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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前进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

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鲜红的党旗下，擎起紧握的右拳，坚定从容的面庞，

铿锵有力的声音，那是我们对党的铮铮誓言在湛蓝的天空中回响。7月 6日，值此建党 95

周年纪念之际，图书与信息中心直属党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了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聚集在耀

眼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伟大事业的无限热爱。 

 

     在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全体党员深刻缅怀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刻体会

党艰苦卓绝的革命之路。大家一边走，一边看，一件件历史文物，一桩桩英雄事迹，一篇篇

感人篇章，仿佛过往的时代剪影，冲破时间的阻隔，又重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激起了大

家心底悸动的波澜。如今，二十一世纪的天空明亮无比，不再有弥漫的硝烟和悲壮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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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没有忘记那些苦楚的岁月，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高举右手，重温

入党誓言，追寻初心不改。同志们纷纷表示，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丽家园，因为这里

曾经遭受了山河破碎的不幸与悲痛；我们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实现“两个百年”

的目标而一马当先，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向前。通过誓言的重温，我们不仅

找到了继续为党的事业不懈努力的精神力量，更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 

    在简朴而隆重的誓词重温后，党支部书记张易作了题为《党章党规人人读，身边优秀人

人学》的党课讲座。大家都认为，党章党规是我们行为的规范和行动的指南，我们必须牢记

党的宗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人学起，真正做到把党章党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图信中心的全体党员就党课内容并结合实际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

为，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既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大角色，又是平凡岗位的“服务者”

小角色。我们要坚定信念，恪守职责，自觉践行“两学一做”，进一步发掘图信中心的育人

潜力，搭建信息服务新平台，丰富学习交流新载体，积极引导广大学生爱书、爱读书，不断

拓展学生们的视野，不断提高学生们的理性思考能力，不断增强学生们的时代精神，尤其是

重点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党、爱民素质，力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输送综合型、复合型、

全民型人才。 

     这不单单是一次活动，还是一次心灵的交流，这不仅仅是一次纪念，还是一次情感的

升华，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心协力，共筑梦想！ 

 

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有一个锻炼的好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么？ 

图书馆一楼大厅给你用，你要吗？ 

图书馆里 150万册的书随你选用，你要吗？ 

用你的智慧“承包”一个主题书展，你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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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你来定， 

创意你来定， 

天马行空，可以！ 

中规中矩，可以！ 

这么好的志愿者机会， 

你要不要来？ 

这么好的锻炼机会， 

你敢不敢来？ 

这个“承包书展”到底是什么东东？ 

1、 招募个人或者团队，有激情、热情、有创意、想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好书的志同道合之

人。 

2、 主要任务：策划、布置图书馆一期主题书展、主题、创意、布置方案由你们定，经费由

图书馆出，（由于条件受限，经费少量），后期的布置和图书馆一起布置。 

3、 志愿行动，图书馆可以根据任务完成所需时长，出具志愿者服务时长证明。 

 

怎么报名？ 

1、QQ： 2228558056（注明：书展） 

2、图书馆微信 

3、四楼读者服务部徐老师 

报名时请注上“姓名+手机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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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与信息中心关于征求 2017 年中外文期刊征订意

见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图书与信息中心 2017 年中外文期刊征订工作即将开始。为了能更好地为学校的教学、

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确保两地校区两个图书馆馆藏期刊的数量及质量，更好的满足全校师

生的阅读需求及学校科研项目的需要。现特向各学院、各部门征求 2017年中外文期刊征订

的建议和意见。希望能得到各位教师的积极配合，圆满完成 2017年的中外文期刊征订工作。

现将征订要求说明如下： 

 一、各学院、各部门根据各自的专业特色，选择推荐与之相关的期刊 1-5种。我中心

根据上报的征订情况，有选择性地予以征订。 

二、征订截止日期为：2016年 10月 21日。征订的返回清单可以用书面形式或发邮件

至 OA邮箱。如果是外刊期刊，清单上请注明原版刊号、ISSN号及杂志名称。格式如下： 

 

