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高等职业教育土建类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选题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1 环境艺术设计基础 李  进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 城市家具与陈设 孙耀龙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 居住区环境设计 赵肖丹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 环境艺术设计制图与识图 黄  芳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计 周  晶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 植物配置与造景设计 张松尔 张婷婷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新编

7 景观施工图设计 陈  宇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 环境设计人体工程学 陶  然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9 城镇规划计算机辅助设计（第二版） 张荣辰 解万玉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修订

10 城镇详细规划（第二版） 张荣辰 薛  雷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修订

11 计算机软件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 刘  娜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 城乡规划（第二版） 解万玉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修订

13 古建筑油漆彩画（第二版） 杜  爽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4 历史建筑结构与设备修缮技术 井  云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
院

新编

15 建筑设计策划适用技术与案例分析 林学军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新编

16 居住区规划设计 朱倩怡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新编

17 建筑装饰工程清单与计价 张翠竹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8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 陆化来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编

19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图设计 栾  晨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0 建筑装饰材料识别与选购（第二版） 尹颜丽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1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计价 燕  燕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2 室内手绘效果图表现 钱志扬 南通职业大学 新编

23 室内设计制图与CAD 施滨彬 广厦建设集团 新编

24 建筑工程概论 孙  韬 王  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5 SketchUp，Lumion——园林景观极速设计 陶  然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6 室内模型装饰设计与制作 薛丽芳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7 建筑表现与美术鉴赏 陈越华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8 室内设计基础 欧阳刚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9 建筑装饰构造与施工技术（第二版） 杨  洁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0 建筑装饰装修制图与识图（第四版） 高  远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1 建筑装饰施工工艺教程（动画图解微课版） 王军刚 威海职业学院 新编

32 建筑装饰CAD（第二版） 边  颖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适用专业类：建筑设计、城乡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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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33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 袁景翔 张  翔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新编

34 Revit建筑建模 王镇西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5

1.建筑美术创新实践教程 吴路漫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公共建筑设计 青  宁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新编

3.建筑造型基础 姜铁山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建筑设计 季  翔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绿色建筑技术 刘  岚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手绘表现技法 蒋德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建筑结构选型 戚  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建筑施工图设计 徐哲民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9.建筑设计初步 罗  雪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新编

10.建筑构成与模型制作 曹  文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新编

11.建筑节能与实训 李提莲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BIM建筑设计运用 赵  迟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3.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 王  俭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6

1.园林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第二版） 吴立威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园林规划设计 孟  丽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新编

3.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管理 吴小青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园林规划设计 丁  岚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园林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 邢洪涛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园林工程施工（第二版） 崔  星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7

1.室内设计素描与色彩 孙耀龙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室内外光环境与灯具设计 孙耀龙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室内设计构成 成  扬 南通职业大学 新编

4.建筑空间设计思维与表达 任  宇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新编

5.室内设计专业学业指导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新编

6.室内照明和陈设设计艺术 赵肖丹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电脑效果图绘制3D/PS 蔡春燕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室内设计材料·构造·施工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新编

9.建筑物理与设备常识 李  进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0.住宅室内设计与家装设计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新编

建筑设计专业系列教材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

园林工程技术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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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37 11.公建室内设计与公装设计 李  宏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室内设计专业毕业设计指导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新编

13.室内陈设艺术设计 钟  建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4.室内与家具设计工程制图 裴  斐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8

1.建筑装饰设计 李  宏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计量与计价（第二版） 王华欣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实用建筑装饰制图 孟春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建筑装饰施工图绘制 陆文莺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建筑手绘徒手表达 王  炼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建筑装饰与室内手绘表现 陈志东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艺术造型训练（第二版） 陈  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8.楼梯及扶栏装饰施工 王  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9.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检验与检测 仝炳炎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0.室内陈设制作与安装 孙亚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1.建筑装饰效果图制作 王旭东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墙柱面装饰施工 江向东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3.建筑装饰专业毕业设计指导（第二版）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修订

14.建筑幕墙施工技术 钟  建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5.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构造·施工（第二
版）

刘超英 宁波工程学院 修订

1 土建施工类专业导论（第三版）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第三版）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 建筑结构（少学时）（第四版）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 房屋建筑学（第二版） 赵  研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5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第三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6 工程项目承揽与合同管理（第2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7 建筑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第三版） 武佩牛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8 建筑施工技术（第三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9 建筑工程法规（第二版） 孙晓霞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0 建筑法规（第三版） 马文婷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1 建筑制图（第二版）
王  强
吕淑珍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系列教材

