程所涉及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文

字浅显易懂,形式生动活泼，适合中职学生使用。

项目一　初步认识国际贸易

项目二　解读商品品质、

　　　 数量与包装

项目三  解读贸易术语和

　　　 商品价格

项目四  解读商品装运、

　　　 保险、检验与索赔

项目五  解读支付结算

项目六  合同的商订与履行

项目七  办理《加工贸易手册》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业务流程

◆  标注　 为创新示范教材◆  标注　 为创新示范教材



·19·

　　《国际商务实用英语》（第三版）分为上、下两册，供两个学期使用。教材中的贸易

术语、习惯用语及情景口语反复出现，以利于学生加强记忆；书中列有常用业务的标志、

英文缩写及合同单证实样，以利于学生识记；对知识性、指导性的业务知识进行注释或

以小贴士的形式给予补充，以扩大学生的视野。本书是教育部改革创新示范教材。第三

版增补了一些与教材内容紧密相扣的操练题，并根据《Incoterms 2010》对几个贸易术语进

行了更新。

上册目录：

Unit 1：Business Letter Writing
Unit 2：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Unit 3：Enquiries
Unit 4：Offer & Counter Offer 
Unit 5：Payment
Unit 6：Shipment
Unit 7：Insurance
Unit 8：Complaint & Claim
Unit 9：Agencies

Unit 10：Preamble of a Contract
Unit 11：Quantity & Packing Clauses  
Unit 12：Price Clauses
Unit 13：Shipment Clauses 
Unit 14：Insurance Clauses
Unit 15：Payment Clauses 
Unit 16：General Terms,Conditions &
       Witness Clauses

下册目录：

Unit 17：Letter of Credit
Unit 18：Major Types of Letter of Credit
Unit 19：Comments 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Credit
Unit 20：Ocean Shipping Documents
Unit 21：Major Types of Documents
Unit 22：Marine Bill of Lading
Unit 23：Types of Marine Bill of Lading
Unit 24：Bill of Exchange

Unit 25：Talking About Companies
Unit 26：Talking About Jobs and

Responsibilities
Unit 27：Around the Office
Unit 28：Products
Unit 29：Working Together
Unit 30：Marketing
Unit 31：Finance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实用英语

　　《常用国际商务单证制作》（第二版）

以任务引领，让学生在进出口贸易业务的模拟情

景下，通过单证的缮制和业务的处理，从实践中

掌握国际商务单证制作的知识和技能。本书表

现形式灵活多样、新颖别致，有配套习题集和教

师手册。第二版在体例上突出进出口贸易履行的

过程，以信用证、电汇支付方式为项目，结合江

海与航空货物运输方式，按照实际工作情境组

织课程内容。

项目一　出口贸易信用证支付方式

　　　　下的单证缮制
任务一  签订出口贸易合同

任务二　出口商审核信用证

任务三　出口商备货及单证缮制

任务四　出口商申领许可证及单证缮制

任务五　出口商办理订舱及单证缮制

任务六　出口商委托报检、报关及单证缮制

任务七　出口商办理保险手续及单证缮制

任务八　出口商确认提单及装运通知缮制

任务九　出口商办理交单结汇及单证缮制

……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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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电子商务实务 　课本（彩色） 金莉萍 39.80 5675-6870-9
PPT/电子教案

/平台

电子商务物流实务 　课本（彩色） 陈雄寅 29.80 5675-7581-3 PPT/电子教案

电子商务
——原理与实务(第三版) 

　课本（双色） 詹  宏 22.50 5617-4392-8
PPT/电子素材
/参考答案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课本（双色） 金莉萍 30.00 5675-1634-2 PPT/电子教案

电子商务商品信息采编 　课本（彩色） 金莉萍 37.00 5675-4331-7
PPT/电子教案

/平台

电子商务创业教程
——跟着案例学创业

　课本（彩色） 汪　婙 39.80 5675-7402-1 PPT

网络营销 　课本（双色） 金莉萍 35.00 5675-7727-5
PPT/平台/答案

/电子教案

网店经营 　课本（双色） 夏冬英 44.20 5675-7934-7 平台/答案

电子商务客户服务 　课本（双色） 蔡　燕 29.00 5675-9107-3

移动电子商务基础 　课本（双色） 李怀恩 35.00 5675-9097-7 PPT

电子商务客户服务 　课本（双色） 孟　彧 32.00 5675-7196-9 PPT/电子教案
/平台/答案电子商务运营实务 　课本（双色） 孙天慧 32.80 5675-7238-6

商品信息采编
——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课本（彩色） 孙天慧 32.80 5675-7471-7 PPT/平台

网络营销 　课本（双色） 李贞等 36.00 5675-8001-5 PPT/平台

直播电商运营实务 　课本（双色） 金莉萍 编写中 PPT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运用 　课本（双色） 孟　彧 编写中 PPT

◆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电子商务实务》注重“讲、学、做”的统一

协调，以商派的软件为教学平台，进行案例实训教

学。从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及大学生创业需求出

发，注重对最新的互联网经营成功案例的分析，结

合互联网知识和学生网上创业所需的相关技能，体

现实践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特点，采用模块化

的方法组织教学内容，以知识单元为依据构建学习

项目，每个任务后配有任务评价，总结知识点，回

顾学习情况。

项目一  电子商务网店建设

项目二  电子商务网店客服

项目三  电子商务网店营销

项目四  电子商务网店仓储与物流

项目五  电子商务商品信息管理

项目六  电子商务大数据运营

项目七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项目八　电子商务运营财务管理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电子商务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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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物流实务》是基于任务驱动和工作过程的流程进行编写的，将电商物流

相关岗位的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任务，实现“岗位导向，任务驱动”，体现“工学结合，理实

一体”。内容选取突出典型，注重实务，旨在培养电子商务物流行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和管

理人才。本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展示内容，直观形象地介绍相关知识点和技能点，不仅可以

作为电子商务及物流相关专业课程的教材使用，又可以供相关物流从业人员培训使用。

　　《移动电子商务基础》在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驱动，让学生亲身体验电子商务

实践，实现“做中学，学中做”。根据学生的特点，理论部分以够用为原则，侧重了解移动电商

发展新趋势，开拓学生视野。本书每个项目都设计了移动电子商务实践活动和拓展练习，让

学生充分参与其中，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在内容上结合微商营销热点，引入大

量案例，为读者呈现实用的移动营销与推广方法。

项目一  电子商务与物流新模式

项目二  移动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项目三  电商平台物流模板及公告制作

项目四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项目一  移动电子商务概述

项目二  移动电子商务技术

项目三  移动营销概述

项目四  移动营销策略与方法

项目五  微店运营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物流实务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移动

项目五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仓储管理

项目六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快递业务

项目七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型物流

参考资料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    校企合作，以任务引领模式并根据企业实际

工作任务设计教学任务，技能操作与岗位要

求紧密结合，实现课堂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    基于生活中常见案例创建任务过程，案例具