联系电话：88296980  龚丽萍 

 图书与信息中心 

20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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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歌德上线新书 

 

各位读者： 

    9 月歌德借阅机新书已上线，请自行前往图书馆一楼大厅歌德借阅机扫描二维码下载。

附书目： 

ts00134915 青春都一样，柔弱又坚强 周小雷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619-2 成功励志 

ts0012968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刘七惜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660-9 成功励志 

ts00129683 每一天，练习照顾自己 方鹤轩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596-1 成功励志 

ts00129684 每一天，都是放手的练习 闫丹丹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592-3 成功励志 

ts00129695 照着做，你就能掌控情绪 龙小云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978-7-5429-4620-1 成功励志 

ts00129694 照着做，你就能战胜拖延 龙小云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978-7-5429-4593-8 成功励志 

ts00129679 有些黑夜，只能独自穿越 余青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598-5 成功励志 

ts00118674 每一种孤独都有陪伴 武志红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062-6 成功励志 

ts00126867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马徐骏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939-9 成功励志 

ts00129721 绝望成就了我：史玉柱给年轻人的 14 堂创业课 盛安之 著 台海出版社 978-7-5168-0507-7 

成功励志 

ts00119348 在不如意的人生里奋起直追 王辉耀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406-4 成功励志 

ts00118633 安下心来：安心做好眼前事 程志良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304-8 成功励志 

ts00118678 毒型人格 〔阿根廷〕史达马提亚斯 著 九州出版社 978-7-5108-3281-9 成功励志 

ts00134892 转念：每个起心动念，都是改变人生的引信 蔡怡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3794-8 

成功励志 

ts00126221 总裁魅力演讲 罗成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1891-0 成功励志 

ts00125978 智慧的钥匙：十种思维方式 艾丰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257-433-5 成功励志 

ts00118648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 meiya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978-7-5044-7930-3 成功励志 

ts00126438 别找了，成功的钥匙就在你身上 罗文彬 著 鹭江出版社 978-7-5459-0344-7 成功励志 

ts00126758 感谢折磨你的人 李世强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978-7-5107-0402-4 成功励志 

ts00126772 每天学点宽心的活法 李世强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978-7-5107-0396-6 成功励志 

ts00126729 伶俐者这样做事 李世强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978-7-8022-3769-8 成功励志 

ts00134372 一无所有，就是拼的理由 吴畏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124-1 成功励志 

ts00134911 雄心：找不到路，那就创造一条吧 〔美〕奥里森·马登 著；陈铭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2940-0 成功励志 

ts00134921 靠谱：说有谱的话，做靠谱的事 戈阳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3381-0 成功励志 

ts00134537 听南怀瑾谈经商之道 于台风 著 时事出版社 978-7-80232-941-6 经管理财 



《树人图情》（No.2，总第 28 期）                                                 2015 年 6 月 

ts00129502 一看就懂的金融常识全图解 赵彦锋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978-7-5429-4788-8 经管理财 

ts00130783 微商是怎样炼成的 孙国强 著 华文出版社 978-7-5075-4388-9 经管理财 

ts00126865 巴菲特的幕后智囊团 陈惠仁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2411-2 经管理财 

ts00126868 必要的革命：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创建与实践 〔美〕彼得·M·圣吉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1752-7 经管理财 

tS00126916 联想涅槃:中国企业全球化教科书 李鸿谷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5069-2 经管理财 

ts00126329 教练的智慧：成就每颗心 黄俊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4249-4 经管理财 

ts00126372 赢在行动学习 段泓冰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4153-4 经管理财 

ts00126861 完美投资手册 〔法〕毕世杰 著；贾冬妮 译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5428-7 经管理财 

ts00126871 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 汤敏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957-3 经管理财 

ts00134467 使命必达：MBA 商学院最受欢迎的员工管理课 思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746-6 

