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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1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企业 IT 架构转型之道 :阿里巴巴中台战略思想与架构实战(作者：钟华) 

2. 马云: 未来已来 :阿里巴巴的商业逻辑和纵深布局 :马云内部讲话 3.0(作

者：阿里巴巴集团) 

3. 成就伟大公司(作者：钱颖一) 

4. 激荡十年, 水大鱼大 :中国企业 :2008-2018(作者：吴晓波,) 

5. 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 1978-2008(作者：吴晓波) 

6. 自由港之法制 :国家经验与舟山实践 :national experience and 

Zhoushan practice(作者：王超) 

7. 经济学说史(作者：姚开建)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张宇) 



9. 渠道管理(作者：李先国) 

10. 公司金融(作者：潜力) 

11. 量化交易入门与 Python 实践(作者：覃雄派) 

1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者：石敏俊) 

13. 大数据审计(作者：陈伟) 

14. 金融监管学(作者：马勇) 

15. 区块链浪潮 :加密启蒙运动的开始与互联网的终结 :The next 

everything(作者：威廉姆斯) 

16. 商镇兴衰 :洪江的商业历史与地域社会建构(作者：吴晓美) 

17. 立此存照 :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档案实录(作者：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18. 会计数据分析(作者：理查森) 

19. 精益数据运营 :用数据驱动新商业革命(作者：夏青青) 

20. 产业发展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2020. 2020(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产业经济学》学科组) 

21.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forei(作者：翟东升) 

22. 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 2019(作者：肖钢) 

23. 国际经济学(作者：尹晓波) 

24. 会计实证研究方法与 SPSS 的应用(作者：黎毅) 

25. 国际物流(作者：吕明哲) 

26. 网络广告学(作者：刘勇) 



27. 中国农产品市场分析报告. 2020(作者：农业农村部) 

28.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重点课题获奖报告. 2019(作者：中国人

民银行研究局(所)) 

29. 2020-2021 中国信息通信业发展分析报告(作者：奚国华) 

30. 国际金融安全(作者：张炳辉) 

31.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中国银行业协会) 

32. 培训与开发 :理论、方法及实训(作者：吴小立) 

33. AI 加速键 :上海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探索与实践案例

集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commerc(作者：上海市人工智

能行业协会) 

34. 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作者：于施洋) 

3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形态的历史反思(作者：王程) 

36.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20 年度报告(作者：王广大) 

37. 商业决策中的会计学(作者：赵艺) 

38. 现代仓储管理与实务(作者：周兴建) 

39. 电子商务概论(作者：李洪心) 

40. 旅游目的地管理(作者：李雪松) 

41.  

41. 金融(超)高频数据建模与分析 :基于中国期权、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作

者：王俊博) 



42. 货币金融学(作者：朱新蓉) 

43. 品牌策划与管理(作者：程宇宁) 

44. 公司治理研究重点文献导读(作者：陈德球) 

45. 世界级城市群与首都新发展格局(作者：唐鑫) 

46.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framework, path and cases :框架、路径与案

例(作者：吕程平) 

47. 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研究(作者：黄亨奋) 

48. 数字金融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the new engine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作者：张勋,) 

49. 价值理论的现代分析(作者：藤森赖明) 

50.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1 年第 4 卷第 1 期(作者：刘涛雄) 

51. 新丝路学刊. 总第 12 期(作者：马丽蓉) 

52. 广州 :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the road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作者：胡军,) 

53. 大船航向 :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 (1860-1937)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作者：罗安妮) 

54. 中国服务经济理论前沿. 3. 3(作者：夏杰长) 

55. 保险学(作者：孙祁祥) 

56. 新网络营销(作者：赖洁瑜) 

57. 新时代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研究(作者：夏仕龙,) 

58. Excel 2016 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微课版(作者：李宗民) 

59. 客户关系管理 :慕课版(作者：吴敏) 



60. 旅游研究进展. 第十一辑(作者：保继刚) 

61. The global economy in turbulent times /(作者：Lin, See Yan,) 

62. 无畏的天才(作者：门德斯) 

63. 中国劳动研究. 第一辑(作者：冯喜良) 

64. 劳动关系经典理论研究(作者：孟泉) 

65. 中国融资租赁前沿问题探讨. 2021(作者：程东跃) 

66. 宏观经济学(作者：张原) 

67. 滇西地区扶持政策效应研究(作者：王艳,) 

68. 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发展研究(作者：刘祚祥,) 

69. 反贫困策略研究 :北京市对口援助案例分析(作者：王桂胜) 

70. T/DACS 001.1-2020《现代奶业评价奶牛场定级与评价》标准解读(作

者：陈绍祜) 