有亲近感。

●    大量工作情境配图，直观易懂。

●    配有高品质PPT课件、电子教案。

●    免费提供操作平台——ECstore v2.0系统。

您可以登录http://yujingedu.mikecrm.com/

fznTprG ，点击所选用教材下方的“申请”

按钮并填写相关信息，会有专人为您开通教

学使用账号。

本系列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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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营销核算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网络营销

营销专业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营销核算实务 　课本（双色） 刘  青 23.00 5675-4347-8
PPT/电子教案

/答案

商业法律与法规 　课本（双色） 陈  盈 36.00 5675-4349-2
PPT/电子教案

/答案

市场调查 　课本（双色） 胡咏雪 28.00 5675-4348-5 PPT/电子教案

网络营销 课本（双色）
尚万成
黄  燕

20.00 5675-5455-9 PPT

市场营销基础
（第三版）

　课本（双色）
孙天福

20.00 5617-4594-6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　习题集 11.50 5617-9684-9

消费心理学
（第四版）

　课本（双色）
刘永芳

（估）35.00 5760-3181-2
PPT/教师手册

　习题集 6.00 5675-2839-0

门店运营与管理 　课本（彩色） 王　翎 39.00 5675-3679-1
PPT/电子教案

/答案

　　《网络营销》主要以网络营销中的知名案

例为切入点，结合案例进行营销理论知识的介

绍、网络营销方案的分析，并结合实际进行拓展。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能基本了解网络营销相关理

论知识，掌握网络营销相关技能的实际运用。

　　《营销核算实务》是企业营销活动开展的重要工具与手段，本书从两位职业学校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进企业实践活动为起点，按照营销工作活动涉及的核算流程，安排了营销核算认知、收

银核算、台账管理、数据处理、销售报表简析五个项目，准确地体现出市场营销岗位的职业技能要

求。

模块一  网络营销的策划
项目一  明确营销目标

项目二  确定目标客户

项目三  用户平台的选择

模块二  网络营销的实施

项目一  网络广告的运用

项目二  电子邮件营销

项目三  论坛营销的设计

项目四  微博营销的运用

项目五  微信营销的运用

模块三  网络营销的效果监测

项　目  营销目标的确认

项目一  营销核算认知
任务一  营销核算初识

任务二  营销核算财务知识认知

任务三  营销核算指标认知

项目二  收银核算
任务一  备用金清点

任务二  货款结算

任务三  假币甑别

任务四  购货凭证填写

任务五  收银报表填制

◆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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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了解会议工作

项目二　会议前的准备

项目三　会中服务及工作

项目四　会议后的组织工作

项目一　扫描仪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二　打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三　数码复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四　一体化速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五　传真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六　外置存储设备的使用  

项目七　投影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八　数码照相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九　数码摄像机的使用与维护    

项目十　装订机和碎纸机的使用

文秘专业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秘书公关与礼仪 课本（双色） 关　敏 （估）25.00 5675-4997-5

会议实务 课本（双色） 金炳良 21.00 5675-2625-9

常用办公设备使用与维护 课本（双色） 方　辉 35.00 5675-2701-0

应用文写作 课本（双色） 陈　亮 25.00 5675-2795-9

本系列教材为培养在现代化办公环境中从事日常事务处理、信息收集和处理、文书拟写与档案

管理等工作的中等应用型技能人才而编写，教材突破传统的学科体系教学模式，以理工科教材较为

多见的项目式写法编写，图文并茂，案例真实，以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任务为载体，让学生在操作

中学习知识、在学习知识中熟练操作，以完成一个个具体的项目。

　　《会议实务》作为一本适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文

秘专业教材，在理念上定位准确，面向企事业文秘人

员；在内容上与企业文秘工作的流程相吻合，具有可操

作性；编写有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的会务案例，能

增强学生参与感，增设问题情景，增加学生体验的机

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常用办公设备使用与维护》一书在

内容的选择上有所舍取，更多地留取实用操作

部分，减少理论和原理上的教授，以一个个任

务形式呈现具体操作内容，以图代文，学生“看

得懂，做得了”，实现“做中学，学中做”。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办公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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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服务礼仪》编排打破了传统模式，以实习生朱迪在一家星级酒店的实习生活为
线索，以其每一个实习阶段为一篇，每半天的培训内容或者每一个部门的轮岗实习为一个模
块，设计了共计三篇十个模块的内容。
　　书中图片丰富，文字简单易懂，适合中职生的阅读习惯。案例与知识点穿插结合，注重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拓展思考的能力。本书配有视频光盘。

职前培训篇
模块一  酒店服务人员仪容仪表
模块二  酒店服务人员四姿要求
模块三  酒店服务人员常用的表情
模块四  酒店服务人员语言技巧
模块五  肢体语言在酒店服务中的应用
轮岗实习篇
模块六  餐饮部服务礼仪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服务礼仪

旅游服务类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酒店服务礼仪 课本（彩色） 唐　菊 26.00 5617-9698-6
PPT/电子教案

/视频素材/教师手册

餐巾折花艺术 课本（彩色） 沈　瑗 35.00 5617-9819-5
光盘免费索取

（内含PPT/电子教
案/视频素材）

旅游实用英语 课本（双色）（附光盘） 黄惠晖 31.00 5675-2028-8 PPT/答案/电子教案

前厅运营与管理 课本（彩色） 许　彦 26.00 5675-1019-7 PPT

客房运营与管理 课本（彩色） 王玉林 27.00 5675-1109-5 PPT

康乐服务与管理 课本（彩色） 濮佳宁 38.00 5675-5318-7 PPT/电子教案/答案

餐饮服务与管理 课本（彩色） 谢浩萍 35.00 5675-2441-5 PPT

餐饮服务与管理 课本（双色） 王俊峰 33.00 5675-3132-1

中餐服务 课本（彩色） 徐国庆 39.00 5675-5351-4

酒店服务英语 课本（双色）（附光盘）
张　雅
黄　敏

36.00 5675-2244-2 PPT/参考答案

酒店文化 课本（彩色） 赵　历 22.00 5675-3476-6 PPT/电子教案

酒店营销 课本（双色） 李立红 25.00 5675-2738-6 PPT/电子教案

酒店服务综合实训 课本（双色） 黄　芳 19.00 5675-2489-7

模块七  前厅部与客房部服务礼仪
模块八  会务服务礼仪
模块九  销售、公关、行政等人员的商务
　　　　礼仪
礼仪拓展篇
模块十  礼仪无止境，心态须阳光

　　《中餐服务》是花旗集团基金会支持，救助儿童会发起的“成功之翼”外来青少
年职业培训项目成果，编写的最初目的是为社会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它同样也适用于职
校的能力训练课程。为了使教材内容最大限度地体现岗位工作的要求，我们直接把岗位
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作为了教材目录，并把一条职业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来编写
教材。这样，学生在学习完一个模块后，便获得了一条职业能力；所有职业能力叠加在一
起，便是胜任岗位工作的整体能力。

工作任务A-1  托盘
工作任务A-2  摆台
工作任务A-3  折花
工作任务A-4  餐具清洁
工作任务B-1  设备检测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中餐服务

