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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6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1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old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Akansel, Ilkben, 

2 Limits : Kallis, Giorgos, 

3 区块链技术 毛德操 

4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治理与转型升级 :煤炭、钢铁、制盐

行业的调查报告 :invest 
史丹 

5 
China's global rebalancing and the New Silk Road 

/ 
Deepak, B. R., 

6 Culinary tourism / Raga, Jennifer, 

7 Culture and cultures in tourism : Artal-Tur, Andres, 

8 西部军地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研究 丁德科 

9 国民经济学 李孟刚 

10 渠道管理 郑锐洪 

11 农业技术经济学 张冬平 

12 Power on the Hudson : Lifset, Robert, 

13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Merlin Yonk, Ryan 

14 Process industry economics : Brennan, David 

15 Demands on rural lands : Cocklin, Chris. 

16 Smart development for rural areas / Torre, André, 

17 Agribusiness : Roche, Julian, 

18 Agricult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India / Jugale, V. B., 



19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 
Wu, Xiao An, 

20 Agriculture,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 Bredahl, Maury E., 

21 区块链智能合约与 DApp应用实战 李升暾 

22 重构商业 :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重构 熊超群 

23 半小时漫画经济学, 生活常识篇 陈磊 

24 Sorghum in the 21st century : Tonapi, Vilas A., 

25 Global recession. 

Global recess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6 A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 Marsden, Terry, 

27 
戰爭、糧食與土地改革 :戰時戰後的臺灣農

政 :1930s-1950s 
黄仁姿 

28 An introduction to circular economy / Liu, Lerwen, 

29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hwayri, Ralf, 

30 承先啟後 :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 陈慈玉 

31 Green energy to sustainability : Vertès, Alain A., 

32 
資本主義在崩解，我們還有什麼路可走？ :新科技只會

讓 10%的人受惠，剩下 
丸山俊一 

33 Female Chinese bankers in the Asia Pacific : Chan, Wai-wan, 

34 
区块链应用开发指南 :业务场景剖析与实

战 :business scenario analysis and practice 
熊丽兵 

3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 Bates, Robert H., 

36 日本的經濟發展 :兼論安倍經濟學 刘庆瑞 

37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c use of agri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 
Che, Ferdinand Ndifor,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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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機器業與江南農村 :近代中國的農工業轉

換 :1920-1950 
侯嘉星 

40 臺灣海洋觀光的治理與發展 林谷蓉 

41 Case studies in the beer sector / Capitello, Roberta, 

42 Saving the world? : Sobocinska, Agnieszka, 

43 
Integrated land use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 
Rao, M. V., 

44 Land and labour in Indian agriculture : Trivedi, Prashant Kumar, 

45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劳动关系研究 樊晓军 

46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ance in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 
Huggins, Christopher, 

47 借势. 2, 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五环方法论 林海亮 

48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居民家庭消费状况比较研究 刘润芳 

49 财务分析与公司估值 谢香兵 



5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mot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 
Doner, Richard F., 

51 
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以黄山地理标志

茶产业为例 
王艳荣, 

52 Math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Peren, Franz W., 

53 中国绿色发展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资本逻辑批判视角 于少青, 

54 动荡时代 白川方明, 

55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 赫鲁贝克 

56 长三角氢能暨燃料电池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研究 张焰峰 

57 奢侈品史 麦克尼尔 

58 
公司简史 :一种革新性理念的非凡历程 :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 
米克尔思韦特 

59 大侦探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革命 李井奎 

60 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 2020 
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

