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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5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策及实践 格罗塞尔 

2 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赵英军 

3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辞典 哈塞 

4 经济研究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5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 :经《里斯本条约》修订 程卫东 

6 上海金融 上海市金融学会 

7 商业制胜之德国 Lord 

8 管理会计学 张一贞 

9 量化投资 :以 Python 为工具 蔡立耑 

10 通信管理与技术 黑龙江省通信学会 

11 十九世纪英美涉华货币档案 科瓦查克 

12 Vacationland : Philpott, William, 

13 Forest dreams, forest nightmares : Langston, Nancy. 

14 乡村人才振兴实践研究 朱冬亮 

15 乡村产业振兴实践研究 朱冬亮 

16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spatial planning : Rega, Carlo, 

17 
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collusion and in-

between / 
Aspremont, Claude d', 

18 Fundamentals of happiness : Ramrattan, Lall, 

19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 Aghion, Philippe, 

20 俄国税收史 :9-20 世纪初 尼古拉耶维奇 



21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and statistical 

uncertainty : 
Pipień, Mateusz, 

22 一往无前 范海涛 

23 薪酬管理 金延平 

24 品类十三律 唐十三 

25 Economics of urban externalities : Adhikari, Shiva Raj, 

26 Instability and Tourism / 
Santana-Gallego, Marí

a, 

27 Chasing world-class urbanism : Lederman, Jacob, 

28 China 2030 / Hu, Angang, 

29 数字化平台战略 :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彭毫, 

30 新理念 :绿色创新与转型发展 彭文斌, 

31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赵悦 

32 Overtourism : 
Overtourism (C.A.B. 

International) 

33 农产品重金属污染监测技术方法研究 安毅 

34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labor markets / Boeri, Tito, 