工作任务B-2  餐厅清洁
工作任务B-3  仪容仪表
工作任务B-4  菜单准备
工作任务B-5  毛巾、餐巾准备
工作任务B-6  餐具准备
……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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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ne　Front Office 前厅部 

Section Two　Housekeeping 客房部

Section Three　Food & Beverage 餐饮部

　　《酒店服务英语》以酒店的不同部门(包括 Front Office、 Housekeeping、Food 

and Beverage、Other Services)为模块进行编写，以字、词、句、对话为教学任务，

层层递进。以口头交际功能为主线，强调语言运用，注重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

养。编写素材多源于实际工作场景，紧扣酒店行业特点。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服务英语

　　《餐巾折花艺术》展示了杯花、环花和盆花共100例，全彩印刷，以图片配以

少量文字显示，步骤清晰、直观易学；并对各种花式适用的场合做了说明，可帮助

学生迅速掌握操作技巧，提升服务质量。

　　书的最后附有中西餐桌布置展示，集中展示了多款经典折花花式。

　　为了方便教师的教学活动，本书还配套有：《餐巾折花艺术·教师手册》、

PPT、电子教案、视频教程等。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餐巾折花

Section Four　Other Services 其他服务

Tapescripts

　　《餐饮服务与管理》以餐饮行业岗位需要为导向，以实际

工作中涉及的内容为主线，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有机整合为6个

模块。教材编写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注重行业发展动

态，紧密结合理论与实际，将餐饮知识与行业需求融为一体。

模块一  餐饮知识

模块二  餐前服务

模块三  接待服务

模块四  餐间服务

模块五  餐后服务

模块六  综合实践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餐饮服务

　　《康乐服务与管理》①图片+案例，提升阅读效力：全彩印刷，用最贴近学生的语言

进行讲解；配合丰富的真实案例，让学生在案例情境中提高服务意识。②资料+活动，激发

学习活力：详实的课外背景资料，配合各类服务情境表演和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使其在实践中理解和运用学科知识与服务技巧。③课内+课外，凝聚教学合力：内涵丰

富、形式多样的课内外教学活动设计，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做学结合的精妙设计，

让学生知行合一，提高实践能力。

项目一  认识酒店康乐服务

项目二　学习运动健身类康乐服务项目（网球、保龄球、桌球、高尔夫、游泳等）

项目三　学习休闲娱乐类康乐服务项目（卡拉OK、舞厅、棋牌、酒吧等）

项目四　学习保健养生类康乐服务项目（SPA、桑拿、氧吧等）

项目五　学习酒店康乐项目的管理工作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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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5675

教学资源

图文制作 课本（彩色）
许宝良
黄燕辉

27.00 2142-1
素材

/操作视频

标识制作 课本（彩色）
许宝良
周　强

25.00 2137-7 素材

平面广告设计 课本（彩色）
许宝良
程一炯

38.00 2141-4

立体广告设计 课本（彩色）
许宝良
陆欢欢

20.00 2134-6

　　《标识制作》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式教学的方法

进行编写，秉持着在实践中学习的理念，让学生在“做

中学、学中做”。

　　由于本课程的动手实践特点强，为提高教学效

果，每一步骤都配有现场制作的图片，以便学生更好

理解。

　　本书主要栏目有任务描述、任务准备、任务实施、

知识链接、任务拓展、任务评价、小贴士。

项目一　字牌标识制作      

项目二　导示标识制作         

项目三　灯箱制作

项目四　工艺品开发            

　　《平面广告设计》一书采用实际案例，通过任务形式，使学生掌握VIS设计

的手法和原则，并会设计相应的内容；熟悉平面广告设计的职业设置及岗位特

征；了解平面广告设计行业的职业技能要求，为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VIS

项目一　图形类标志的设计 

项目二　字体类标志的设计 

项目三　图文结合类标志的设计

项目四　标志标准制图及用色规范 

项目五　企业印刷发布字体

　　　　及象征图形设计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平面广告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标识

项目六　企业办公用品、

　　　　公关礼品的设计

海报设计

项目七　公益海报设计 

项目八　商业类海报设计 

项目九　文化类海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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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类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电工基础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钱金法   16.50 5617-5453-5 PPT/教师手册

AutoCAD 2010——机械
绘图实训

课本

吕　润

29.50 5617-9316-9
电子素材/

PPT/电子教案
上机指导 14.50 5617-6738-2

　　《电工基础》（第二版）一书着重介绍电工

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器件的识别、检测、应用，

直流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交流电路的基本分析

方法等基础知识。

　　教材重点突出器件的使用方法和概念的应用

实例，突出知识的实用性。内容叙述力求深入浅

出，将知识点与能力点有机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际应用能力。

　　全书形式编排力求简洁、明快、新颖，以利于

促进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主动性。

第一章　电学基本概念

第二章　电阻   

第三章　串联电路

第四章　并联电路

第五章　直流回路

第六章　电容           

第七章　电感

第八章　暂态特性       

第九章　交流电

第十章　交流电路    

第十一章 交流功率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电工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机械绘图

　　《AutoCAD 2010——机械绘图实训》以项目教学和任务驱动为教学理念，详细

地介绍了使用AutoCAD软件进行机械绘图的必备知识和技巧。本书项目设置合理，总共分为

十二个实训项目，每个项目根据学习目标安排了若干任务，难度由浅入深，注重实用性、技能

性的培养。

实训项目一　AutoCAD界面熟悉与绘图入门

实训项目二　基本二维图形的绘制和编辑

实训项目三　复杂二维图形的绘制和编辑

实训项目四　平面图形综合实训

实训项目五　绘制三视图

实训项目六　绘制机件剖视图

实训项目七　文本的输入与编辑

实验训目八　尺寸标注与编辑

实训项目九　图块的创建和调用

实训项目十　绘制零件图

实训项目十一　绘制装配图

实训项目十二　三维绘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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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修专业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5675

教学资源

汽车文化 课本（彩色） 陆忠东 35.00 5978-3 PPT

汽车机械基础 课本（双色） 姜铁均 39.00 6153-3 PPT

汽车营销实务 课本（彩色）
刘春月
厉　超

39.00 6225-7 PPT/答案

汽车使用与维护 课本（彩色）
沈云鹤
王磊俊

39.80 7622-3 PPT/电子教案

汽车机械系统结构与拆装 课本（彩色）
忻　芸
王伟春

44.90 6916-4 PPT/电子教案

汽车机械系统检修 课本（彩色）
周军伟
秦芹芹

39.80 6915-7 PPT/电子教案

汽车基础电气设备检修 课本（彩色）
陈　翔
周泳敏

39.80 6917-1 PPT/电子教案

汽车车身电气设备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上海景
格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39.80 7661-2

PPT/电子
教案/微课
/答案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45.00 7648-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拆装 课本（彩色微课版） 44.80 7664-3

