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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7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1 The birth of American tourism : Gassan, Richard H., 

2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 Reinhardt, Anne, 

3 Social tourism at the crossroads / Diekmann, Anya, 

4 什么是经济学？ 原毅军 

5 智学商务英语视听说教程. 3. 3 何冬兰 

6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 Adshead, Samuel Adrian M. 

7 
在线组织 :钉钉赋能 28个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故事和方

法 :digitization organization 
王吉斌 

8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迁移谜题”及其破解机制研究 王秀芝, 

9 商务经济学 李育冬 

10 日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制度创新 刘轩, 

11 渔业资源经济学 陈新军 

12 香帅金融学讲义 香帅 

13 
开创新品类 :赢得品牌相关性之战 :making 

competitors irrelevant 
阿克 

14 The handbook of natural resources / 
Encyclopedia of natural 

resources. 

15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 
Chahal, Hardeep, 

16 
财税 RPA :财税智能化转型实战 :the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郭奕 



17 
Bridging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and 

the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 
Kostis, Pantelis C., 

18 Vo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food politics / Mann, Alana, 

19 China's energy security : Ren, Jingzheng, 

20 
Community-based rural tour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 
Ohe, Yasuo 

21 
創意營商 :設計思維應用與實踐 :design thinking 

and design doing 
严志明 

22 Dynamic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 Silva, Elvira, 

23 
The rol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Rusinamhodzi, Leonard, 

24 
中国审计发展报告. 2019 :经验探索、制度建构、公告

概览和前景展望 
晏维龙, 

25 Karl Polany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 Dale, Gareth, 

26 韓國重要經貿政策彙編 :2013-2016 朴槿惠總統時期 谢目堂 

27 51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 宫崎正胜, 

28 Developmentalism : Harrison, Graham, 

2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债务研究 鲍洋 

30 Japan and the New Silk Road : Murashkin, Nikolay, 

31 The sympathetic consumer : Skotnicki, Tad, 

32 China's pension reforms : Meng, Ke, 

33 Automation and human solidarity / Jordan, Bill, 

34 中国审计年鉴. 2014 陈尘肇 

35 中国智库经贸观察. 2021 张晓涛 

36 
基于渠道变革、时空质均衡发展的零售业竞争力提升研

究 
雷蕾 

37 银行哲学大纲 欧阳卫民 

38 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 / Ortiz, Fernando, 

39 
留守者 :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 :decline and anger 

in rural America 
伍斯诺 

40 
远程工作革命 :simple and effective tips for 

successful, productive, and empowered remote work 
格雷泽 

41 Die erschöpfte Globalisierung : Hüther, Michael, 

42 聚焦“十三五” :新时代·新理念·新改革·新动能 张鹏 

43 平台经济视域下商业舞弊行为的协同治理研究 易开刚, 

44 长期主义 :泰康的 25年 王安 

45 场外衍生品 
“讲故事 学期货”金融国民

教育丛书编写组 

46 
产业布局原理 :基础理论、优化目标与未来方

向 :basic theories, optimization goals a 
胡安俊 

47 比较. 2021 年第 5 辑 (总第 116辑) 吴敬琏, 

48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 杨开忠 

49 企业管理认知与动态能力研究 余浩 



50 中部高质量崛起与新型城镇化 陈明星 

51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 
Braibanti, Ralph J. D., 

52 凯恩斯文集. 第 1卷, 印度的货币与金融 凯恩斯 

5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治

经济学研究 
郑尚植 

54 大国小村 :十八洞村的社会学考察 陈文胜 

55 结构金融学 欧阳红兵, 

56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肖卓霖, 

57 迈向新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演讲录 孟捷 

58 能源利用的多尺度系统投入产出核算 吴小芳 

59 国际承包工程概论 吴文豪 

60 休闲与城市发展 庞学铨 

61 大数据时代经济学创新的理论探索 何大安, 

62 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 2021. 2021 池仁勇 

63 园区管理通论 任浩 

64 
外部知识搜寻、知识整合机制与企业创新绩效 :外部环

境的调节作用 
董振林, 

6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研究 高健 

66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第四批, 文化卷 王伟光, 

67 全球金融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dilemmas and solutions 李国安 

68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 Fang, Chuanglin. 