7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者：张洪伟) 

72. 高潜人才 :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develo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作者：田效勋) 

73. 寿险精算学(作者：王晓军) 

74.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作者：汪玉弟) 

75. 数量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12 卷 (第 3 期)(作者：张屹山) 

76. 中国工业企业创新异质性与出口动态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作者：陈乘风) 

77. 货币常识 :历史与逻辑 :history and logic(作者：李义奇) 

78. 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 2021(作者：杨涛) 



79. 社会保险学(作者：毛艾琳) 

80. 园艺产品贮运学(作者：饶景萍) 

81. 现代企业管理(作者：费志敏) 

82.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作者：杨开忠) 

83. 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构建 :以大米行业为例(作者：徐芳奕) 

84. 西部地区资本市场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作者：贾明琪) 

85. 机器/资本二重性 :物联网生产工艺学批判(作者：刘方喜,) 

86. 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研究报告. 2019-2020(作者：中国审计学会) 

87. 现代内部审计(作者：鲍国明,) 

88.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实务与案例分析(作者：彭建国) 

89. 见证新中国基础产业之路(作者：刘未鸣) 

90. 新机与新局 :珍藏版(作者：宋志平) 

91. 企业质量危机的舆情传播与应对策略(作者：季丹) 

92. 工匠精神 :员工核心价值的认知升级 :Cognitive upgrading of core 

values. 2(作者：付守永) 

93. 税务会计(作者：左锐) 

94. 企业涉税风险(作者：韩海敏) 

95. 金融模拟综合实验(作者：张云) 

96. 中国住房市场的发展与演变研究(作者：张振海) 

97. 转让定价风险管理之本 :同期资料准备与审核(作者：易奉菊) 

98. 企业管理(作者：陈文安) 

99. 穿越时间的价值 :看得准、守得稳、拿得住的投资逻辑(作者：林徐峰) 



100. 丝绸之路西段工商业城市研究 :7-9 世纪(作者：王雅红) 

101. 创变 :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机制创新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mechanism design(作者：武常岐) 

102. 国民经济统计学 :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作者：杨灿) 

103. 绿碳行为经济学 :汲取增长与濡化发展(作者：田立新) 

104. 企业战略管理(作者：王铁男) 

105. 创新学 :科学创新理论与应用(作者：秦伟平) 

106. 技术尽职调查 :服务于首席信息官、风险投资者、技术供应商的最

佳实践 :Bes(作者：安德里奥尔) 

107. 基础会计学(作者：薛小荣) 

108. 美日博弈 :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 又该如何索回(作者：普雷斯

托维茨) 

109. 纳税基础与实务(作者：冯小查) 

110. 新时代商务日语教育体系构建与教材开发(作者：仇文俊) 

111. 财务管理学(作者：张德容) 

112.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作者：黎新伍) 

113. 建设项目节地管控研究 :以土地管理新形势为背景(作者：陆方兰) 

114. 数字经济与中国(作者：南开大学) 

115. ERP 沙盘模拟演练教程(作者：孙金凤) 

116. 创业融资管理(作者：李爱华) 

117. 面向高端制造领域的大数据管理系统(作者：“面向高端制造领域的

大数据管理系统”项目组编著) 



118. IT 工程师之炼(作者：申艳光) 

119. 商务导论英语教程(作者：袁奇) 

120. 山地绿色农产品品牌塑造与反贫困研究 :以滇黔桂地区为例(作者：

徐大佑) 

121. Top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ssues for 2020 :(作者：Galasso, 

Melisa.) 

122. 美国审查中企并购的逻辑研究(作者：吕贤) 

123. 创新的资本逻辑(作者：田轩) 

124. 内部控制审计 :理论与实务(作者：李万福) 

125.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作者：周玉江) 

126. 文化金融学(作者：金巍) 

127. 央行数字货币 :理论、实践与影响(作者：白津夫) 

128. 善经济 :经济的利他思想与实践(作者：何日生) 

129. 知性管理与企业创新驱动成长(作者：喻登科) 

130. 知名农业品牌案例研究 :来自江苏的实践(作者：耿献辉) 

131. 24 晓识 :中欧商业评论经典案例集(作者：中欧商业评论) 

132. 龙卷风暴(作者：摩尔) 

133. 好服务, 这样设计！ :23 个服务设计案例(作者：黄蔚) 

134. 风险投资简史(作者：龚咏泉) 

135. 经济思想史研究. 2021 年第 4 辑(作者：王立胜) 

136. 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作者：杨智友) 

137.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金融发展报告(作者：欧阳滨) 