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38.60 7666-7

汽车维护 课本（彩色微课版） 32.60 7665-0

汽车空调系统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34.80 7662-9

汽车底盘构造与拆装 课本（彩色微课版） 39.90 7667-4

汽车传动系统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29.80 7519-6

汽车行驶、转向与制动系
统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38.80 7663-6

汽车钣金基础 课本（彩色微课版） 上海景
皇科技
有限公
司

35.00 9083-0 PPT/电子教案

汽车钣金基础学习工作页 课本 19.00 9144-8

汽车涂装基础 课本（彩色微课版） 33.80 9082-3 PPT/电子教案

汽车涂装基础学习工作页 课本 20.00 9147-9

汽车英语 课本（彩色）
黄　新
俞　俊

35.00 7867-8 微课视频

　　《汽车维护》以汽车维护为内容，主要包括：车间安全生产管理、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新车PDI检查、车辆5000km维护、车辆40000km维护、其他定期维护6个典型项目。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汽车维护

项目一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

项目二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项目三  新车PDI检查

项目四  车辆5000km维护

项目五  车辆40000km维护

项目六  其他定期维护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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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从高压安全常识、高压系统认知、高压工具和仪器

的使用及新能源汽车事故救援方式入手，介绍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方面的理论知识、

操作规范和注意事项。

项目一  高压安全常识

项目二  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的认知

项目三  高压防护装备的认识与使用

项目四  高压绝缘工具的认识与使用

项目一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基础认知

项目二  常见动力电池结构及应用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动力电池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新能源

项目三  动力电池能量管理

项目四  典型动力电池及能量管理系统应用

项目五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操作规范

项目六  触电急救处理

项目七  新能源汽车事故发生后的救援

　　《动力电池及能量管理技术》主要介绍了动力电池类型、组成、原理和应用，以及能

量管理方面的知识，并以新能源领域应用较多的纯电动汽车比亚迪E5和混合动力汽车丰田普

锐斯的动力电池为典型案例介绍动力电池组成和控制特点。

书  名 全系列16开 主  编 定价
ISBN 

978-7-5760
教学资源

新能源汽车概论 课本（彩色微课版）
刘　淼 
习　璐

32.00 1204-0 PPT/电子教案

动力电池及能量管理技术 课本（彩色微课版）

唐晓丹 
庞晓莉 
吕灶树

38.00 1406-8 PPT/电子教案

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与防护 课本（彩色微课版）
黄经元 
于晨斯

35.00 1399-3 PPT/电子教案

新能源汽车电力电子技术 课本（彩色微课版）
苟春梅 
杨意品

48.00 1564-5 PPT/电子教案

纯电动汽车构造与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扈佩令 
江于飞 
陈友强

52.00 1904-9 PPT/电子教案

混合动力汽车构造与检修 课本（彩色微课版）
崔文一 
林金地

49.00 1911-7 PPT/电子教案

2021年全新上市

2021年全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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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一）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办公软件应用（微课版） 课本 朱维雄 42.00 5675-9697-9 PPT/微课

平面设计
Photoshop CS2（第二版）

课本（彩色）

王  维

32.00 5617-5704-8 PPT/电子素材

平面设计实训
Photoshop CS2（第二版）

上机指导 17.70 5617-5843-4 电子素材

平面设计
Photoshop CS4

课本（彩色） 王　维 42.20 5617-7620-9
PPT/电子素材
/电子教案

平面设计
Photoshop CS6

课本（彩色）

王　维

36.00 5675-0652-7 电子素材

平面设计实训
Photoshop CS6

上机指导 25.00 5675-1153-8 电子素材

平面设计
Illustrator CS5

课本（彩色） 杨土娇 38.00 5617-9822-5 电子素材

二维动画制作
Flash 8.0（第二版）

课本

陆  莹

28.10 5617-5924-0 PPT/电子素材

二维动画制作实训
Flash 8.0（第二版）

上机指导 11.80 5617-6035-2 电子素材

二维动画制作Flash CS5 课本 陆  莹 39.00 5675-2491-0 电子素材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办公软件

　　《办公软件应用》以真实操作项目、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配有47个操作演示视频。

根据一线教师的多年实践和教学经验，从办公人员的实际需求出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

心挑选了14个常用的办公案例项目编写而成。

项目一  Word 文档处理

项目二  电子表格处理

项目三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

项目四  Office 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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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动画制作 Flash 8.0》（第二版）主

要以二维动画制作软件Flash 8.0为介绍对象，遵从

操作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方针，将知识点融入实

际的flash制作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基本

的动画制作技能。本书还配套有《二维动画制作实

训 Flash 8.0》（第二版），供老师选用。

　　《平面设计Photoshop CS6》以Adobe Photoshop CS6为教学软件，以项目教

学和任务驱动为编写原则，任务的设计贴近学生的生活，生动有趣，在吸引学生的同时培养

其实际的操作能力。

第一章　Flash8.0基础知识 

第二章　简单动画 

第三章　绘图工具

第四章　对象的编辑 

第五章　基本动画  

第六章　元件、实例和库

第七章　幻灯片演示文稿  

第八章　声音和视频动画 

第九章　ActionScript 语言 

第十章　ActionScript 进阶

第十一章 组件

第十二章 对象的属性

基础篇

第一章  Photoshop初探  

第二章  图像绘制和修饰  

第三章  图像色调与色彩的调整  

提高篇

第四章  图层和蒙版的应用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Flash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CS6

第五章  滤镜的应用  

第六章  路径的应用  

扩展篇

第七章  通道的应用  

第八章  动画和三维图像  

第九章  Photoshop的自动化操作  

　　《平面设计 Illustrator CS5》由具有丰富平面设

计经验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根据经验总结编写而成，

内容通俗易懂，经典实用。

　　本书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式教学的方法来进行

编写，秉持着在实践中学习的理念，让学生“做中学、

学中做”。全书的8个项目，分别涵盖了Illustrator软件

的基本知识与路径、上色、文字、图层、蒙版、对象变

换、效果、符号、画笔、实时描摹、混合与透视网格等

平面设计中常用的功能。

项目一　基本图形的绘制

项目二　路径的绘制与编辑

项目三　上色的类型与编辑

项目四　文字的编辑与制作

项目五　图层与透明度

项目六　创建效果

项目七　符号与实时描摹

项目八　对象混合与透视网格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Illu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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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二）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数据库

◆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SQLServer 2012》一书将技能、知识和课后实训相结

合，注重做中学、学中做，做到理实一体化。编者具有十多年数据库的一线教学经验，参与中

职上海市相关课程标准编写，曾指导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网页制作
Dreamweaver MX 2004（第三版）