69 人力资源管理 :招聘、面试、入职、离职 杨娟 

70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 智慧工业, 

intelligent industry 
王时龙 

7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 董志芸 

72 系统思维. 第 2卷. Vol. 2 昝廷全 

73 住房、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段忠东, 

74 进口产品质量对我国企业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磊 

75 中国能源富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董春诗 

76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贾建锋 

77 我国就业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 姚林香, 

78 中国城市大趋势 :未来 10年的超级新格局 凯风 

79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我国区域开发战略升级研究 李本和, 

80 
消费者有外部选择的市场实验 :基于市场交易制度的

视角 
邵桂荣 

81 酒店经营管理学 张延 

82 城市住房发展规划 :理论与实践 严荣 

83 未来消费新形态 大前研一, 

84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外汇储备管理研究 祝国平 

85 中国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 梁滢 

86 四川茶产业发展报告 李晓 

87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变革 王利敏 



88 盖亚组织 况阳 

89 供应链管理从入门到精通 卓弘毅 

90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更新政策特征、演进规律与实践探索 田光明 

9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环印度洋地区推进研究 陈利君 

92 创新的源泉 :追循创新公司的足迹 希普尔 

93 
中国证券分析师与证券公司预测准确性评价研究. 

2021. 2021 
林树 

94 现代农村电子商务建设策略研究 罗应机 

9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和

模式选择研究 
沈蕾, 

96 区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从战略到政策 窦玉鹏, 

97 
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看经济质量提升 :来自中国上市

公司的数据 :data from Chine 
袁晓玲 

98 成长型企业股权融资的供应链运营决策研究 李鑫, 

99 企业智能化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经营绩效 吴硕 

100 区块链再造传统金融 丁晓蔚 

101 北京城市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模式研究 李萍 

102 中国“入世”简说 杨国华 

103 不一样的北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新政解读 何诚颖 

104 
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 中篇, 金融改革开放与发

展 
盛松成, 

105 制度环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研究 祝继高 

106 基于绩效视角的薪酬激励有效性研究 张莎 

107 Sensibility and management = Abe, Yoshio, 

108 行为学习模型 达米 

109 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 邱澎生 

110 The firm divided : Guthrie, Graeme A. 

111 金融联结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研究 孟樱 

112 他山之石 :国外乡村发展经验与启示 杜楠 

113 国际贸易 普格尔 

114 
技术陷阱 :从工业革命到 AI时代, 技术创新下的资

本、劳动与权力 :capital, labor 
弗雷 

115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案例分析. 第一册 姚和军 

116 
与鲨共舞 :商业生态系统互补方参与动态和战略分

析 :dynamics and strategies of com 
周轩 

117 
数智革新 :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 :how Chinese 

enterprises embrace 
杨国安 

118 理性乐观派 里德利 

119 元宇宙指南 :虚拟世界新机遇 崔亨旭 

120 
动态经济学 :方法、应用与基于 MATLAB 的实

现 :method,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 
赵果庆, 

121 
股份资本的私人性与社会性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

现代公司治理 :modern corpora 
乔涵, 



122 
地方矿冶文化的传译 :以湖北省黄石市为例 :taking 

Huangshi of Hubei as an example 
赵小红, 

123 
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演变特征及胁迫效

应 
陈利顶 

124 企业运营综合仿真实训 黄静 

125 企业项目化管理范式 :企业整体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韩连胜 

126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20-2021. 2020-2021 何立峰 

127 经贸德语 刘齐生 

128 新媒体营销综合案例教程 李增绪 

129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江林 

130 城乡融合视域下特色村转型发展研究 颜培霞 

131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规范发展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 刘欣, 

132 金砖国家与集体金融治略 罗伯茨 

133 利率市场化、互联网技术冲击与农村金融发展 许月丽 

134 金融英语翻译 张雯 

135 
创新项目管理 :methods, case studies, and tools 

for managing innovation projects 
科兹纳 

136 上海证券期货监管年度报告. 2020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 

137 
元创业 :成功创业新范式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康奈尔 

138 低碳转型视域下的投入产出核算与应用 赵欣娜 

139 
2021上海城市经济与管理发展报告 :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研究 
赵晓雷 

