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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9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1 经济协同论 李繁荣, 

2 Tourism in Asian cities / Dixit, Saurabh Kumar, 

3 旅行社经营管理 杨宇 

4 计量经济学实务 叶霖莉 

5 工业互联网 :企业变革引擎 孙延明 

6 第二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优秀论文集 谭曼 

7 化工技术经济 方勇 

8 
Agriculture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Mukhoti, Bela, 

9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 
Sharma, Rakesh 

10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 Hussin, Nordin. 

11 In default : Gates, Marilyn. 

12 
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 :基于国有企业分

类改革的视角 
高明华 

13 Extracting innovations : Clifford, Martin J., 

14 
Revitalizing Indian agriculture and boosting 

farmer incomes / 
Gulati, Ashok, 

15 
Examining international land use policies, 

changes, and conflicts / 
Hasnat, G. N. Tanjina, 

16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merging theorie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 
Adıgüzel Mercangöz, 



Burcu, 

17 
Research handbook of investing in the triple 

bottom line : 
Boubaker, Sabri, 

18 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 谢国兴 

19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Jonaslabee, Stephanya 

Lynn, 

20 現代日本經濟的 25個關鍵課題 桥本寿朗, 

21 未竟的奇蹟 :轉型中台灣的經濟與社會 李宗荣 

22 基于价值理论的生态产品购买制度研究 姚柳杨 

23 China's new silk road : Mendes, Carmen Amado, 

24 Kredit und Kapital : Breda, Stefano, 

25 中国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谭卫平, 

26 
Social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 
Parker, Lukas, 

27 中国审计年鉴. 2016 魏强 

28 国外智库论“一带一路”. 2021 年第 1辑 赵江林, 

29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21 王小鲁 

30 公共文化“三项”经费保障研究 余冬林 

31 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王华 

32 内蒙古钢铁工业发展历程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武月清 

33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路径研究 张友国 

34 风险与机会视角下连片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王文略, 

35 金融贸易发展与市场经济管理 刘盈 

36 
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西北地区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战略与路径研究 
刘进军 

37 电子商务基础 陈俊 

38 Ecological economics : Faber, Malte Michael, 

39 区块链概论 王思远 

40 大数据与创新绩效评价 殷群 

41 计量经济学 :基于 R语言的实现 王涛 

42 全球产业分工与气候变化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张增凯 

43 质保数据分析与质保政策设计 何曙光 

44 清廉金融 《清廉金融》编委会编 

45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张卓元 

46 Public finance and our poverty : 
Kumarappa, Joseph 

Cornelius, 

47 非高斯分布下的金融建模 乔多 

48 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刘建翠 

49 市场营销 王永贵 

50 物流经济学 王松 

51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侯增艳 



52 共有产权住房的理论与实践 金细簪, 

53 CEO职位壕沟对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吴明霞 

54 质量管理与卓越绩效 埃文斯 

55 绿色金融、经济的绿色化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光勤 

56 医保综合控费与信息化 曲超 

57 中国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研究 李周, 

58 商务大数据基础 张劲松 

59 金融经济学教程 陈伟忠 

60 中东欧经济研究报告. 2020-2021. 2020-2021 姜建清 

6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质量与效应评价 杜莉, 

62 2021APEC农业合作报告 刘春晖 

63 
外资引进与中国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的传导

作用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韩嫣 

64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南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 

65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 电子信息功能材料,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unctio 
周济 

