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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0 年 1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Effect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n institutional microcredit supply :
analysing the effect of macro(作者：Agbaeze, Clifford Chilasa.)
2. A study on operational efficacy of MGNREGA in J&K state /(作者：Ahmad,
Sameer.)
3. Re-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conomy : a new analytic tool from
field theory /(作者：Hass, Jeffrey Kenneth,)
4.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作者：韦伯)
5. 经济与社会. 第二卷(作者：韦伯)
6. 量化投资 :以 Python 为工具(作者：蔡立耑)
7. 战略网络中组织学习与创新相关理论研究(作者：谢洪明)
8. 行为金融学 :投资者、企业和市场 :investors, corporations, and markets(作
者：贝克)
9. 汇率的博弈 :人民币与大国崛起(作者：管涛)
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作者：石建勋)
11. 金融的逻辑. 2, 通往自由之路(作者：陈志武)
12. 金融的逻辑. 1, 金融何以富民强国(作者：陈志武)
13. 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及均衡发展研究(作者：杜明军)
14. 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作者：穆来纳森)
15. 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作者：班纳吉)

16. 数文明 :大数据如何重塑人类文明、商业形态和个人世界(作者：涂子沛)
17. 哈佛极简经济学(作者：海尔布隆纳)
18. 制度经济学 :财产、竞争、政策(作者：柯武刚)
19. 公共经济学(作者：唐任伍)
20. 基于利益分配的中国肉羊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研究(作者：崔姹)
21. Iron and steel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6-1923 /(作者：Feldman, Gerald
D.,)
22. Lending credibility :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作者：Stone, Randall W.,)
23. Methods for applied macroeconomic research /(作者：Canova, Fabio.)
24. Krupp : a history of the legendary German firm /(作者：James, Harold,)
25. Labor demand /(作者：Hamermesh, Daniel S.)
26.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 : how does technical progress affect workers? /(作
者：Saint-Paul, Gilles.)
27. Labor rights are civil rights : Mexican American worker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作者：Vargas, Zaragosa.)
28. Moral gray zones : side productions, identity, and regulation in an aeronautic
plant /(作者：Anteby, Michel,)
29. Guaranteed to fail : Fannie Mae, Freddie Mac, and the debacle of mortgage
finance /(作者：Acharya, Viral V.)
30.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 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作者：Muller,
Jerry Z.,)
31.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Japan, 1600-1868 /(作者：
Hanley, Susan B.,)
32. Economic forecasting /(作者：Elliott, Graham,)
33. Economic modeling and inference /(作者：Christensen, Bent J.)
34.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 a critical history /(作者：Galbraith, John Kenneth,)
35. Corporate profit and nuclear safety : strategy at Northeast utilities in the 1990s
/(作者：MacAvoy, Paul W.)
36. Gurus, hired guns, and warm bodies : itinerant experts in a knowlege economy
/(作者：Barley, Stephen R.)
37. Frontiers of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作者：Cooley, Thomas F.)
38. Auctions : theory and practice /(作者：Klemperer, Paul.)
39.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 agrarian nationalism, 1870-1940 /(作者：
Havens, Thomas R. H.,)
40. 20 世纪 20－40 年代“农国论”研究(作者：黄运丽)
41. Learning and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s /(作者：Evans, George W.,)

42.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the LSE lectures /(作者：Robbins, Lionel
Robbins,)
43.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econometrics /(作者：Aït-Sahalia, Yacine.)
44. Building a global bank :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nco Santander /(作者：
Guillén, Mauro F.)
45.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income under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作者：Kahn,
C. Harry)
46. Fisheries ecology and management /(作者：Walters, Carl J.,)
47. Capital in manufacturing and mining : 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作者：
Creamer, Daniel Barnett,)
48. Capitalism and nationalism at the end of empire : state and business in
decolonizing Egypt, Nigeria,(作者：Tignor, Robert L.,)
49. Istituzioni e crescita : il problema del Mezzogiorno oggi /(作者：Barucci,
Piero,)
50. A short history of inequality /(作者：Alacevich, Michele,)
51. The stat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s.(作者：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2.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作者：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3. 国富论(作者：王全刚)
5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分工演进研究(作者：王馗)
55.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与扩展的效率研究(作者：王晓红)
56. 基于信任的网络口碑效果研究(作者：铁翠香)
57. 广州营商环境报告. 2018. 2018(作者：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
58. 百年西方银行(作者：陆建范)
59. 海洋經貿變遷(作者：张永昇)
60. 帝國之弦 :日治時期臺日海底電纜之研究 :1895-1945(作者：吴政宪)
61. Handbook of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 /(作者：Capello,
Roberta,)
62. Policy makers on policy : the Mais lectures /(作者：Forrest H. Capie,)
63. Impro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strategies and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 /(作者：Niklasson, Lars,)
64. American farms, American food : a geograph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作者：Hudson, John C.,)
65.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作者：Viscusi, W. Kip,)
6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ource regulation : 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1850-2015 /(作者：Sanders, Andreas R. D.,)

