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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10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题名 作者 

1 中小企业融资操作手册 陈宝明 

2 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 裴光 

3 经济博弈论 戚译 

4 企业知识联盟 :理论与实证研究 陈菲琼, 

5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桐庐卷 李睿 

6 杭州市旅游资源研究 程玉申 

7 人文旅游. 第三辑 潘立勇 

8 Marketing : Bearden, William O., 

9 世界经济概论 
《世界经济概论》编写

组 

10 税收史话 中国税务学会 

11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实践与挑战 :互联网时代金融

风险防范的新框架 
岳彩申 

12 
回顾与展望 :中国与联合国减贫合作四十年案例

集 :case studies on China-In poverty 
中国 

13 农民工工资增长与结构 :基于企业农民工的量化研究 李超海, 

14 商业计划书编写实战 胡华成 

15 管理的实践 德鲁克 

16 计量经济分析 格林 

17 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 朱英 

18 经济与社会 韦伯 



19 
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史文森 

20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蔡昉, 

21 我为什么要写《中国“三农”调查》 童禅福 

22 殖民樁腳 :日治時期臺灣煙酒專賣經銷商 萧明治 

23 
貿易大歷史 :貿易如何形塑世界，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

代，跨越人類五千年 
伯恩斯坦 

24 In whose interest? : Rudin, Ronald, 

25 大国治理 :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陆铭 

26 Firms as political entities : Ferreras, Isabelle, 

27 正道 :商业模式决胜未来 林伟贤 

28 商务礼仪实用教程 袁涤非 

29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 2021 李桂芝 

30 文化特性对供应链合作的影响研究 阮萍 

31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下的结构转变及其演化 黄榕 

32 组织外社会网络与销售人员绩效研究 车瑜 

33 公司金融 李曜 

34 我讲述的铁路遗产故事. 第三部 亢宾 

35 中国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发展 杜国臣 

36 货币幻觉 费雪 

37 
二手世界 :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travels in the 

new global garage sale 
明特 

38 Responsibility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 Murphy, Susan P., 

39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 Greenough, Paul R. 

40 Nutrition, food markets and agriculture : Jäggi, Christian J., 

41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ircular economy in 

agri-food sector : 
Mor, Rahul S., 

42 Peasants,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 Gill, Lesley, 

43 Forests are gold : McElwee, Pamela D., 

44 数字账户、平台科技与金融基础设施 刘绪光 

45 拼图经济学 :锤炼经济学思维的 115 块拼图 蔡天娇, 

46 北京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李中 

47 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与一般均衡分析 叶作义 

48 管理要像一部好电影 刘顺仁 

49 信任三角形 霍尔特 

50 糟糕的经济学 麦克洛斯基 

51 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 陈健 

52 
中国金融期权市场 :模型及应用研究 :model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李蓬实 

53 财务共享向中小企业推广应用研究 刘东辉 

54 2021中国低碳发展指数报告 :区域比较 韩晶 

55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评论. 第 3辑 张磊 

56 漫话十三行 范小静 



57 2020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 潘光伟, 

58 世界变迁与中国发展 邹治波 

59 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 刘晓光 

60 支付业务季报. 2020 年第三季度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

司 

61 民间金融市场治理研究 李红军 

62 异质信念与中国股票市场异象研究 李林波, 

63 大数据联盟数据服务模式 翟丽丽 

64 向下管理的艺术 :如何激发员工自驱力 蒋巍巍 

65 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图录 张建新 

66 中级财务会计学 曹越 

67 量化投资学 :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 陈创练 

68 会计学 :英文版 杨顺华 

69 市场调查与预测 郑红 

70 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辉, 

71 
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与实践 :工业元宇宙前

传 :industrial metaverse 
李剑峰 

72 
基于品牌社群感知与消费者卷入的品牌社群价值提升策

略研究 
苏奕婷, 

73 中国的出口管制 :2021年 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74 土地的分利流转 :以蓉城的改革试验为例 张惠强, 

