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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ｖ

建筑结构网上书店正式上线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经过精心筹备，建筑结构网上书店正式上线，再也不用为买不到自己心仪已久、网上

断货很久、几乎绝版的专业书发愁了！
一、如何进店？

建筑结构官方微信 建筑结构网上书店
　

方式一：扫描右侧建筑结构官方微信二维码，依次

点击：菜单栏→微店网店→网上书店，即可进店购买。
进入店铺后，请先点击右上角收藏店铺，以后在自己的

微信收藏夹里就可以随时进店。
方式二：扫描右侧建筑结构网上书店二维码，关注

店铺开启愉购书之旅。
二、书目设置

专业书籍类包括规范及相关解析、考试进阶、工程

实例详解等；期刊杂志类包括建筑结构正刊、增刊、减
震技术副刊等；周边爆款产品如中国原创设计全球首款可以坐的挎包，实木手工、匠心雕琢、手动安装，乐趣

无穷的桌面新宠———斗栱图架。
小店新开张，书目及产品不定期持续更新完善哦。 购书折扣 ８ ～ ９ 折不等，出版社直接供货，１００％正品，

质量保证，全场满 ９８ 包邮（偏远地区除外），退换无忧！ 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欢迎在建筑结构微信官方微

信后台留言，注明你想要的书，备注“书名 ＋作者 ＋出版社”，我们会尽快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