适用专业类：土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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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12 建筑工程计价与投资控制（第三版） 华  均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3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与资料管理（第二版） 陈年和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4 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第二版） 李仙兰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5 建筑施工组织（第二版） 肖凯成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6 建筑工程测量（第二版） 李向民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7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第三版） 李  峰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8 基础工程施工（第二版） 王  玮 孙  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9 钢结构工程施工（第二版） 戚  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0 建筑工程施工准备（第二版） 安沁丽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1 建筑力学（第二版） 杨  梅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2 建筑CAD2008中文版（第二版） 邓美荣 巩宁平 陕晋军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3 建筑材料与检测（第四版） 宋岩丽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4 建筑结构（第二版） 盛一芳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5 工程建设监理概论（第三版）
杨峰俊
郭宏伟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6 建筑设备（第三版） 刘金生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7 工程项目承揽与合同管理（第三版） 张晓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8 装饰装修工施工（第二版） 孙  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9 工程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第三版） 战启芳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0 建筑工程施工测量（第二版） 林乐胜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1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与施工（第二版） 吴明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2 建筑工程技术综合（第二版） 李仙兰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3 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第二版） 曹洪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4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第二版） 冯占红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5 建筑识图与绘图 （第二版） 孙秋荣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6 建筑结构 （第二版） 方建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7 超高层建筑施工新技术 徐  辉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8 BIM技术导论 潘俊武 王  琳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9 快速平法识图与钢筋计算 庞毅玲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0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曾爱民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1 建筑抗震 马桂珍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2

1.建筑施工技术（第六版） 姚谨英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实训（第二版） 姚谨英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专指委规划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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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42 3.建筑法规概论（第五版） 陈东佐 山东华宇工学院 修订

4.建筑材料（第五版） 魏鸿汉 天津市建筑工程职工大学 修订

5.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第四版） 王武齐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6.高层建筑施工（第五版） 朱勇年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7.建筑CAD（第二版） 夏玲涛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8.建筑工程测量（第四版） 周建郑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9.建筑工程英语（第二版） 赵琼梅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0.混凝土与砌体结构（第三版） 吴承霞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1.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训手册（第二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2.建筑施工组织（第四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3.建筑结构（第五版）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4.建筑工程资料管理与实训（第二版） 李  光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5.建筑力学（第四版） 于  英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6.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实训（第二版） 张瑞生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7.地基与基础（第四版） 杨太生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8.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第三版） 张瑞生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9.建筑工程技术资料管理（第二版） 李  辉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0.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四版） 李  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1.建筑工程识图实训（第二版） 赵  研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2.现代木结构建筑施工（第二版） 赵  研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3.建筑识图与构造（第三版） 赵  研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3

1.建筑工程施工准备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2.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3.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5.钢结构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6.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7.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8.建筑工程质量检验与竣工验收 本书编委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新编

44

1.施工图识读实务模拟（第二版） 夏玲涛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施工项目管理实务模拟（第二版） 项建国 陆生发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工程监理实务模拟（第二版） 张  敏 林滨滨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11”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实务模拟系列教材

职业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行动导向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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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44
4.高层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实务模拟（第二
版）

陈杭旭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5.工程资料管理实务模拟（第二版） 傅  敏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6.建筑工程综合实务模拟配套图集（第二
版）

夏玲涛 陈伟东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7.顶岗实习手册（第二版） 傅  敏 何  辉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安装（第二版） 汤万龙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第二版） 白  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 楼宇智能化系统与技能实训（第三版） 张小明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 建筑供电与照明（第三版） 刘复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5 工程力学（第三版） 于  英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6 热工学基础（第三版） 余  宁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修订

7 供热系统调试与运行（第二版） 马志彪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8 安装工程预算 王  丽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新编

9 通风与空调工程（第二版） 杨  婉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0 空调系统调试与运行（第二版） 刘成毅 毛  辉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1 建筑弱电系统安装（第二版） 董  娟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2 建筑电气控制技术与PLC（第二版） 温  雯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3 建筑电气技术 赵瑞军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4 安装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孙  岩 高喜玲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5 建筑电气 张铁东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新编

16 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技术 吴耀伟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7 工程建设法规 高会艳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8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谢  兵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编