课本 陆  莹 37.40 5617-4712-4 PPT/电子素材

网页制作
Dreamweaver CS3

课本 陆　莹 36.50 5617-7460-1 PPT/电子素材

平面创意设计实例教程
Photoshop+Illustrator

课本（彩色）
王而立
孙　菱 

49.00 5675-2008-0
PPT/电子素材
/电子教案

MG动画制作 课本 阮　毅 编写中 PPT/微课

多媒体技术应用（第二版） 课本（双色）
詹  宏
邵伟琳

22.50 5617-5243-2 PPT/电子素材

多媒体制作技术 课本 裴文俊 36.00 5760-1786-1 PPT/微课

软件开发
Visual Basic 6.0（第三版）

课本
钟一兵
顾  洪

24.10 5617-4499-4
PPT/电子素材

/题库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SQL Server 2012

课本 兰　萍 55.00 5760-1643-7 PPT/微课

计算机文字录入（第三版） 课本（双色） 沙　申 15.00 5617-4410-9
PPT/教学素材
/教学建议

模块一　数据库技术基础

模块二　数据库及表的管理

模块三　数据查询

模块四　索引和视图管理

模块五　SQL程序设计

模块六　数据库完整性与存储过程和触发器

模块七　事务和锁

模块八　数据管理

模块九　数据库设计与关系规范化理论

模块十　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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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三）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计算机网络基础（第二版） 课本（双色） 谢新华 20.00 5617-6872-3 PPT/参考答案

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本 饶　文 （估）42.00 5760-3064-8 PPT/微课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 课本
李锦标

刘桂扬
25.00 5617-9690-0 视频

中小型网站建设与管理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陈圣日 14.80 5617-4858-9
PPT/参考答案

/案例

网络安全技术 课本 张燕燕 （估）50.00 5760-3065-5 PPT/微课

热门工具软件使用指南
（第二版）

课本（双色） 蔡国强 21.50 5617-5184-8 电子教案

信息网络布线 课本（彩色）
贾  璐
彭雪海

58.00 5760-3108-9

3ds Max 9.0——室内设计 课本（彩色）
          （附光盘）

苏　兵 37.80 5617-8225-5
电子教案
/课件/素材

3ds Max 2011（中文版）
——三维设计基础

课本 周　顺 25.00 5675-0051-8
PPT/电子教案
/电子素材

AutoCAD 2014——建筑装饰 课本（双色） 叶家敏 27.00 5675-5701-7
PPT/电子教案

/素材

模块一　建筑物布线

模块二　建筑群布线

模块三　住宅信息网络组建

模块四　智能家居组建

模块五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管理

附　件：《信息网络布线》职业

　　　　能力结构

　　《信息网络布线》依据世界技能大赛的职

业技能标准和评价要求确定内容和每个单元的学习

目标，充分体现教材与世界先进标准的对接，突出

教材的先进性和综合性。教材编写符合学生学习特

点和教学规律，从易到难、从单一到综合，构建起有

利于教与学的教材结构。在工作任务设计上，注重

良好工作习惯的养成，以及全局意识、质量意识、

工匠精神等的培养。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信息网络

◆  标注　 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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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幼儿保育类（一）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课本（彩色） 李晓巍 42.00 5675-7593-6 PPT/电子教案

幼儿卫生与保健（第二版）

（微课版）
课本（彩色） 张　徽 39.80 5675-5099-5

PPT/电子教案
/视频/习题

婴幼儿保教实训与指导 课本（彩色） 曹美华 11.00 5675-2585-6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
（微课版）

课本（彩色） 宋彩虹 45.00 5675-3709-5
PPT/电子教案
/视频/题库

/答案

幼儿园教育活动保育
（微课版）

课本（彩色）
宋彩虹
蔡志刚

49.80 5675-7143-3
PPT/电子教案
/视频/题库

/答案

托幼园所保教工作入门
（微课版）

课本（彩色）
张　静
张艳娟

42.00 5675-7141-9
PPT/电子教案
/答案/视频

学前教育专业保育实习指导
手册（含记录本）

课本（彩色） 张艳娟 35.00 5675-7146-4

学前儿童急症救助与突发事
件应对（微课版）

课本（彩色） 杨　明 49.00 5675-7142-6 PPT/电子教案

学前儿童健康照护（微课版） 课本（彩色） 杨　明 （估）45.00 5675-7144-0

幼儿园教育基础（第二版） 课本（彩色） 张亚军 43.00 5760-0219-5 PPT/电子教案

幼儿园教育基础·同步练 习题集
孙　诚
张亚军

28.00 5675-6832-7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第二版）

课本（双色）
高　敬

42.00 5675-5110-7
PPT/电子教案

习题集 （估）52.00 5675-9355-8

幼儿园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

课本（彩色） 王　潇 39.00 5760-1955-1 PPT/电子教案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张明红 34.00 5760-0221-8 PPT/电子教案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课本（双色） 田金长 46.00 5675-7266-9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张明红 32.00 5760-0223-2 PPT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施　燕 36.00 5760-0222-5 PPT/电子教案

幼儿数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黄　瑾 36.00 5670-0224-9 PPT/电子教案

幼儿英语教育与活动指导 课本（双色） 高　敬 36.00 5675-5201-2
PPT/电子教案

/小资料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黄　瑾
林　琳

38.00 5760-0471-7 PPT/电子教案

幼儿园环境创设 课本（彩色）
袁爱玲
廖　莉

45.00 5675-6483-1 PPT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微课版） 课本 钱　雨 5760-3093-8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为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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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微课版）旨在培养保教人员的生活保育职业能力，厘清保

育员与教师的职责分工，又强调与教师的有机合作。教材充分挖掘托幼园所每个生活活动

的保育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将职业道德教育、职业情感教育以及对规范意识、时间

意识、效率意识、人文意识等的培养自然融入其中，希望培养出善思考、会保教、能审美、

懂关怀的高素质保教人才。教材配有微课视频、在线题库、课件、电子教案等资源。

学习任务1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认知
学习任务2　幼儿进餐保育
学习任务3　幼儿饮水保育
学习任务4　幼儿睡眠保育

学习任务1　保教工作认知

学习任务2　保教对象认知

学习任务3　托幼机构的组织与管理

职前培训篇
模块一  幼儿生理特点和卫生保健
模块二  学前儿童生长发育
模块三  幼儿膳食与营养
模块四  微生物基础知识与消毒隔离

轮岗实习篇
模块五  入园、离园环节卫生保健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急症救助

模块六  生活活动环节卫生保健
模块七  教学、游戏、运动的卫生保健
模块八  幼儿园安全教育及常见意外伤害的预防
  　　　和处理
模块九  幼儿园传染病及常见疾病的预防与护理
模块十  学前儿童特殊行为问题及护理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生活活动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保教工作

　　《幼儿卫生与保健》（第二版）（微课版）面向学前教育专业，以实习生佳佳在幼儿园

实习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为线索，设计了职前培训和岗位实习共计两篇十个模块，对其中所涉

及的卫生保健知识进行探索和学习。本书配有视频、课件、习题等资源。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卫生

　　《学前儿童急症救助与突发事件应对》（微课版）内容紧密结合保教人员的实际

需求，为保教人员提供了应对幼儿常见急症、常见意外伤害及重大突发事件的详细处理流

程和方法；通过综合模拟实训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实践应用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对学

生综合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培养；配有微课视频、在线题库、PPT、电子教案等资源。