35 

Challeng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on 

Agriculture,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Health 

36 集团公司管理 陈志军, 

37 
Promoting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Buckley, Sheryl, 

38 Capitalism and inequality : Manish, G. P., 

39 Process industries / Dal Pont, Jean-Pierre, 

40 
The fitted finite volume and power penalty 

methods for option pricing / 
Wang, Song, 

41 亞當·史密斯 吴惠林 

42 Brass Valley : Brecher, Jeremy. 

43 
Farm and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less 

favored areas / 
Yasunaga, Nobuyoshi, 

44 
數文明 :大數據如何重塑人類文明、商業形態和個人

世界 
涂子沛 

45 巷子口經濟學 钟文荣 

46 
裸人 :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 你選擇自甘為奴, 還

是突圍而出? :la dictature inv 
莒甘 

47 清咸、同时期的财政 何烈 

48 計量經濟學 :a modern approach Wooldridge 

49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mode of 

production / 
Zhao, Jiaxiang, 

50 Enterprising empires : Romaniello, Matthew P., 



51 中国审计年鉴. 2017 魏强 

52 Constructing cultural tourism : Hanley, Keith. 

53 人力资源管理 :基于创新创业视角 张向前, 

54 云梯 :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 虞莹 

55 海关公务礼仪实训教程 古宇薇 

56 
Liberalism, neutrality,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 
Schouten, Gina, 

57 趣味财务思维 邵经纬 

58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研究 王言 

59 工程经济学 赵峰 

60 中国手工业调查 :1921-1930 霍梅尔 

6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的城乡统筹融资机制研究 张迎春 

62 
“一带一路”与旅游合作 :进展、效果与前

瞻 :progress, effects and prospects 
宋瑞, 

6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食产品法律法规对国际贸易

影响研究 
王海涛 

64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 54卷, 村庄类第 23卷·黄河区

域第 4 卷, 郏县·容城县 
徐勇, 

65 
The relations of Jaipur State with East India 

Company (1803-1858) / 
Batra, H. C., 

66 聚焦需求侧 :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 鲁政委 

67 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精选集. 2020 版 刘建 

68 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路径研究 丁勇, 

69 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理论方法探讨与实践 吕丽芳 

70 氢能工程 :日本视角 :a japanese perspective 佐佐木一成 

71 全球价值链分工、增加值贸易与产品竞争力研究 幸炜 

72 
系统性风险监测模型研究及实现 :以有色金属期货市

场为例 
沈虹 

73 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研究 宋马林, 

74 我国互联网中小游戏企业的信用甄别与分享研究 涂改革, 

75 农村家庭女性多维贫困 :测度、动态性及扶贫对策 彭燕, 

76 西南民族村落信息贫困研究 :小世界生活情境的视角 杨峰 

77 中国零售业业态结构调整及空间网络优化研究 杨守德 

78 共益理论构建与经济改革策论 苑晟, 

79 科技金融产品设计及案例 黄昌利 

80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比较研究 :基于浙江省典型地区农

户调查 
陈旭堂 

81 财务会计及其创新研究 :基于管理视角 郭昌荣, 

82 劲仔味道 :民营企业工商人类学个案研究 刘谦 

83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研究 李斌 

84 设计战略思维与创新设计方法 张楠 

85 亚马逊超强经营法则 佐藤将之 

86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农村能源发展战略 赵立欣 



87 
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风险

应对研究 
沈澈 

88 外贸英语函电 兰天 

89 人力资源成本管理 :全程实战指导手册 郭梅 

90 
循环经济视角下大型煤业集团煤炭绿色供应链系统构

建与优化研究 
李丹, 

91 商业银行管理 岳鹰, 

92 建筑经济理论分析与工程项目管理研究 谢晶, 

93 中国千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 :理论、政策与实践 仇焕广 

94 元宇宙新经济 李时韩 

95 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展报告. 2020 

深圳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 

96 数字金融安全与监管 方亚南 

97 金融发展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研究 吕越 

98 制造企业服务化与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商业模式视角 何帆, 

99 世界快递产业发展史 黄景贤, 

100 国际结算实务教程 李永波 

101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21 年第 2辑(总第 25辑) 陈劲 

102 细说滇越铁路 罗扬 

103 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 乔伟 

104 市场营销 :课程思政与互联网创新 孟韬 

105 
收支平衡 VS水平适度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研

究 :research on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fun 
沈世勇, 

106 
阿根廷庇隆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研究 :1946-

1955 :1946-1955 
王慧芝, 

107 
金融建模原理及应用 :如何使用 Excel 和 VBA 高效建

模 :model design and best practices us 
里斯 

108 产业创新经济学 弗里曼 

109 
区域合作的利益交换论与利益协调论 :以广西玉林海

试区为例 
陈冠宇 

110 台州种业发展简编 张胜 

111 图说价值投资 吴后宽 

112 工程会计学 叶晓甦 

113 林下经济与农业复合生态系统管理 李文华 

114 华为通信科技史话 戴辉 

115 数字化酒店 :技术赋能+运营变革+营销升级+管理转型 李勇 

116 
二手世界 :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travels in the 

new global garage sale 
明特 

117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的行政法规制与纠纷解决

机制研究 
杨彬权 

118 海关银号与海关银锭的研究 鲍广东 



119 
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 上篇,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

践 
盛松成, 

120 “互联网+”绿色制造融合发展新图景 秦业 

121 打造品牌的世界观 :“感性 x知性”的工作术 水野学, 

122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欧伟强 

123 行为博弈理论 达米 

124 价格博弈 赵立新 

125 宋金元明时期的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研究 王文成 

126 
后增长 :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 :life after 

capitalism 
杰克逊 

127 
金融商业数据分析 :基于 Python和 SAS :based on 

python and SAS 
张秋剑 

128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宋伟良 

129 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左雪莲 

130 
新常态下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研究 
刘刚 

131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0-2021 :面向

“十四五”时期的新兴产业 
陶锋 

132 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 曹小衡 

133 西北地区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山仑 

134 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 Naoroji, Dadabhai, 

135 
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来自云南的样本 :a sample 

from Yunnan 
陈忠言 

136 
“营改增”后税制改革与分税制、企业税负压力的联

动协调研究 
王虹 

137 中国 PPP年度发展报告. 2021. 2021 王天义 

138 多层次创业生态系统研究 :理论与实证 项国鹏, 

139 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效果评估研究 刘长庚 

140 金融学 张振凯 

141 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21 尹稚 

142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India / Morison, Theodore, 

143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报告. 2021. 202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44 政府补贴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研究 许家云 