140 客户池 :金融机构数字化营销方法与实践 贝塔数据 

141 宁波对外贸易史 刘恒武, 

142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运行及绩效研究 罗雪英, 

143 
中国保险产业发展与演进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

框架 
何晓夏 

144 税收与国际资本流动 :全球化的国际税收问题 张文春, 

145 资产管理的起源 :1700-1960 年 :投资者的崛起 莫克罗夫特 

146 资管新规视角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比较研究 王广宇 

147 中国休闲农业年鉴. 2020 曾衍德 

148 股市投资交易心理学 刘锐 

149 广告学 :原理与实务 :principles & practice 莫里亚提 

150 资管新规 :银行业的变革与挑战 卜振兴 

151 
日本の電子部品産業 :国際競争優位を生み出したも

の 
中島裕喜 

152 要素错配、收入分配差距与产出增长研究 杨志才 

153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李雪娇 

154 能源革命推动长三角创新发展 翁史烈 

155 
互动型经济 :老板云与弱关系时代商业生态革命 :The 

boss cloud and business ecosyste 
戈峻 



156 
看不见的孩子 :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 :the tragic 

cost of child poverty 
马德里克 

157 “零基础”读懂经济学 朱东山, 

158 行走的意义 :芒种山河采风集 魏春丽 

159 不同路径选择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绩效研究 安翔 

160 当代中国劳资伦理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秦国荣 

161 2018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报告 李维安 

162 信用货币经济论 鲍银胜, 

163 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研究 付达院 

164 ERP沙盘模拟经营教程 王峰 

165 上海新花卉 蔡友铭 

166 转型背景下的内部审计治理效果研究 吴国萍 

167 人身保险 刘冬姣 

168 Power BI商业数据分析完全自学教程 凤凰高新教育 

169 建筑工程经济与管理研究 尉丽婷 

170 财务管理学 :理论·实务·案例·实训 李贺 

171 
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需求、供给与补偿体系研究 :以焦

作市为例 :a case study of 
曾旗 

172 宏观经济学 琼斯 

173 数字营销传播导论 程明, 

174 安徽经济发展研究. 2020 年 樊明怀 

175 农产品品牌战略与传播 许安心, 

176 Deutsche texte für außbenhandel und wirtschaft 韩薇薇 

177 互联网众包创新平台的信任机制研究 郭文波 

178 收入分配公平的评价体系与预警机制研究 孙敬水 

179 中国农业大事记. 2020 赵刚 

180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西美尔 

18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 

182 
十一种语文国际贸易经济词典 :英、世界语、德、西、

法、意、荷、葡、瑞 
孟尼克斯马 

183 欧盟经济概况 祝宝良 

184 德国税制 储敏伟 

185 德汉经济和经济法词典 梁华生 

186 融资美国梦 :消费信贷文化史 卡尔德 

187 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 兰天 

188 德国车 :国家与荣耀 吴远 

189 
衰退工业区的产业重建与政策选择 :德国鲁尔区的案

例 
任保平 

190 国内外政府宏观科技管理的比较 鲍悦华 

191 欧盟灵活保障就业政策研究 张然, 

192 德汉旅游词典 施岑, 

193 后危机时代中欧经贸关系 李钢 



194 
产业旅游与东北振兴 :欧盟产业旅游对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启示 
钟贤巍 

195 简单致胜 :德国中小型企业的成功之道 罗美尔 

196 
国家创新模式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

略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 
埃茨科威兹 

197 世界各国市制比较研究 曹启挺, 

198 
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乐文睿 

199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pasts : Berger, Stefan, 

200 The globalization of regional clusters : Fornahl, Dirk, 

201 Charles Booth's London poverty maps / Sinclair, Iain, 

202 
Experiment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3 Expectations : Arnon, Arie, 

204 
复盘网飞 :the birth of netflix and the amazing 

life of an idea 
伦道夫 

205 
从零开始学股票分时图 :炒股入门与实战技巧 :图解

强化版 
龙飞 

206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 胡庆康, 

207 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 郁建兴 

20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 Conceicao, Pedro, 

209 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凡勃伦 

210 Gazing at death : 
Korstanje, Maximiliano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