　　《托幼园所保教工作入门》（微课版）根据托幼机构实际工作需要，将理论知识与

实践案例相结合，使学生能在直观具体的案例中体会理论知识的价值，进一步掌握专业知

识和技能；学习活动通过问题引入、头脑风暴、案例呈现等方式，快速引起学生的阅读兴

趣。教材配有微课视频、PPT课件、电子教案、在线练习等移动学习资源。

模块1　托幼园所紧急救助认知

模块2　幼儿常见急症的应急处理

　　　 与预防

呼吸困难、惊厥、晕厥、过敏反应、

鼻出血

学习任务5　幼儿如厕保育
学习任务6　幼儿盥洗保育
学习任务7　幼儿来园、离园保育

学习任务4　托幼机构相关政策与法规认知

学习任务5　托幼机构人际沟通

学习任务6　保教人才生涯发展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模块3　幼儿常见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与预防

烧（烫）伤，骨、关节、肌肉损伤，异物入体，

小外伤，动物伤害，急性中毒，性侵害，溺水

模块4　托幼园所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与预防

被冒领或走失、暴力伤害、踩踏事故、火灾、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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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实践 课本 钱焕琦等 28.00 5675-1343-3

幼儿行为观察与记录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施　燕
章　丽

32.00 5760-0226-3 PPT/电子教案

幼儿行为观察与案例 课本 李晓巍 32.00 5675-5962-2 PPT/电子教案

幼儿问题行为与应对 课本（彩色） 张　祯 29.00 5675-5309-5 电子教案/PPT

幼儿园手工制作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彩色） 刘洪波 （估）24.00 5760-3235-2 PPT/电子教案

乐理、视唱、练耳 课本（双色）
王工念
蒋新俭

28.00 5675-2112-4 PPT

声乐（第二版）

（畅听版）
课本（双色） 蒋新俭 37.00 5675-5101-5

PPT/歌曲范唱
/伴奏音频

钢琴基础（上册）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李和平

35.00 5675-5102-2
PPT

/弹唱示范音频钢琴基础（下册）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36.00 5675-5103-9

简笔画（微课版） 课本 钟海宏 25.00 5675-2069-1 PPT

绘画基础 课本（彩色） 钟海宏 26.00 5675-3742-2 PPT

绘画基础画册 课本（彩色） 钟海宏 38.00 5675-3740-8

幼师实用美术（第二版） 课本（彩色） 何　静 50.00 5760-0684-1 PPT

幼儿歌曲弹唱（第二版） 课本（双色） 雷　静 30.00 5760-0225-6
伴奏和范唱
/电子教案

幼师舞蹈基础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彩色） 宋彩虹 49.00 5675-5096-4
音乐资源
/舞蹈视频

/PPT/电子教案

幼儿游戏活动指导
（第二版）（微课版）

课本（双色）
么　娜
胡彩云

39.00 5760-0220-1
PPT/电子教案

/答案

幼儿文学 课本（双色）
唐安兴
刘丙钧

35.00 5675-2650-1 PPT

幼儿文学实训教程 课本（双色） 蒋　艳 25.00 5675-8047-3

幼儿教师口语（第二版） 课本（彩色）
宋　玮
李　哲

（估）29.50 5760-3234-5 PPT/电子教案

幼儿疾病预防与照护 课本（双色） 陆群峰 49.00 5760-2946-8

幼儿医学基础与评价 课本（双色） 徐灵敏 59.00 5760-2945-1

幼儿营养与膳食管理 课本（双色）
沈　健
余高妍

（估）49.00 5760-3176-8

标注 　 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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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师舞蹈基础》（第二版）是“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内容汇聚全国中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师以及上海市特色示范幼儿园教师的舞蹈教学经验和智慧，

在具有国际舞蹈教育视野、研究普及性舞蹈美育的名师指导下编写完成，旨在培养有敏锐

观察力与感受力、有人文情怀、有创编能力的幼儿舞蹈教育工作者。

导论　幼师舞蹈认知

第一部分　训练形体

第二部分　幼儿舞蹈的表演与仿编

第三部分　幼儿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与仿编

拓展　外国风格性舞蹈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歌曲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舞蹈

　　《幼儿歌曲弹唱》（第二版）共包含11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容结构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从调性的音阶、琶音入手，再练习正三和弦音型编配；实例讲解过程详细，步骤清晰，为

自配歌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版听取了近几年对初版使用的建议及反馈，结合学前教

育专业技能高考、公办幼儿园保育员人才招聘对幼儿歌曲弹唱的需求等，对内容进行了改编

和进一步的充实，并引入移动教学平台，提供书中所有弹唱歌曲的范唱及伴奏音频，为课堂

教学和学生自学提供便利。 

第一单元　即兴伴奏和声知识

第二单元　C大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三单元　G大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四单元　D大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五单元　F大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六单元　bB大调幼儿歌曲伴奏

第七单元　a小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八单元　d小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九单元　e小调幼儿歌曲弹唱

第十单元　幼儿歌曲弹唱综合练习

第十一单元　英文幼儿歌曲弹唱

附录　常用伴奏音型表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幼儿游戏活动指导》（第二版）》（微课版）共有100多个来自幼儿园一线的精品

案例（配有案例分析）；收录23个幼儿园实拍游戏活动视频及数百张照片，真实记录幼儿的

游戏过程及教师的指导过程；从一线教师组织游戏活动的实际出发讲解相关知识点，密切

对接就业需求。

第一章  游戏的基本理论

第二章  幼儿角色游戏

第三章  幼儿结构游戏

第四章  幼儿表演游戏

第五章  幼儿智力游戏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幼儿游戏

第六章  幼儿体育游戏

第七章  幼儿语言游戏

第八章  幼儿音乐游戏和美术游戏

第九章  幼儿特色游戏

第十章  幼儿绘本游戏——各类游戏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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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俗话幼儿园课程 读本 朱家雄 60.00 5760-1329-0

我与宝宝共成长：0—3岁婴
幼儿家庭教养指导手册

读本 张明红 68.00 5760-1052-7

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读本（上、下册） 许卓娅 168.00 5760-1625-3 活动视频

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全解 读本 曹　宇 35.00 5675-3501-5

幼儿园家长工作指导 读本（彩色） 吴　丹 35.00 5675-4595-3 PPT

幼儿园班级管理 课本（彩色） 张金陵 29.00 5675-3419-3 PPT

幼儿园家园共育技能全解 课本 曹　宇 编写中

图解幼儿园环境创设 读本（彩色） 幼师口袋 98.00 5675-7886-9

运动吧！孩子！玩转幼儿园
运动游戏

读本 陈一郎 78.00 5670-0993-4

幼儿教师听课、说课、评课
这样做

读本 曹　宇 编写中

幼儿体育教学活动实践手册 读本（彩色） 陶　宏 68.00 5675-6986-7

　　《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全解》告诉你如何成为一名幼儿喜欢、家长认可的专业

幼儿教师。书中包括三大主题，即专业成长、班级管理、家园共育，其中涵盖41个专业知识和

技能点、218篇教师手记。

第一章　了解即将面对的孩子

第二章　如何创设适宜的环境迎接孩子

第三章　如何坦然地与家长沟通和交流

第四章　如何制定班级计划有序开展工作

第五章　如何合理安排一日活动

第六章　如何建立幼儿成长档案

第七章　如何开展高质量的主题活动

第八章　如何建立互信互爱的师幼关系

第九章　如何组织出游活动

第十章　如何让游戏成为孩子的基本活动

第十一章　如何让孩子的学习有意义

第十二章　如何做好家长开放活动

第十三章　如何给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

　　《幼儿园班级管理》从幼儿园班级管理导论、开学适应工作、班级环境创设、班级一

日常规、班级日常安全工作、班级日常保健工作、家园共育和幼小衔接七个方面阐述了幼儿

园班级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法，有点有面，手把手教会刚刚踏入幼儿园任教的职初教师们