院 

61 郝堂, 茶人家 孙君 

62 汽车产品创新 赵福全 

63 跨文化商务沟通 :中国版 钱尼 

64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韩继国 

65 观光农业与休闲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孙晓庆, 

66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研究 王新红 

67 交通运输地理学 牟瑞芳, 

68 2021中国零售业发展报告 李殿禹 

69 “一带一路”的经济学分析 李向阳 

70 Economic statecraft : Fabre, Cécile, 

71 行为视角下的库存管理 徐新生 

72 
跨越“死亡之谷”和“达尔文海” :ST 理论及其在新

技术产业化中的应用 
刘贻新 

73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迟福林 

74 休闲农业文化的价值实现 :以天津为例 苑雅文 

75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城市物流系统运行机制研究 杨浩雄 

76 一本书读懂元宇宙 李丞桓 

77 创业服务平台价值共创 周文辉 

78 员工职业素养 封智勇 

79 指数定投实现财务自由 姬建东 

80 转型时期中国若干经济热点研究 吉媛 

81 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 罗宾逊 

82 科技金融理论与实践 张德环 

83 蓝色风向标 :前沿科技领域产业创新趋势 SISS 产研 

84 中国村庄公共物品配置模式研究 徐琰超 

85 医药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案例版 宋航 

86 金陵关十年报告 :1892-1931 :1892-1931 张伟 



87 
吉姆·罗杰斯的大预测 :剧变时代的投资智慧 :激変す

る世界の見方 
罗杰斯 

88 财管力 :300 个指标量化提升利润管理 高婷姝 

89 产品开发可视化工具应用 99招 北山厚 

90 超工业时代 韦尔兹 

91 
中国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报告. 2021 :暨中国绿色债券

市场五年发展总结. 2021 : 
史英哲 

92 间接贸易的测量方法理论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 彭徽 

93 币潮岁月 :亲历人民币国际化十年历程 李思敏 

94 
独立董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 
刘运宏 

95 中国经济重大问题研究. 2018 荆克迪 

96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区域分化特征及其驱动机理

研究 
宋戈 

97 湖北省城镇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研究 陈金波, 

98 Rural society in France : Forster, Robert, 

99 价值源泉与分配理论 张鹏侠 

100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 桑百川 

101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山东制造业现代供应链话语权构建

研究 
李学工 

102 中国公司治理与发展报告. 2015 李维安 

103 算力时代 :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王晓云 

104 中国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童文兵, 

105 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铁人学院 

106 无界零售 聂东平 

107 
绩效衰减情境下中小制造企业战略变革行为研究 :基

于 CPE-C-P模型的系列实证 
梅胜军, 

108 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成长能力研究 谢晶 

109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及其影响研究 顾蕊 

110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

研究 
肖帅, 

111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郑兴明 

112 认知偏误与农业众筹信息治理 :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 张琳, 

113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 斯威德伯格 

114 海派经济学. 第 19卷 第 3期，2021 年(总第 75期) 程恩富 

115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若干政策问题研究 高旺盛 

116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陈学渊 

117 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发展报告. 2021. 2021 何艳春 

118 易地搬迁与城镇化 白雅卿 

119 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彭聪, 

120 商业伦理 张喆 

121 
美国四百年 :冒险、创新与财富塑造的历史 :a 

400-year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斯里尼瓦桑 



122 苏北乡村振兴模式研究 :以江苏省东海县为例 李全新, 

123 卓越管理 :what great managers know and do 鲍德温 

124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9, 超大、特大城市：健康

基准与理想标杆 
倪鹏飞 

125 
迈向可持续平台经济时代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新

探索 :a new exploration of cor 
肖红军 

126 
行为经济学诸专题 :情绪、行为福利经济学与神经经济

学 :emotions, behavioral wel 
达米 

127 减税降费导向下我国现代税收体系建设研究 张念明, 

128 新南方管理学精要 新南方商学院 

129 财务会计课本 高顿财经研究院 

130 科技金融创新的理论与策略研究 段菁菁 

131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年鉴. 2020. 2020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年鉴》

编委会 

132 会计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 :基于用友新道 U8+V15.0 版 毛华扬 