19 空调用制冷技术 苏长满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0 通风与空调工程实训 周  舟 广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1 锅炉与锅炉设备 韩沐昕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2 供热工程 王宇清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3 建筑电气工程预算 王宏玉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二版） 夏清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第二版） 范红岩 宋岩丽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 建筑力学与结构（第三版）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适用专业类：建筑设备

适用专业类：建设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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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第二版） 郑惠虹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5 建筑水电施工技术 吴耀伟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 工程项目招标与投标 关秀霞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银  花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 房屋建筑构造与识图 张艳芳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9 建筑施工质量验收与资料管理 蒋孙春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0 建筑施工技术 蒋孙春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1 BIM技术应用基础与案例 包杰军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 工程造价概论（第三版） 袁建新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3 工程造价管理（第三版） 袁建新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4 BIM应用概论 袁建新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5 Revit基础 肖  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6 钢筋翻样与算量（第三版） 冯占红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7 工程造价——计价、控制与案例（第二版） 夏清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8 建筑设备安装识图与施工工艺（第二版） 汤万龙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9 建筑水暖电安装工程计价 代端明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0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 张晓东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新编

21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实训教程 张晓东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新编

22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 李顺秋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3 精选建筑施工图实训图集 魏珊珊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4 建筑水暖电安装工程识图与施工工艺 文桂萍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5 建筑与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 周慧玲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6 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周慧玲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7 工程建设法规 华  均 李  娟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8 建筑与装饰材料（第二版） 黄煜煜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29 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二版） 钟汉华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0 建筑结构基础与识图（第四版） 杨太生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1 工程项目管理（第四版） 危道军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2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第四版） 项建国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 市政桥梁工程（第三版） 杨玉衡 广州大学市政技术学院 修订

2 市政道路工程（第三版） 姚昱晨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3 市政管道工程施工 白建国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 市政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第三版） 林文剑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适用专业类：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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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5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第四版） 袁建新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6 市政工程力学与结构（第三版） 李  辉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7 市政工程测量 林乐胜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 市政工程识图与构造（第三版） 张  力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9 水力学与应用（第二版） 邓爱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0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技术 白建国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1 水处理工程技术 何  荧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 建筑给排水工程（第四版） 张  健 重庆大学市政学院 修订

13 水泵与水泵站 谷  峡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4 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第三版） 边喜龙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5 给排水工程计量与计价 张宝军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6 工程力学与水工结构 陈  建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7

1.市政工程技术资料实训 马精凭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市政工程施工技术实训 何  伟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市政工程测量技术实训 张志敏 广州大学市政技术学院 新编

4.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实训 邱琴忠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市政工程造价及合同实训 胡晓娟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实训 李永琴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检测 刘映翀 广州大学市政技术学院 新编

8.市政工程材料检测 王陵茜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8

1.给排水工程施工组织管理实训 邢会议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建筑给排水工程实训 于文波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水处理工程运行实训（第二版） 边喜龙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实训 袁  勇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给排水工程计量与计价实训 谭翠萍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6.水质检测 谢炜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 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邵  梁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 智慧城市管理实务 吴  坚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 现代城市管理 沈利民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4 城市管理信息项目管理 刘世美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 城市管理信息分析 薛德祥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实训系列教材

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实训系列教材

适用专业类：房地产、城乡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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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单位 备注

6 城市信息化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武  敬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7 城市信息化管理专业英语 张明勇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8 小区规划 桑轶菲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9 房屋检验理论与实务 应佐萍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0 不动产测绘 郭  戩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1 智慧园区管理实务 吴冬平 吴志华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2 房地产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何  辉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3 房地产营销综合实训（第二版） 陈林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4 房地产经纪实务（第三版） 陈林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5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第二版） 朱  江 滕永健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16 房地产经济 裴  玮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7 房地产估价实务 孟庆杰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8 房屋构造与维修 张艳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19 房屋维修养护与管理（第二版） 饶春平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
院

修订

20

1. 物业管理法律法规 谢希钢  周向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2. 物业经营管理 张雪玉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3. 物业统计（第二版） 张凌云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修订

4. 物业管理实务 黄  亮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5. 物业环境与秩序管理（第三版） 张秀萍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
院

修订

6. 物业管理案例分析 张惠芸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
院

新编

7. 物业企业财务管理 赵  艳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

物业管理专业系列教材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