或者是准备成为幼儿园教师的学生们，做好班级管理工作。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班级管理

导论　横看成岭侧成峰——幼儿园班级管理

第一单元　小荷才露尖尖角——开学后适应工作

第二单元　窗前谁种芭蕉树——班级环境创设

第三单元　风吹皱一池春水——班级一日常规

第四单元　一叶天下已知秋——班级日常安全工作

第五单元　西风愁起绿波间——班级日常保健工作

第六单元　此花此叶长相映——家园共育

第七单元　门前风景雨来佳——幼小衔接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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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幼儿保育类（四）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幼儿发展评价指南 读本 高　敬 68.00 5760-2050-2

幼儿趣味体操 读本（彩色）
陶　宏
季艾俐

（估）68.00 5760-2050-2

自主、探索、合作——幼儿园
区域创设及活动开展实践方案

读本（彩色） 杨　梅 48.00 5675-5556-3

幼儿园户外混龄区域活动
——幼儿体育活动新探索

读本（彩色） 聂　莲 45.00 5675-5316-3

幼儿园大型户外建构游戏
——从游戏走进学习

读本（彩色） 王　秋 38.00 5675-5976-9

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与实
施——基于全环境支持系统
的实践

读本（彩色） 姚　艺 30.00 5675-8686-4

全课程区域活动——幼儿园
活动区教育解决方案

读本（彩色） 王致青 48.00 5675-7508-0

共享区域活动——幼儿园
“共生课程”特色实施模式

读本（彩色） 刘红喜 45.00 7507-3

　　《幼儿发展评价指南》依据《上海市办园质量评价指南（试行稿）》编写，从理论到

方法详述幼儿观察分析和发展评价，力图构建真实、常态、客观的评价体系，让评价更科学、

有效，同时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评价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最终提升保教质量、优化教育

行为。

第一编　幼儿发展评价的理论
第一章　幼儿发展评价的概述

第二章　幼儿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与内容

第三章　幼儿发展评价的主体、途径

　　　　与类型

理论篇
模块1　幼儿趣味体操概述

模块2　幼儿趣味体操基础动作术语

模块3　幼儿趣味体操教程介绍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体操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幼儿发展

实践篇
模块4　幼儿趣味体操技能介绍

模块5　幼儿体能练习

模块6　幼儿趣味体操教学教案

模块7　幼儿趣味体操音乐创编与作品赏析

第四章　幼儿发展评价的技术与原则

第二编　幼儿发展评价的实践
第五章　幼儿发展评价的实施

第三编　幼儿发展评价指导手册（教师主体）
第六章　嵌入课程的幼儿发展评价途径

第七章　基于课程的幼儿观察分析和发展评价

附　录　拓展资源 

　　《幼儿趣味体操》介绍了100余个体操技能活动（垫上活动、单杠活动、双杠活动、平

衡木活动、吊环活动、蹦床活动、跳跃活动）；40个体操体能活动（形体、柔韧性、协调性、平

衡性、灵敏性、速度）。包含小、中、大班6个学期，共84课次的完整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

教案。配有330幅趣味体操动作详解图（全彩印刷），全部由幼儿真人示范，动态呈现完整动

作。构建“多元化”“精准化”“游戏化”“趣味化”的趣味体操教育模式，从而丰富幼儿的体育

生活内容，培养幼儿对体操运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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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婴幼儿托育类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0—3岁婴幼儿抚养与教育
（微课版）

课本（双色） 章彩华 39.00 5675-3718-7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游戏 课本（彩色） 冯国强 26.00 5675-6720-7 PPT

0—3岁婴幼儿护理与急救 课本（彩色）

陈　敏 
吴运芹 
覃雅芬

 30.00 5675-6678-1 视频/PPT

0—3岁敏感期教育方案设计 课本（彩色） 鲁鹏程 36.00 5675-7305-5

早期教育环境创设 课本（彩色）
郭力平
吴龙英

38.00 5675-8352-8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与指导 课本（彩色） 王　红 45.00 5675-9532-3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语言发展与教育 课本（双色） 张明红 39.00 5760-0000-9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认知发展与教育 课本（双色） 左志宏 35.00 5760-0240-9
PPT/答案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观察与评估 课本（双色） 周念丽 39.00 5760-0259-1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
（微课版）

课本（双色） 宋　媛 38.00 5760-0244-7
PPT

/电子教案

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课本 钱　文 编写中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 课本（彩色） 刘　婷 49.00 5760-0243-0 PPT

0—3岁婴幼儿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课本 张　红 42.00 5760-0248-5
PPT

/电子教案

婴幼儿饮食与营养（微课版） 课本（彩色）
宋彩虹
董小燕

（估）49.00
PPT/答案
/电子教案
/教学参考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在章节开篇和行文中都穿插了丰富的案例；分

不同月龄段介绍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及相对应活动的设计与指导方法；配有大

量婴幼儿实拍图，便于直观了解其动作、认知等发展特点；收录家庭和早教机构的教育活动

方案，步骤详细，可操作性强。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心理发展

第一章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概述

第二章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的

　　　　理论流派

第三章　0—6个月婴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四章　7—12个月婴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五章　13—18个月幼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六章　19—24个月幼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七章　25—36个月幼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八章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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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提供了儿童营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团队由一

线医生和营养师组成，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本书还配有19个微课视频，便于学

生理解相关知识点。

　　《0—3岁婴幼儿观察与评估》以主人公欢欢为线索，让学生在案例情境中掌握观

察与评估的方法；配有大量婴幼儿实拍照片，直观了解其行为特征；通过大量观察评估表

格，从观察领域、聚焦物体或目标、运用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让学生一一对应地高效掌

握观察与评估的方法。

第一章  婴幼儿营养特点 

第二章  婴幼儿消化系统的特点 

第三章  婴儿喂养 

第四章  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营养与喂养 

第五章  幼儿营养与膳食 

第六章  婴幼儿常见营养性疾病 

第七章  儿童饮食行为发育 

第八章  食育 

第九章  0—3岁婴幼儿饮食管理 

第一章 0—3个月婴儿观察与评估

第二章 4—6个月婴儿观察与评估

第三章 7—9个月婴儿观察与评估

第四章 10—12个月婴儿观察与评估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营养

观察

　　《0—3岁婴幼儿抚养与教育》采用“问题引入—知识讲解—实践操作—练习巩

固—拓展提升”的“思学做”教学模式构建教材体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配有近20个微