经管理财 

ts00126794 赢在管理：别把企业做垮 罗月婷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978-7-5164-0848-3 经管理财 

ts00118668 李嘉诚：我的管理哲学 赵伟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3577-9 经管理财 

ts00126862 对冲基金风云录 1：东邪西毒 〔美〕比格斯  著；张桦、王小青  译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189-8 经管理财 

ts00126870 对冲基金风云录 2：悲剧英雄 〔美〕巴顿·比格斯 著；张桦筱莙 译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3304-6 经管理财 

ts00126161 30 岁，再不懂钱就来不及了 〔日〕深田晶惠 著；甘涛、刘蔚三 译 广东旅游出版社 

978-7-80766-495-6 经管理财 

ts00126219 总经理 PE 一本通 张黎焱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1851-4 经管理财 

ts00119171 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 赵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6681-6 经管理财 

ts00118642 帝王术 天行健 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1882-4 经管理财 

ts00115733 我最需要的金融常识书 谢海涛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978-7-5642-1102-8 经管理财 

ts00125899 地产真相 张静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257-319-2 经管理财 

ts00126778 深入浅出职场心理学 李世强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978-7-5107-0398-0 经管理财 

ts00126452 好领导会激励 连云尧 著 鹭江出版社 978-7-5459-0261-7 经管理财 

ts00126504 管理要懂点心理学 雷明 编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0678-8 经管理财 

ts00126433 鬼谷子绝学 兰彦岭 著 鹭江出版社 978-7-5459-0409-3 经管理财 

ts00126785 精明者这样管人 李世强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978-7-8022-3771-1 经管理财 

ts00126055 读懂凯恩斯 姜达洋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257-134-1 经管理财 

ts00126054 读懂亚当·斯密 姜达洋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180-009-2 经管理财 

ts00126425 做卓越的银行客户经理：实战营销 36 课 巴伦一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1054-9 经

管理财 

ts00134524 历史的问号 丁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681-9 历史军事 

ts00129554 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 林屋公子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779-8 历史军事 

ts00119358 真历史在民间 梁晓声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357-8 历史军事 

ts00118715 第四野战军 魏碧海 著 长征出版社 978-7-80204-826-3 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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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00118717 红圈：海豹突击队前狙击手总教练回忆录 〔美〕布兰登·韦伯、〔美〕约翰·大卫·曼 著；

王岑卉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1574-0 历史军事 

ts00134415 二战风云人物：曼施泰因 蒋渊 著；于之伟、郭岭松 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223-1 

历史军事 

ts00126860 好“孕”大数据 〔美〕艾米丽·奥斯特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950-4 亲子育儿 

ts00034713 科学是什么玩意儿 1 荣高悦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4247-0 亲子育儿 

ts00034714 科学是什么玩意儿 2 王金生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4248-7 亲子育儿 

ts00126714 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美〕赛西·高夫、〔美〕戴维·托马斯、〔美〕梅丽莎·切瓦特

桑 著 新世界出版社 978-7-5104-4619-1 亲子育儿 

ts00126199 发现孩子的潜能 〔意〕蒙台梭利 著；龙玫 译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3252-7 亲子育

儿 

ts00129680 有弹性的孩子更强大 徐佳 著 古吴轩出版社 978-7-5546-0326-0 亲子育儿 

ts00119183 怀得上，生得下 叶敦敏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6492-8 亲子育儿 

ts00119184 怀得上，生得下 2 叶敦敏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553-9 亲子育儿 

ts00126229 斯托纳夫人的自然教育 〔美〕斯托纳 著；万之逸 译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1740-1 亲

子育儿 

ts00126241 爱得有分寸，孩子才优秀 陆语娴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1814-7 亲子育儿 

ts00118651 成为你自己：周国平寄小读者 周国平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978-7-5391-5699-6 亲子育儿 