75 制度环境、社会关系与供应链网络治理 张敬 

76 中国发展经济学通论 任保平 

77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 :基于复杂系统

理论视角 
董纪昌 

78 网络环境下的企业危机预警模型研究 王战平 

79 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研究 武强 

80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 :“区域-要素”统筹 林坚 

81 中国乡村振兴智库报告. 2021 :乡村振兴前沿问题研究 国家乡村振兴局 

82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2020 张知干 

83 权利兴农 :走好乡村振兴关键一步 张英洪 

84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陈燕翎 

85 连续双向拍卖市场报价策略研究 白延涛 

86 政府驱动型空间开发的中国实践 汪劲柏 

87 新能源要素集聚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研究 苏屹 

88 农村社会保障 徐强 

89 白美清粮食改革论集 :2013-2020年 白美清, 

90 项目管理 :以能源项目为例 唐葆君 

91 清洁取暖技术与财政补贴研究 吕连宏 

92 
平台劳动者 :分类、权益与治理 :classific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 governance 
刘善仕 

93 东南亚华侨华人女性创新创业研究 杨树青 



94 旅行社管理 马瑛 

95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夏忠毅 

96 元宇宙时代 通证一哥 

97 中国石油企业文化辞典, 石油工业出版社卷 关晓红 

98 城市设计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整合理论及方法 杨柳 

99 公司财务管理案例 张烜 

100 
工业物联网 :平台架构、关键技术与应用实

践 :Piafform Architecture, Key Technologies 
胡典钢 

101 中级财务管理 唐现杰 

102 分水岭 :金融科技热点解读 马晨明 

103 电子商务 :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ve 孙建红 

104 税收经济学 赵旭杰 

105 国际金融 杜玉兰 

106 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 卫平光 

107 金融工程学 郭红枫 

108 共同富裕专家深度解读 张占斌 

109 中国扶贫脱贫史 李忠杰 

110 区块链数字金融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 王文海 

111 市场营销学 :数字教材版 郭国庆 

112 全渠道营销 :后电商时代新常态 范小军 

113 阿诺德投资学 阿诺德 

114 多双边贷款项目案例集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 

115 原油市场演化规律研究 田洪志, 

116 新治理 :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展 刘西友 

117 地权的转移与保障 :田园诗后的生活 梧桐雨, 

118 社会化问答营销 刘庆振 

119 
创新驱动因素对高技术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

创新系统视角 
魏新颖 

120 
耕海牧渔 :舟山蚂蚁岛村发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y of ant island village, Zhoushan 
徐伟兵, 

121 
富民之路 :温州上园村发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y 

of Shangyuan Village, Wenzhou 
徐剑锋 

122 中国经济大数据分析 成生辉 

123 荷兰财政金融史 哈特 

1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段颀 

125 2020-2021 年中国原材料工业发展蓝皮书 刘文强, 

126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 2020 林汉川 

127 数字规划与实战 :15大企业数字化系统选型指南 李金凯 

12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县域发展 本书编写组 

129 重构新合伙人机制 孙格 

130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 :测度及其对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 张欢欢 