138. 审计结果公告与政府审计质量研究(作者：韩梅芳) 

139. 中国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的视

角 :from the(作者：傅娟) 

140. 我国资本空间流动特征分析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作者：肖燕

飞) 

141.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补偿经济福利效应研究 :以退耕还林为例 :a 

case study of gr(作者：石涵予) 

142. 中国工业化 70 年空间格局演变(作者：胡伟) 

143. 现代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理论与实务(作者：谢清河) 

144.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零售企业渠道行为研究(作者：叶翀,) 

145. 中国家族慈善指南(作者：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家族传承研究课题组) 

146. 战略性新兴产业若干关键矿产开发应用与展望(作者：李娜,) 

147. 将工作可视化 :利用看板优化工作流动, 并节约时间 :exposing 

time theft to optimize(作者：德格朗迪斯) 

148. 敏捷产品开发 :产品经理专业实操手册 :a guide to creating 

winning products with agile(作者：科恩) 

149. 会计学基础仿真实训(作者：范树峰) 

150. 华为战略解码 :从战略规划到落地执行的管理系统(作者：陈雨点) 

151. 华为干部管理 :解密华为人才“倍”出的底层逻辑(作者：王旭东) 

152. 团队教练 :释放团队的力量和潜能 :How to release the power 

and human potential of work t(作者：桑达尔) 

153. 数字化转型架构 :方法论与云原生实践(作者：王思轩) 



154. 本质. Ⅱ, 增长的本质(作者：施星辉) 

155. 低调还是张扬? :消费者信号迷失现象的成因与干预研究 :research 

on causes and int(作者：王汪帅,) 

156. 企业产品创新战略研究 :基于网络位置与关系视角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l(作者：王建平) 

157.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产业链跨区域整合(作者：刘友金) 

158. 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交易结构(作者：徐浩峯) 

159. 基于包容性价值链构建的中国海外粮食直接投资研究(作者：李援

亚) 

160. 消费情理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性消费视角(作者：李丹

妮) 

161. 财务审计(作者：张永国) 

162. 财务管理(作者：方明) 

163. 大国小康 :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作者：范晓伟) 

164. 用会议激发团队效能, 打磨团队(作者：堀公俊,) 

165. 用会议激发团队效能, 说服的逻辑(作者：堀公俊,) 

166. 中小型工厂数字化改造(作者：木村哲也) 

167. 链政经济 :区块链如何服务新时代治国理政(作者：吴桐) 

168. 国土空间规划原理(作者：黄焕春) 

169. 国土空间规划原理(作者：张京祥) 

170. 国土空间规划 GIS 技术应用教程(作者：黄焕春) 

171. 报联商 :职场沟通必修课, 基础篇(作者：古贺传浔) 



172. 智慧城市 :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作者：金江军) 

173. 数字贸易师能力等级认证培训教程(作者：梅雪峰) 

174. 现代征信原理与应用(作者：吴云勇) 

175.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作者：孙佳) 

176.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改革(作者：赵阳) 

177. 基础会计学 :英文本(作者：李敏) 

178. 科创、金融与经济 :首都城市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作者：王广

宏,) 

179. 经济数学 :微积分 :慕课版(作者：张天德) 

180. 数字化供应链 :转型升级路线与价值再造实践(作者：唐隆基) 

181. 旅游管理学(作者：田里) 

182. 分销渠道管理(作者：胡介埙) 

183. 国际金融实务(作者：刘玉操) 

184. 国际服务贸易(作者：魏巍) 

185. 新编基础会计学模拟实验(作者：蒋昕) 

186. 用会议激发团队效能, 场域设计(作者：堀公俊) 

187. 用会议激发团队效能, 视觉化共识(作者：堀公俊) 

188. 网络口碑研究(作者：张玥) 

189. 区块链应用指南 :方法与实践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作

者：唐晓丹) 

190.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作者：吴信科) 



191. 国际垂直专业化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技术溢出效应(作者：程

盈莹) 

192. 供应商管理仓库的管理实践 :5G 建设提速的护航员(作者：黄羽玲) 

193.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改革深化研究(作者：廖家财,) 

194. 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金义都市区为例(作者：章胜峰,) 

195. 共同富裕看浙江(作者：陆发桃) 

196. 新时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热点研究(作者：段平方) 

197. WTO 改革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WTO 法与中国. 2020 :WTO laws 

and China. 2020(作者：林中梁) 

198. 冷链物流技术与装备(作者：李洋) 

199. 中国保险行业税收政策汇编(作者：王玉祥) 

200. 智能财务报表分析 :应用技巧与案例解析(作者：张金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