133 “十四五”，我们如何开局 任仲文 

134 
政府会计制度实务操作应用指南 :条文解读+实操要点

+案例解析 
政府会计制度编审委员会 

135 
經營者的責任 :帶妳掌握管理的挑戰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杜拉克 

136 民俗旅游与地方文化重构 李毓, 

137 中国农产品供应链发展报告. 2021. 2021 秦玉鸣 

138 想象与回忆之间 :一种旅游现象学 方芳, 

139 德汉经济词典 夏汛鸽, 

140 现代旅游发展导论 邓爱民 

141 
精准施策赋能农村养老保障 :西南农村留守老人养老

需求与政策供给精准化 
罗亚玲 

142 第一本经济学 墨菲 

143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五个中心”发展联动 牛志勇 

144 台湾能源转型与两岸能源合作 杨芳 

145 能源革命推动珠三角开放发展 陈勇 

146 
国有资本投资集团“产融投”协同发展研究 :世界 500

强广投集团的实践探索 : 
周炼 

147 契约理论框架下的中国 PPP 研究 李琛 

148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 蒋春燕 

149 跨境电商实务 :慕课版 李颖芬 

150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绿色贸易利益评估研究 李真 

151 浙江省银行卡产业发展研究. 2021. 2021 郑旭军 

152 中国证券市场典型并购. 2020 蓝发钦 

153 中国票据市场研究. 2021 年第 2辑总第 7辑 宋汉光, 

154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与防范研究 李政 

155 项目投资与企业管理 荀照杰 

156 金融科技结合的路径创新 刘变叶, 



157 有机旱作农业长治探索与实践 秦志云 

158 智能制造管理运营手册 :基于数字孪生的实操系统 刘宏涛 

159 双重转型、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分配 赵秋运 

160 农村土地股份制理论与制度设计研究 张占录 

161 逆全球化的发生机制与新型经济全球化研究 葛浩阳 

162 耕地资源质量与土壤环境监测评价新方法 周生路 

163 债券契约条款与公司债券定价 史永东 

164 
创业学 :21 世纪的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斯皮内利 

165 
商业翻译之道 :视角、思路与方法 :perspectives, 

thoughts and solutions 
樊继群 

166 银行业竞争、企业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刘培森 

167 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人实践 鲁柏祥 

168 现代供应链管理 :战略、策略与实施 吴志华 

169 
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 :经济效应、制度设计

与财务可持续性 
孙永勇 

170 共享经济的道德风险治理 殷红 

171 中国城市网络研究 :新视野和新方法 唐子来 

172 全球视角下的林业经济学 海德 

173 数字直播营销 王晓明 

174 变额年金定价与风险度量计算方法研究 董冰 

175 
赤字、债务与民主 :与财政公地悲剧作斗

争 :wrestling with tragedy on the fiscal commo 
瓦格纳 

176 企业集团财务危机的传染机理、路径与预警研究 余浪 

177 
数字平台工作的动态演进 :基于实践的考察进路 :a 

practice-based approach 
王琦 

178 企业薪酬系统设计与制定 姚凯 

179 区域公共品牌打造 :基于“品字标浙江制造”的研究 李正卫 

180 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钱力, 

181 中东欧农业 张陆彪 

182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程茂吉 

183 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康德琯 

184 国际贸易和运输词典. 第一册, 德/英/汉 郡特 

185 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 :文集 何梦笔 

186 德汉·汉德经济贸易词典 马桂琪 

187 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 刘仁胜 

188 公司治理百年 :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 奥沙利文 

189 物流管理 波弗尔, 

190 企业的国际化管理 丢费尔 

191 国际旅游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研究 马诗远 

192 中国土地科学 陈业 

193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194 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 罗红波 



195 中德早期貿易關係 余文堂 

196 
中德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比较研究 :以山东省和巴伐

利亚州为例 
毕宇珠, 

197 成本会计 朱朝晖 

198 驻外商务人士跨文化适应研究 史兴松 

199 德国发展报告. 2012 李乐曾 

200 精选德汉经贸法律词典 庞文薇 

201 国外城市治理变革与经验 张红樱 

202 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 2021 年第 2辑总第 8辑 徐明 

203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market : Koester, Ulrich, 

204 Competitiveness and death : Winslett, Gary, 

205 The Hungarian agricultural miracle? : Varga, Zsuzsanna, 

206 Dynamic optics in economics : Lecuna, Hale Kırer Silva, 

207 A contrived countryside : Hoggart, Keith, 

208 The bourgeois and the savage : Iacono, Alfonso M., 

209 The anxious triumph : Sassoon, Donald, 

210 Life cycle assessment : Borrion, Aid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