145 经济学核心课程知识点与题解 张连城 

146 西洋器物传入中国史话 隋元芬 

147 销售为王 吉拉德 

148 零售商期权订货决策和合同选择 万娜娜, 

149 
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全球价值

链视角 
孔亦舒 

150 新时代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于增元, 

151 
法定数字货币 :研发趋势与应用实践 :research 

trends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s 
金钊 



152 
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

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 
董屹宇 

153 初级会计实务 刘莹 

154 生产与运作管理 蔡建华 

155 2021中国 500强企业发展报告 王忠禹 

156 审计案例与实训 李晓慧 

157 非税收入教程 汪冲 

158 市场调查与预测 辛磊 

159 上海银行家书信集 邢建榕 

160 考虑相关故障行为的可靠性建模分析与动态评价 范梦飞 

161 能源回弹效应的测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卢密林, 

162 贸易能力塑造国家能力 马行空 

163 数字化转型 2.0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企业的进化之路 刘继承 

164 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车四方, 

165 东盟旅游蓝皮书. 2019-2020. 2019-2020 程道品 

166 中国粮食产后损失研究 赵霞, 

167 薪酬体系设计实务手册 孙宗虎 

168 
欧洲悲剧 :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 :a drama 

in nine acts 
莫迪 

169 营销调研 伯恩斯 

170 5G+智慧金融 :5GxAI 技术驱动下的金融新生态 刘中扩 

171 
共同富裕 :浙江实践的典型案例 :a typical case 

form Zhejiang's practyice 
余丽生 

172 经营活动分析 刘俊勇 

173 “颖”响力对话 :从新三板到北交所 李颖 

174 土地经济研究. 15. 15 黄贤金, 

175 制度视角下文化旅游地社会变迁研究 肖佑兴 

176 文旅融合视角下的旅游演艺发展研究 张建荣, 

177 
中国农村的收入增长与不平等研究 :基于“机会”与

“努力”的二元视角 :bas 
史新杰 

178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在台州 
台州市小微金改领导小组

办公室 

179 中国科技创新战略与区域创新实践研究 林赛燕 

180 中国第七届 MTA教学案例评选优秀案例集 白长虹, 

181 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开放与政府管制调整研究 刘华涛 

182 经济通史 韦伯 

183 剩余收益模型的理论与运用研究 王立夏 

184 土地制度、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 黄忠华, 

185 高成長期日本の産業発展 武田晴人, 

186 反垄断经济学 :理论与政策 :theory and policy 唐要家 

187 
访谈与杂谈 :说说桂林旅游 :聚焦“奋进者”的脚步

和思索 
李志刚 

188 数字经济学 孙毅 



189 巴西农业 王晶 

190 法国农业 李岩 

191 基于多指标构建综合指数的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石峻驿 

192 我国糖料与食糖市场监测分析与研究 马光霞 

193 
基于农户视角的浙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价值贡献研

究 
陈旭堂 

194 
社会信任 :民间金融与经济转型 :informal financ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刘卫平 

195 溪发说税之增值税优惠篇 林溪发 

196 社会市场经济辞典 哈赛, 

197 德国经济 :管理与市场 罗尔 

198 德国财政税收制度研究 叶青, 

199 德国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分析与评估 魏尔曼 

200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 沈越 

201 与德国做生意 雷乌维德, 

202 
Chinesisch-deustscher wortschatz politik und 

wirtschaft 
马汉茂 

203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理论、发展与比较 :theorie, 

entwicklung und vergleich 
刘光耀, 

204 欧盟经济政策概论 张健雄, 

205 中小企业管理 波弗尔, 

206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陈龙飞 

207 铁血骑士团 :德国金融战役史 江晓美 

208 中德网络商品交易监管比较研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9 辽宁经济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 

210 欧盟区域政策及其对中国中部崛起的启示 李明 

211 德国住房政策 艾克豪夫 

212 船舶经济贸易 李承方 

213 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史 申学锋, 

214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商学院

版 :business school edition (2e) 
甘伯 

215 国富论 斯密 

216 The tourist : MacCannell, Dean, 

217 Small farm agriculture in Southern Europe : Monke, Eric A., 

218 Capitalism's eye : Hetherington, Kevin, 

219 Economic life in the real world : Stafford, Charles, 

220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Hall, Colin Michael, 

221 Theories and models of urbanization : Pumain, Denise. 

222 
Tourism,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regeneration : 
Wise, Nicholas, 

223 Dat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 Holian, Matthew J., 



224 中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报告 胡彩梅 

225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 Hulleman, W., 

226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Lemke, Claudia, 

227 无限供给 :数字时代的新经济 周春生 

228 每个人的经济学 张夏准 

229 区块链数字货币投资指南 李涛 

230 
创新者的窘境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克里斯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