66 政信金融业教程 裴棕伟 

67 
长江上游地区林业生态发展外溢效应评估及补偿机制

研究 
冉陆荣, 

68 德国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组织与方法 魏尔曼 

69 收入分配公平与税制结构优化 谭飞, 

70 
非理性网络借贷消费中的认知偏差 :作用机理及干预

机制 
邓士昌, 

71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过程及政策研究 曲婉 

72 新一代能源系统. 上 周孝信 

73 企业创新平台及其数字化构建 刘广 

74 市场与社会主义 金瑶梅 

75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全景图 何伟 

76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 2022 :多元化用工的效率、灵

活性与合规. 2022 :efficienc 
杨伟国 

77 商业分析知识体系指南 徐本立 

78 
山与海的牵手 :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的珠海、怒江扶贫

协作的“山海模式” 
李祖超 

79 中国省域能源效率及政策研究 史红亮, 

80 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王玉娟 

81 中国就业促进政策 :评估与展望 白晨 

82 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 范松梅, 

83 娄向鹏看世界农业 :一本书带你看透全球标杆农业 娄向鹏 

84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2021 高云龙 

85 中国农业真相 :乡村振兴, 从了解中国农业真相开始 臧云鹏 

86 投资 21戒 斯坦 

87 绩效评价 唐振达 



88 
中国高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研究 :基于社会网

络分析法 
辛娜 

89 赢在创新 :日本计算机与通信业成长之路 弗朗斯曼 

90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中外对比研究 芦锋 

91 贝佐斯如何开会 佐藤将之 

92 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与创新研究 吕振威 

93 工商管理与经济统计分析研究 李贝贝 

94 现代金融经济的风险及方法策略研究 崔嵩 

95 
能断金刚 :超凡的经营智慧 :the Buddha 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your business and your li 
罗奇格西 

96 
中国脱贫之路 :基于贫困户的经济决策质量的分析 :a 

study based on economic decisio 
李志平 

97 
迈向共同富裕的分配行动探究 :a road to common 

prosperity 
李清彬 

98 中国外汇储备风险测度与管理 朱孟楠, 

99 国家航海. 第二十七辑 武世刚 

100 财富是认知的变现 :如何避开投资中的 12个陷阱 舒泰峰 

101 
中国金融开放 :市场导向下的均衡选择 :a balanced 

choice under market orientation 
吴晓求 

102 
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 下篇, 宏观经济与房地产

调控 
盛松成, 

103 西南农村地区小农生产现代化的实证与对策研究 黄永新 

104 
煤炭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的

研究 
徐杰芳 

105 家业长青 :家族企业永续经营哲学 中泽康彥 

106 扇形统合 :县域金融治理的权力运行研究 郭敬, 

107 风险、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下的行为 达米 

108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效应研究 杨传喜, 

109 
环保与可持续贴标 :如何成为更环保的标签加工商和

终端用户 :become a 'greener' 
费尔利 

110 全民基本收入 :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 帕里斯 

111 
大均衡 :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

考 :reflecting on the directions of Chinese ru 
贺雪峰, 

112 中间产品内涵能源核算、分解与应用研究 刘增明 

113 上海居家养老服务供求状况及机制研究 艾慧 

114 成本会计 郭莲丽 

115 共同富裕 :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厉以宁 

116 管理会计 隋志纯 

117 
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 :基于外部

不确定性因素的调节效 
姜晓文, 

118 用户价值变革三部曲 孙静若 

119 产业关联测度理论与应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郑正喜 

120 保险风险模型的分红与破产分析 刘章, 



121 会计学 王爱国 

122 
国土空间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 :以长江经济带案例区

为例 
曾晨 

123 
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银行监督视

角 :evidence from the bank monitor 
刘锡良 

124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康建林 

125 
当代会计评论. 2021 年第 14 卷第 1辑 (总第 33辑). 