131 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蒋一琛 

132 社群觉醒 :小数据开启商业元生态 周宏明 



133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的环境效应研究 王向进 

134 财务报表分析 :立体化数字教材版 王化成 

135 Property entrepreneur : Wong, Vincent, 

136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山东路径与实

践 :Shandong path and practice 
史晓浩 

137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历程 张雷声 

138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孟祺, 

139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合作机制研究 江瑞平 

140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何正文 

1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典型大宗商品市场的非对称关联 程胜 

142 迷失的经济学 普特南 

143 
金融化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市场风险评价、传导与防控研

究 
李崇光, 

144 数据治理之路 :贵州实践 梅宏, 

145 战略性绩效管理 方振邦, 

146 浙江省数字安防产业发展白皮书. 2021 罗伟节 

147 Peasant life in China : Fei, Xiaotong 

148 陈其广集 陈其广 

149 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 :1895-1937 吴静 

150 
精益创业 :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 
莱斯 

151 销售圣经 :the ultimate sales resource 吉特默 

152 基业长青 柯林斯 

153 赢 韦尔奇 

154 新创企业的运营和融资协同决策研究 彭鸿广 

155 商务数据分析 李倩 

156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中国海外电力投融资转型研究 :a 

study of China's overseas power 
王建业 

157 
基于目标导向对策规划 (ZOPP) 的 TOT 项目集成融资模

式研究 
王晖 

158 会计信息系统实验 卢燕 

159 解惑集 :中国经济专题答疑录 林毅夫 

160 资产评估研究. 2021 年第 1辑 (总第 5辑) 马海涛 

161 欧盟经济 张新生 

162 计量经济学软件 Stata 15.0 应用教程 :从基础到前沿 徐芳燕 

163 蛋糕经济学 :如何实现企业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双赢 爱德蒙斯 

164 管理层语调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研究 苗霞 

165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 马微 

166 支付架构实战 苏博亚 

167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 童露 

168 近代巴西的劳动力问题与移民政策 杜娟, 

169 2040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研究 李平 

170 共享经济理念与战略研究 张玉明, 



171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评价篇 李英利 

172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初探 田雪莹 

173 会计英语 俞雅乖, 

174 中国证券市场专题研究 姚禄仕, 

175 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 瓦伊纳 

176 绍兴旅游文化 金泽民 

177 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 1978-1998 史晋川 

178 德国财政税收制度研究 叶青, 

179 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战略全书 :应对 WTO挑战. 中卷 杜厚文 

180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 沈越 

181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富阳卷 程玉申 

182 
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Ⅲ 
江小涓 

183 浙江开放型经济的效率增进研究 张小蒂 

184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利益相关者方法 盛亚, 

185 浙江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 张仁寿 

186 中国经贸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 

187 浙兵岁月 :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事儿 黄亚洲 

18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代价值 洪银兴, 

189 公共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朱柏铭, 

190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思 

191 
温州产业区重构 :空间、演化与网络 :space, 

evolution and networks 
徐剑光, 

192 我们的孩子 帕特南 

193 Agile practice guide =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194 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三农”调查 童禅福 

195 
区块链浪潮 :加密启蒙运动的开始与互联网的终

结 :The next everything 
威廉姆斯 

196 经济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陈诗一 

197 供应链管理 梁学栋 

198 浪潮之巅 吴军 

199 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 张彦 

200 
风险投资交易 :创业融资及条款清单大揭秘 :be 

smarter than your lawyer and venture ca 
菲尔德 

201 棉花帝国 :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a global history 贝克特 

202 幕后产品 :打造突破式产品思维 王诗沐 

203 持股行权案例评析. 2020 年 郭文英 

204 奋进“十四五” :浙江的跃迁之路 金雪军 

205 
神经金融学 :社会影响下的网络投资行为 :online 

investment behaviors under social infl 
郑杰慧 

206 剛性泡沫 朱宁 



207 
美国农业政策 :历史变迁与经济分析 :evolution and 

economics 
诺瓦克 

208 
流动之城 :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文卡特斯 

209 守著臺灣·守著歷史系列. II 林钟雄, 

210 投资者. 第 13辑（2021年 2月） 郭文英 

211 读懂中国经济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张晓晶 

212 动荡时代 白川方明, 

213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解析及申报实务 :2021年版 曹越 

214 价值升维 :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化个案研究 胡晓云 

215 利益相关者 施瓦布 

216 
当代会计评论. 2020 年第 13卷第 3辑 (总第 31辑). 

Volume 13 number 3 2020 
刘峰 

217 Alpha city : Atkinson, Rowland, 

218 Consumer perception of food attributes / Matsumoto, Shigeru, 

219 Grow the pie : Edmans, Alex, 

220 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20 朱伟 

221 厦门经济资料选编 :1909-1949 洪卜仁, 

222 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险概况 屈祖荫 

223 旅游扶贫的理论、路径 :基于四川旅游扶贫实践 刘燕 

224 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理论·方法·实证 陈群元, 

225 民生公司与抗日战争 张守广 

226 

First five-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 

  

227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 Ⅲ, 中国高质量增长与治理 张平 

228 
经理人缴费基数计算口径调整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影响

研究 
张华荣 

229 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与展望 谢天成, 

230 四川省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途径及对策研究 胡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