67.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作者：Yıldırım, Ertugrul,)
68.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in local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作者：Wittmer, Heidi,)
69.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economic inequality /(作者：Döerr,
Patricia,)
70. Sense and solidarity : jholawala economics for everyone /(作者：Drèze, Jean,)
71. The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economic analysis /(作者：Dhami, Sanjit S.,)
72. 公共问题经济学(作者：米勒)
73. 海峽西岸經濟區與粤港澳合作框架綜論(作者：邱垂正,)
74.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五辑(作者：张彬村)
75.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四辑(作者：吴剑雄)
76. 黃海自由經濟區(作者：李城华)
77. 重新定义公司 :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作者：施密特,)
78. 信息结构与共谋防范的比较制度实验研究(作者：张斌)
79.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选择研究(作者：刘晓宁,)
80. 消费者异质性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研究(作者：高新,)
81.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作者：Oi, Jean C.)
82. The railway and modernity : time, space, and the machine ensemble /(作者：
Beaumont, Matthew,)
8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banking union /(作者：Howarth, David J.,)
84. The ethical formation of economists /(作者：Dolfsma, Wilfred,)
85. Multinational maids : stepwise migration in a global labor market /(作者：Paul,
Anju Mary,)
86. Food and experiential marketing : pleasure, wellbeing and consumption /(作
者：Batat, Wided,)
87.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2017 /(作者：United States.)
88. Economics for people and the planet :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作者：Boyce, James K.,)
89. Suicide & sacrifice : le mode de destruction hypercapitaliste /(作者：Galibert,
Jean-Paul,)
90. 一般均衡与结构动态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perspectiv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作者：李武,)
91. 质量管理学(作者：张建宇)
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作者：逄锦聚)
93. 中国医疗保险学(作者：温兴生)
94. 新供给 :迈向高质量发展(作者：贾康)

95. 理解美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作者：郭强,)
96. 经济虚拟化下的流动性陷阱与宏观经济政策(作者：董永祥,)
97. 海归创业企业的双元网络、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绩效(作者：李乾文)
98. 巴西投资环境报告(作者：宋雅楠)
99. 浪潮之巅(作者：吴军)
100. 农村金融学(作者：林丽琼)
101. 缺陷消费品召回技术分析报告. 2017(作者：王慧萍)
102. 中国城市地价报告. 2018(作者：赵松)
103. 重新定义团队 :谷歌如何工作 :insights from inside Google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you live(作者：博克)
104. 博弈视角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困境与破解之道 :以国际环境治理为例 :a
case st(作者：李占一,)
105. 考虑行为因素的低碳供应链决策与协调研究(作者：石松)
106. 行业营销风险指数评估与预警研究(作者：李键,)
107.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研究(作者：李小荣)
108. 中国仓储业蓝皮书. 2019(作者：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109. “一带一部”战略策论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study on
anti-grad(作者：刘茂松,)
110. 成本会计(作者：徐素波)
111. 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调查报告. 2018 年(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2. 中国区域金融 :理论与实证研究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作者：郑
长德)
113.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低碳化路径研究(作者：顾剑华,)
114. 反倾销、产业升级协同演化下的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作者：周灏)
115. 企业策划经典案例(作者：孙晓光)
116.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度研究(作者：张军,)
117. 湖州老字号(作者：张楼岩)
118.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报告. 2017-2018. 2017-2018(作
者：姜玉梅)
119. 民营企业多元化经营与绩效研究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作者：战颂)
120. 关于中国国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作者：中国科学院)
121. 转型期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若干理论研究(作者：程聪)
122. 实用商务英语写作教程(作者：李海红)
123. 信息经济学(作者：谢康)
124. PPP 投融资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作者：谢进城)
125. 信息披露、内部人交易与股价崩盘风险(作者：江婕)
126. 十九世纪以来晋江侨乡与马尼拉之间经济文化研究 :以晋江侨批为中心
(作者：黄项飞)