课视频，直观讲解操作方法与技巧，另外还配有PPT课件、电子教案等教学资源。

第一部分　生命启航篇

第一章　新生命孕育

第二部分　生命呵护篇

第二章　婴幼儿营养与饮食

第三章　婴幼儿生活起居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抚养

第四章　婴幼儿保健与护理

第三部分　生命启迪篇

第五章　婴幼儿教育活动的实施

第六章　婴幼儿生态式共育

第五章 13—18个月幼儿观察与评估

第六章 19—24个月幼儿观察与评估

第七章 25—30个月幼儿观察与评估

第八章 31—36个月幼儿观察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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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类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教学资源

土木工程力学基础
（少学时）

课本（双色）

谭立波
14.00 5617-7739-8 PPT/教学动画

/教师手册习题集  6.60 5617-7891-3

土木工程识图
（房屋建筑类）

课本（双色）
朱玉萍
顾秋娟

17.10 5617-7931-6 PPT/电子教案
/教师手册习题集  7.40 5617-8065-7

AutoCAD 2014
——建筑装饰

课本（双色） 叶家敏 27.00 5675-5701-7
PPT/电子教案

/素材

3ds Max 9.0
——室内设计

课本（彩色）

　　　（附光盘）
苏　兵 37.80 5617-8225-5

PPT/电子素材
/电子教案

3ds Max 2011（中文版）
——三维设计基础

课本 周　顺 25.00 5675-0051-8
PPT/电子素材
/电子教案

工程测量
课本（双色）

张　冬
19.50 5617-8935-3

实训指导 13.00 5617-8831-8 

材料检测

课本 何　平 26.50 5617-8937-7

PPT
实训报告

何　平
叶　飞

7.00 5617-8934-6

　　《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少学时）》根据《中

等职业学校土木工程力学基础教学大纲》进行编

写，可以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在

力学基础知识上的培养要求。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一方面注意创设情境，从具体实例出发，展示力学

概念、定理的发现和发展过程，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努力揭

示在力学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应用过程中所蕴涵的

思想方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第一章　力和受力图

第二章　平面力系的平衡

第三章　直杆轴向拉伸和压缩

第四章　直梁弯曲

第五章　受压构件的稳定性

　　本书为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

◆  标注　 为国家规划新教材/创新示范教材◆  标注　 为国家规划新教材/创新示范教材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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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识图（房屋建筑类）》根据《中

等职业学校土木工程识图教学大纲》进行编写，可

以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在房屋建

筑基础知识上的培养。考虑到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和该课程的专业性，本书在编写上满足了学生学习

相关专业知识的需要，并在内容设置上方便学校按

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教学。同时，新教材的内容扎实、

严谨，力求使学生能够全面把握该课程的知识点，

为培养其今后在就业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

下基础。

　　《工程测量》一书是职业学校土木工程专业

教学用书，并参照有关国家职业标准和行业岗位要

求进行编写。

    编者根据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的特点，从培养技

能型人才的目标出发，结合工程单位对职业学校学

生的技能要求并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组织

编写了教材内容。

    本书从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出发，重视基本技

能的训练与实践性教学环节，按照企业实际的工作

任务、工作流程和工作情境组织教学内容，采用任

务引领型的教学形式，力求简洁，文字通俗易懂，内

容注重实践、图文并茂。

　　《材料检测》为满足新形势下职业教育改革的要求，突破传统的学科型教学模式，在

以任务引领、项目驱动、能力本位、职业导向为基本理念的课程理念指导下，特编写此教材。

    本书突出了职业能力的培训，通过培训，学生应知道工程建设原材料质量检验及加工材

料的设计、试配、检验，以及其他功能材料使用所应具备的技术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为参

加初级试验工和中级试验工职业技能岗位鉴定做好准备。

　　近年来，与材料检测相关的国家标准、规范等均作了多次修订，本书在编写时也充分考

虑了这些情况。

绪　论　本课程的任务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　制图工具与用品

第二章　基本制图标准

第三章　几何作图

第四章　投影的基本知识

第五章　形体的投影

第六章　轴测投影

第七章　剖面图和断面图

第八章　建筑工程图概述

第九章　建筑施工图识读

第一章　工程测量的基础知识

第二章  水准仪

第三章  经纬仪

第四章  全站仪

第五章  建筑工程测量

参考资料

项目一　试验检测基础

项目二　砂石材料检测  

项目三　石灰与水泥检测

项目四　建筑钢材检测

项目五　普通混凝土和砌筑砂浆检测

项目六　沥青材料检测

项目七　沥青混合料检测 

项目八　土质检测 

项目九　装饰材料检测

参考资料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材料检测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识图

更多教学资源请登录 have.ecnupress.com.cn 搜索 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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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理论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专用教材

其他

书名 全系列16开 主编 定价
ISBN 
978-7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教程 读本 蔡　跃 34.00 5675-2357-9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理论与
实践

读本 徐国庆等 70.00 5675-6954-6

职业教育课程论（第二版） 读本 徐国庆 38.00 5675-2601-3

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原理与开发 读本 徐国庆 40.00 5675-4585-4

职业教育活页式教材开发指导手册 读本 蔡　跃 68.00 5760-0415-1

综合素质 课本

本书
编写组

52.00 5760-1087-9

综合素质·模拟预测试卷 试卷 36.00 5675-7058-0

保教知识与能力 课本 52.00 5760-1086-2

保教知识与能力·模拟预测试卷 试卷 36.00 5675-7057-3

面试教程 课本 42.00 5675-2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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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定价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 20.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教学标准 48.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35.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供用电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50.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标准 41.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食品安全与测验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50.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药剂专业教学标准 60.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制药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 66.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专业教学标准 40.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供电专业教学标准 40.00

书名 定价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园林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3.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4.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52.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市政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6.00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文化基础学科课程标准
专业教学标准 目录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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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估价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 57.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9.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6.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50.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汽车电子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5.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印刷媒体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7.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5.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0.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9.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2.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49.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标准 53.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学标准 57.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国际商务专业教学标准 55.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 43.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标准 43.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教学标准 46.00

上海市中高职贯通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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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目与电子资源：
本着为广大高校教师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宗旨，我们准备了电子书目、课件、电子教案及电子教材等教学资
源供老师们下载使用。电子书目、课件及电子教案可登录“ECNUP高教与职教网”http://have.ecnupress.
com.cn点击下载，电子教材请下载“i 教育”APP阅读，还可致电相关业务员索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553号伸大厦14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邮编：200062
销售部电话：021 - 60821613　60821751　60822683　60821631　传真：021 - 60821682

上海　山东　浙江　江苏　江西

北京　湖南　湖北　贵州　云南　广东　广西

东北三省(黑、吉、辽)　内蒙古　天津　河北　
四川　重庆

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　西藏　山西　
河南　安徽　福建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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