TS00125916 好父母是孩子的心灵导师 张勤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180-841-7 亲子育儿 

ts00134609 尼采的哲学 尼采 著 时事出版社 978-7-80232-927-0 人生哲学 

ts00134535 听南怀瑾谈人生哲学 公羽 著 时事出版社 978-7-80232-932-2 人生哲学 

ts00126803 马化腾人生哲学课 李世强 著 万卷出版公司 978-7-5470-3737-9 人生哲学 

ts00115725 我喜欢你，要不要告诉你 慕容引刀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541-7 人生哲学 

ts00126234 曾国藩的启示 曾仕强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2371-4 人生哲学 

ts00134875 豁达：人生何必患得患失 易舒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3643-9 人生哲学 

ts00125979 智者不惑 张明明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257-574-5 人生哲学 

ts00126673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 著 九州出版社 978-7-5108-1647-5 人生哲学 

ts00126740 品《菜根谭》学做人 李世强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978-7-8022-3732-2 人生哲学 

ts00126765 曾国藩：魔力不倒翁的生存寓言 李世强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978-7-5087-3707-2 人生哲学 

TS00126742 品读老子领导之道 夏兰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978-7-5035-4062-2 人生哲学 

ts00034611 美丽中国 张妙弟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61-9 人文社科 

ts00034478 美丽天津 王越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021-9 人文社科 

ts00034479 美丽重庆 张妙弟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83-1 人文社科 

ts00034598 美丽湖南 王越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72-5 人文社科 

ts00034600 美丽辽宁 董恒年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75-6 人文社科 

ts00034601 美丽内蒙古 朱祖希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76-3 人文社科 

ts00034603 美丽青海 朱祖希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278-7 人文社科 

ts00034608 美丽四川 张妙弟 主编 蓝天出版社 978-7-5094-1017-2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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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00119383 地道美国 庄百川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3405-5 人文社科 

ts00119370 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 房向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978-7-5426-4424-4 人文社科 

ts00119363 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 〔日〕近藤大介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4051-9 人文社科 

ts00126182 你是哪种动物 1：超有趣动物心理学 〔日〕 弦本将裕 著；李肖霄 译 广东经济出版社 

978-7-5454-1539-1 人文社科 

ts00126183 你是哪种动物 2：超实用商业动物个性心理学 〔日〕 弦本将裕 著；杨清淞 译 广东经济出

版社 978-7-5454-1609-1 人文社科 

ts00130218 糖尿病合理用药 邬时民、陆灏等 编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28-4538-6 生活保健 

ts00119347 运动饮食 1∶9 〔日〕森拓郎 著；朱悦玮 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978-7-5537-4280-9 生

活保健 

ts00119427 小确幸烘焙！爱生活女孩儿私人甜品书 加油小雯 著 译林出版社 978-7-5447-5492-7 生活保

健 

ts00126873 我们·古早味 谈笑静 主编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963-4 生活保健 

ts00119408 奶奶的菜：想念老家的味道 梁阳 著 译林出版社 978-7-5447-4821-6 生活保健 

ts00119428 洋婆婆在中国 盛林 著 译林出版社 978-7-5447-4732-5 生活保健 

ts00118774 人生，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旅行：从微软到北极点  刘润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526-4 生活保健 

ts00119189 肌肤改变命运 张鹤瑶 著 肌肤改变命运 978-7-5390-4979-3 生活保健 

ts00098761 肾病居家调养保健百科 田建华、张伟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978-7-5375-5654-5 生活保健 

ts00119259 舌尖上的中国：传世美味炮制完全攻略 2 本书编写组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978-7-5112-3258-8 生活保健 

ts00126664 原来心可以跳舞：让女人幸福一辈子的秘密  郭健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978-7-5043-6709-9 生活保健 

ts00034457 黄帝内经中的排毒养生全集 杨力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978-7-5427-4838-6 生活保健 

ts00034459 养生必先调五脏 杨力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978-7-5427-4837-9 生活保健 

ts00123085 妈咪小茶点 犀文图书 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978-7-5345-7781-9 生活保健 

ts00126435 养生，首先养阳气 余道辉、何婷 著 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 978-7-5100-3948-5 生活保健 