Volume 14 number 1 2021 
刘峰 

126 激励机制错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盛明泉 

127 驿站杨柳码头风 考拉看看 

128 国家审计、协同监督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郭檬楠, 

129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

代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 
兰德斯 

130 国际财务管理学 许艳芳 

131 伊斯兰金融与伊斯兰银行业概述 黄平 

132 
2020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 :长三角中小城市活力研究, 

人才篇 
褚敏 

133 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与中国的选择 李向阳 

134 科技创新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刘永焕 

135 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构建研究 孟于群 

136 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 严瑞珍 

137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20/2021 邵益生 

138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2021-3 总第 103期. Volume 

CIII 
中国人民银行 

139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 

140 ものづくり日本経営史 :江戸時代から現代まで 粕谷誠, 

141 桨声灯影见传奇 王露 

142 中国碳中和通用指引 
BCG 中国气候与可持续发展

中心 

143 国际金融 普格尔 

14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合作风险研究 郭霄鹏, 

145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 2020, 全面小康的中国

经济 
洪银兴 

146 德语商务信函写作 李忠民 

147 德汉金融小词典 胡善君 

148 气候变化约束下农业高质量生产转型研究 周洁红 

149 能源革命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黄其励 

150 生态文明新时代企业环境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孙瑜 

151 供应链金融 田江 

152 商务口译 :思维、实践与教学 王葵 

153 数智化革命 :价值驱动的产业数字化转型 刘震 

154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策略 尹玥, 



155 
外包董事会 :董事会服务提供商如何改善公司治

理 :how board service providers can i 
班布里奇 

156 毛利变纯利 :新阿米巴×数字经营 杨胜全 

157 旅游规划 吕连琴 

158 广东省集成电路产业专利分析与对策   

159 众筹产品设计、定价及优化 屈绍建 

160 新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研究 刘宗涛 

161 
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 :20 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在美国的

发展及其影响 
张林 

162 Python财务数据分析 阎虎勤, 

163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理论与实务 赵敬华 

164 Managing sustainable tourism : Edgell, David L., 

165 论电子商务与信息化安全 李湘棱 

166 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的会计教学改革研究 董海慧, 

167 城市交通与低碳发展 程东祥 

168 区块链与产业新机遇 刁生富 

169 长三角议事厅合集 :新都市与新城镇 曾刚 

170 PMP项目管理方法论与敏捷实践 寇翔淋 

171 
高质量发展的雄安之道 :雄安新区全周期智能城市规

划建设平台创新和实践 
刘利锋 

172 韩国农业 潘伟光 

173 加拿大农业 刘英杰 

174 商品期货量化交易实战 :以 Python为工具 胡凯博 

175 印度尼西亚农业 王勇辉 

176 “美式”国家治理的财政观察 傅志华 

177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三农化一农” 许皞, 

178 税收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案例 李晓曼 

179 汉德经贸词典 李崇艺 

180 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研究 李永胜 

181 欧元 范幸丽 

182 德国财政制度 朱秋霞 

183 德国循环经济研究 黄海峰 

184 中国社会保险的改革与探索 郭士征 

185 欧盟东扩后的经济一体化 张淑静 

186 德国经济与市场 宋坚 

187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88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189 中国农业会计 中国农业会计学会 

190 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 周弘 

191 国外农业合作社研究 :产生条件、运行规则及经验借鉴 孔祥智, 

192 2012国家西部开发报告 张平 

193 公司估值 弗里克曼 

194 The annotated works of Henry George / George, Henry, 



195 What really counts : Colman, Ronald, 

196 国际金融新编 姜波克, 

197 The cod fisheries : Innis, Harold Adams, 

198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 Lash, Scott, 

199 OECD Tax Policy Reviews :   

200 OECD 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2020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 Technological retrogression : Endresen, Sylvi B., 

202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趋势与关键政策研究 蔡萌 

203 Capit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 Tsoulfidis, Lefteris, 

204 
借钱 :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a history of usury 

and debt 
盖斯特 

205 
当代中国广告批评的图景与脉络 :基于批评的社会过

程考察 :a perspective from a 
郭瑾 

206 公司金融 阿斯奎思 

207 我们热爱的金融 :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 刘俏 

208 
Capacity building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 

Chrysostome, Elie 

Virgile, 

209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eTourism 

applications / 

Rodrigues, João, 

210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mart, A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