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学出版社推荐

该书从世情、国情和侨情
切入，站在“四个全面”特别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分
为法治侨务建设、涉侨法律法
规体系、侨捐法与外籍华人出
入境法三编。全书梳理涉侨法
律法规体系现状，总结当前侨
务立法面临的挑战和具体领域
的立法难点，分析侨捐法、外籍
华人签证法等的现状和不足，
探讨法治侨务的组织保障和法
治能力建设，论证解决思路和
措施，为法治侨务问题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提供建议。

《法治侨务

论》刘国福、王辉

耀著/暨南大学出

版社2019年7月

版/80.00元

联系人：蔡复萌
电话：020-85226583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暨南大学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安徽文艺出版社推荐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著
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同
时也是一位具有广阔的国际
视野、深刻的人类意识和厚重
的文化底蕴，具有广泛影响的
国际性诗人。吉狄马加已在
国内外出版诗集近40种，其
散文作品，一如其诗歌作品，
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深挚而
柔美的语言、毋庸置疑的审美
价值。该书精选吉狄马加激
情澎湃、遐思飞扬的演讲42
篇，系统阐述诗人的学术谱
系、心路历程及其诗歌成就。

《敬畏群山》

吉狄马加著 黄少

政译/安徽文艺出

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88.00元

展位号：W1-C04
联系人：曾 冰
电话：13721052497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安徽文艺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史纲》顾海良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120.00元

该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中国“历史路标”，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的首部思想史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宇、蒋永穆、谢地、任保平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8年9月版/49.80元

该书是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集中体现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

践发展的最新成果。

展位号：W1-C02
联系人：邹学英
电话：010-58581261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高等教育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这套原创纪实性报告文学丛书由中国科学院、
中国作协、中国科协、浙江教育出版社深度合作、协
同打造。目前共10册，遴选近六七十年来中国科
技界取得的、世界公认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
大作用的创新成果，如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顺丁
橡胶的研制等，回顾了中国科技发展历程，颂扬了
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攀登科学高峰过程中锐意进取、
开拓奉献的感人事迹。该项目已列为中宣部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创新报国70年”大型

报告文学丛书 叶梅、徐剑等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

8月版/680.00元（10册）

展位号：W1- B04
版权负责人：杨洁琳
电话：15168329102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浙江教育出版集团荣

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

力出版100强”。

The Influence Assessment on World-renowned Books from China
（以材料收集时间为序）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推荐

该书讲述了一个可爱淘

气会魔法的面包男孩——小

面包勇敢追梦的故事。小面

包的心底藏着一个小秘密，他

梦想成为一名面包师，虽遇到

困难，却不忘初心，一路披荆斩

棘，最终攀登至梦想的高峰。

故事曲折有趣，爸爸罗德叔从

最初的反对到暗中支持，小面

包从误解爸爸到感受、理解爸

爸的爱，冲突不断，脑洞大开，

搞笑、幽默、浓厚的亲情跃然

纸上，感人至深。

《面包男孩·
你爱苦瓜我爱糖》

李姗姗著/北京时

代华文书局2018

年9月版/38.00元

展位号：W1-C04
联系人：田思圆
电话：18610723771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荣

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

力出版100强”。

电子工业出版社推荐

该丛书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阳元主

编，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集

成电路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

相关知识。既综合了集成电

路发展历程、应用技术、产业

经济、未来趋势等内容，也详

细讲解了集成电路设计、制

造、生产线建设、封装测试、专

用设备、专用材料等内容，并

对集成电路的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以及前沿技术发展

方向等具有前瞻性的新知识

进行了介绍。

“集成电路

产业全书”（全三

册）王阳元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8 月版/

600.00元

展位号：W2-J04
联系人：蔡馥羽
电话：010-88254315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电子工业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推荐

这是一套彰显深沉父爱

的原创绘本，以可爱的眼镜

猴为主要形象，讲述了小眼

镜猴的成长故事。小眼镜猴

的成长之路，有小小的梦想、

小小的挫折，有无尽的好奇

心……最重要的是，有父亲

的爱和陪伴。该系列共4册，

《蝉之翼》描绘希望与理想，

《不痛》体现父爱与陪伴，《存

钱罐》着力于亲情和愿望，

《为什么一切都在动》讲述探

索和想象。

“爸爸的爱

很大”系列（4册）

李茂渊绘著/四川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6 月 版/

159.00元

展位号：W2-H04
联系人：尹 川
电话：13438979948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荣列“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出版100强”。

浙江大学出版社推荐

该书结合作者团队多年

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通过多个

案例，从交互设计概述入手，

讲述交互设计的相关概念、交

互设计发展的历史、交互设计

的作用以及学习交互设计应

该具备的知识，讲解设计过程

和方法在课题中的具体应用

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对交互设

计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

细探讨。

《材料质感

意象认知研究》

汪颖著/浙江大学

出版社2019年6

月版/60.00元

展位号：W2-J01
联系人：盖君芳
电话：15888813534

2019年8月

★中国图
书

海
外馆藏影

响
力
评
估

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

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

司组织认证，浙江大学出版社荣列

“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出版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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