127. 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协同联动发展研究(作者：金泽虎,)
128. 制度环境、媒体监督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治理(作者：陈克兢)
129. 中国制药工业发展报告. 2019(作者：佘鲁林)
130.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8. 2018(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
131. 保险风险模型的破产理论与分红策略(作者：黄玉娟)
132. 经济学家的假设(作者：施莱弗)
13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与模式研究(作者：霍国庆)
134. 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行业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李玉平)
135. 内容营销 :有价值的内容才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营销成功的关
键 :how to make(作者：杰斐逊)
136. 产业质量研究. 第 1 卷第 1 辑 2019 年 6 月(作者：马中东)
137. 价值观匹配与组织变革类型对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影响(作者：唐杰)
138. 国有资源资产收益制度研究(作者：罗鸣令,)
139. 中国期货热点问题研究(作者：冯玉成)
140. 改革开放 40 年 :湖北农业发展(作者：马文杰)
141. 市场经济概论(作者：李治国)
142. 重新定义增长 :重塑世界经济的新发展模式 :redefining growt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作者：斯塔奇)
143. 票据革命 :中国票据市场的震荡、变革与重构(作者：张立洲)
144. 塞尔维亚看“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作者：陈新)
145. 理解中国制造(作者：黄群慧,)
146. 斯洛伐克看“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作者：陈新)
147. 国别文化、公平感知与消费市场行为(作者：王风华)
148. 企业战略对费用粘性影响研究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作者：田园)
149. 网购行为执行意向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规律(作者：王林)
150. 中国外汇市场压力波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作者：郭立甫)
151. “大摩擦”“大调整”“大变局”的世界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重塑与“大平(作
者：王晋斌)
152.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策略研究(作者：刘春芝)
153. 财会行业英语(作者：苏鸯)
154. 会计信息化 :用友 U8V10.1 版(作者：牛永芹)
155. 跨国并购后的品牌战略研究 :中国企业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Chinese enterprises(作者：沈忱,)
156. 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 :以制造业为例(作者：唐晓华)
157. 经济民族学(作者：陈庆德,)
15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现代化研究(作者：韩建伟)
159. 中国中部经济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罗海平,)

160. 高级财务会计(作者：杨金观)
161. 中国智库经济观察. 2018. 2018(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162.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案例(作者：山西财经大学)
163. 文心雕城 :近代以来夏河城镇化进程研究 :a study on the Xiahe
Urbanization process sin(作者：郭志合)
164.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作者：许岩)
165.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食品企业盈利模式研究(作者：王瑜,)
166. 经济学原理(作者：马歇尔)
167. 财务问题研究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作者：张涛)
168. 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动力研究 :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证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作者：楠玉)
169. 中国产能过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作者：冯伟,)
170. 安全文化的力量(作者：刘兴全,)
171. 创业企业风险识别、决策与控制研究 :基于认知的视角(作者：杨隽萍)
172. 有毒的管理者 :高管教练的挑战 :executive coaching challenges(作者：弗
里斯)
173.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行为与效率研究(作者：李佳珈)
174. 中国人力资本代际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作者：李修彪,)
175. 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研究(作者：路瑶)
176. 绿色金融政策、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 :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
经验(作者：舒利敏,)
177. 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决定机制与房地产金融(作者：刚健华)
178. 面向产业结构升级的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作者：范建双,)
179. 创业投融资和资本运作 :venture investment, financing and capital
operation(作者：刘湘云)
180. 基础会计(作者：杨淑媛)
181. 现代广告通论(作者：丁俊杰)
182. B2B 4.0 :新技术应用引爆产业互联网(作者：阎志,)
183. 企业会计综合实验教程(作者：刘敏坤)
184. 寻找 Alpha :量化交易策略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building trading
strategies(作者：Tulchinsky)
185. 长三角创新一体化 :合肥·上海科技服务业合作研究(作者：宋宏)
186. 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18 年度报告(作者：金忠杰)
187.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百名学者前瞻中国经济 2019(作者：王忠宏)
188. 存量规划趋势下城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模式研究(作者：谭永忠)
18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作者：湛军)
190. 币制兴衰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作者：陈彦良)

191. 乡村振兴国际经验比较与启示(作者：李洪涛)
192. 宏观经济学原理(作者：高鸿业)
193. 微观经济学原理(作者：高鸿业)
194. 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作者：樊桦)
195. 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 :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作者：柳
红,)
196. 无形的广告 :消费主义、文化宰制和权力关系(作者：张殿元,)
197. WTO 裁决执行的法律机理与中国实践研究(作者：孟琪,)
198. 中国近代金融史十讲(作者：吴景平)
199.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作者：王志伟)
200. 税务筹划(作者：盖地)
201. 新产品开发流程管理(作者：钱艳俊)
202. 中国金融安全论(作者：王元龙)
203. 论经济结构对策(作者：孙尚清)
204. 现代物流学(作者：易兵)
205. 金融监管学(作者：李成,)
206. 国际结算(作者：梁琦)
207. 政治经济学报. 第 15 卷. Vol. 15(作者：孟捷)
208. 高科技创业公司金融与会计(作者：法博齐)
209. 全成本、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作者：杨青龙)
210. 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中国实践 :experiences in China(作者：卢扬帆)
211. 中级财务会计(作者：罗绍德)
212. 联盟组合的形成机制与绩效影响研究(作者：王笑言)
213. 城镇化、产业集群与区域技术创新 :系统耦合机制下的现实考察与实证
检验 :(作者：陈斌)
214.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与深圳实践(作者：彭芳梅)
215. 资源型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作者：赵国浩)
216.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及对策研究(作者：冯
金丽,)
217. 货币政策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传导机制研究(作者：姜松,)
218. 中国私募基金年鉴. 2018(作者：胡安泰)
219. 交易平台经济学(作者：平庆忠)
220.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六十四辑 (2019 年第 2 期)(作者：黄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