TS00083995 校园魔术集锦 本书编写组 编著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978-7-5100-2032-2 生活保健 

ts00134618 平淡生活中的温柔念想 玄窗雪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712-0 文学艺术 

ts00134670 愿有趣的灵魂终能相遇 方草心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671-0 文学艺术 

ts00134612 左宗棠传 止水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788-5 小说传记 

ts00134914 青春是下着雨的晴天 康育川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728-1 文学艺术 

ts00134809 红色文学经典导读 杨剑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803-5 文学艺术 

ts00134474 做一朵凡花，优雅独芳华 莲韵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5468-6 文学艺术 

ts00126859 女孩像你 康沛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704-3 文学艺术 

ts00134831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诗说红楼十二钗  宜逸玲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561-5 文学艺术 

ts00119349 在全世界的边缘呼唤爱 洛艺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258-9 文学艺术 

ts00130702 面对人生的美丽与哀愁 〔美〕刘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978-7-5500-1135-9 文学艺术 

ts00126864 就是痛快：糖蒜广播的十年 糖蒜广播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798-2 文学艺术 

ts00134857 诗中自有情滋味 陶然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132-4 文学艺术 

TS00128165 迪玛多山的秘密 马国兴、吕双喜 编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978-7-5645-2285-8 文学艺术 

TS00122736 兼爱者：墨子传 陈为人 著 作家出版社 978-7-5063-8239-7 小说传记 

TS00122817 霾来了 李春元 著 作家出版社 978-7-5063-7879-6 小说传记 

TS00122777 红狼毒 路远 著 作家出版社 978-7-5063-7583-2 小说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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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00122810 连尔居 熊育群 著 作家出版社 978-7-5063-6997-8 小说传记 

TS00122813 闯关东(第二部) 高满堂、孙建业 著 作家出版社 978-7-5063-4826-3 小说传记 

ts00126866 希拉里传 〔美〕卡尔·伯恩斯坦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250-5 小说传记 

ts00119304 匆匆那年（上） 九夜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658-7 小说传记 

ts00035708 匆匆那年（下） 九夜茴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658-7 小说传记 

ts0012967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 夏墨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978-7-5139-0369-1 小说传记 

ts00134910 隋文帝秘史 肖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691-9 小说传记 

ts00118673 毁灭者的秘密 闫达 著 九州出版社 978-7-5108-2814-0 小说传记 

ts00118675 每个人都有秘密 培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2620-3 小说传记 

ts00094067 撒哈拉不哭泣：三毛传 艾文茵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978-7-5180-0139-2 小说传记 

ts00118679 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法医剑哥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341-3 小说传记 

TS00119180 花开半夏 九夜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978-7-5399-7664-8 小说传记 

ts00126356 等下一个晴天 暖暖风轻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0215-4 小说传记 

ts00134835 萧红的虹：萧红传 宛因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78-7-5113-4935-4 小说传记 

ts00118667 李嘉诚：我一生的理念 李永宁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78-7-5502-3468-0 小说传记 

ts00126230 斯格拉柔达 铁鱼 著 鹭江出版社 978-7-5459-0542-7 小说传记 

ts00122819 1938 中国大营救 张勇 著 新世界出版社 978-7-5104-3034-3 小说传记 

ts00126205 大洗牌 黄仁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978-7-5112-2183-4 小说传记 

ts00118636 对你是离别，对我是等待 渥丹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978-7-5387-3860-5 小说传记 

TS00126358 等待花开的日子 暖暖风轻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8017-3820-2 小说传记 

ts00130744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杨德山、韩宇 著 华文出版社 978-7-5075-4303-2 政治法律 

tS00126892 法治中国 季卫东 著 中信出版社 978-7-5086-4813-2 政治法律 

ts00119200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之蓝色战略 王伟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978-7-5100-2309-5 政治

法律 

ts00119360 芝麻官随想 张信江 著 现代出版社 978-7-5143-1118-1 政治法律 

ts00125923 富危机 钱卫清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978-7-80257-355-0 政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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