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大图书馆 2020 年 11 月经济类新书推荐 

各位老师： 

浙大图书馆 2020 年 11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如下，请参阅。检

索网址： 

http://opac.zju.edu.cn/F/KPDSGGE54ITLTG2IC13S32TAYRYCT5YRANSPEJGS849IQFGH3F-

19974?func=file&file_name=hotinfo 

 

 

        图书资料与档案室 

         2020 年 11 月 6 日 

附：2020 年 11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英汉国际政治经济法律词汇(作者：陈公绰) 

2. 离职风险感知对离职意愿影响研究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员工的

调查(作者：孙跃,) 

3. 中国民营企业与欧盟经济互动(作者：肖文) 

4.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 :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作者：张旭昆) 

5. 现代企业管理 :激励、绩效与价值创造(作者：吴何) 

6. 新常态与企业激励模式变革 :从绩效导向到价值自觉 :from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t(作者：马君) 



7. 国企生态透视 :探寻国企基因密码认知国企生理机制(作者：邹伟) 

8. 城乡中国(作者：周其仁) 

9. 牛奶可乐经济学. 3(作者：弗兰克) 

10. 货币改革略论(作者：凯恩斯) 

11.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作者：凯恩斯) 

12. 混乱 :如何成为失控时代的掌控者 :the power of disorder to 

transform our lives(作者：哈福德) 

13. 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与商业模式(作者：卢欣) 

14.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经济问题研究(作者：顾保国) 

15. 沃伦·巴菲特如是说(作者：洛) 

16. 土地制度兴衰探源(作者：田传浩,) 

17. 管理 :使命、责任、实践, 使命篇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作

者：德鲁克) 

18. 共享经济 100 问(作者：张新红) 

19. 回族驼运(作者：代林) 

20.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20 年第一季度. Quarter three, 2020(作者：

中国人民银行) 

21. 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作者：卢米斯) 

22. 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实践(作者：稻盛和夫,) 

23. 美国真相 :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作者：斯蒂格利茨) 

24. 高级财务会计(作者：罗勇) 



25. 中小城镇发展与区域振兴成功之路 :以日本香川县为例(作者：袁也) 

26. 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实务(作者：黄军平) 

27. 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作者：萨伊) 

28. 电子商务新媒体营销(作者：IMS 天下秀) 

29. 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工业化道路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作者：郭跃文,) 

30. 民营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者：李济琛) 

31. 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作者：蒙有为) 

32. 社群时代的品牌行为 :2019 中国品牌发展报告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brand developmen(作者：钱明辉) 

33. 制造企业两化融合自组织演化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吴丁娟) 

34. 商业计划(作者：米彦军) 

35. 未来决定现在 :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经济(作者：朱嘉明) 

36. 价值(作者：张磊) 

37. 三力系统(作者：陈政立,) 

38. 经营论(作者：陈政立,) 

39. 富强论(作者：陈政立,) 

40. 中国大雅家园 :四川丹棱(作者：严力蛟) 

41. Optimization : insights and applications /(作者：Brinkhuis, Jan.) 

42. 2014-2015 浙江省创新型经济蓝皮书. 2014-2015(作者：吴晓波,) 

43. 数商 :工业数字化转型之道 :the way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作者：顾建党) 



44. 跨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者：兰建平) 

45. 桑下记忆 :纺织丝绸老人口述 :oral accounts of China's textile and 

silk industry witnesses(作者：楼婷) 

46. 岭南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作者：张河清) 

47. 流量地图 :实现用户指数级增长(作者：罗攀) 

48. 曼昆《宏观经济学》 (第 10 版) 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作者：圣才考研

网) 

49. 平狄克《微观经济学》 (第 9 版) 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作者：圣才考研

网) 

50. 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理与评价研究 :基于复合系统的视

角 :based on(作者：赵莉) 

51. 菌草技术扩散及其激励机制研究(作者：郑金英,) 

52. 世界级城市群与首都治理体系(作者：唐鑫) 

53. K 线精讲 :从入门到精通(作者：张永彬) 

54. K 线图量化分析 :用大数据研判股票、期货、外汇买卖点(作者：骆超) 

55. 股票投资入门 10 堂课(作者：金戈) 

56. 苏世民 :我的经验与教训 :lessons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作者：

苏世民) 

57. 叶檀财经三分钟理财课, 基金与保险篇(作者：叶檀财经) 

58.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作者：凯恩斯) 

59. 10 人以下小团队管理手册(作者：堀之内克彦) 

60. 农家生态旅游百问百答(作者：黄国勤,) 



6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作者：Lockwood, William W.) 

62. The long divergence :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作者：Kuran, Timur.) 

63. The founder's dilemmas : anticipating and avoiding the pitfalls 

that can sink a startup /(作者：Wasserman, Noam,) 

64. Why stock markets crash : critical events in complex financial 

systems /(作者：Sornarajah, M.) 

65. The language of global success : how a common tongue 

transforms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作者：Neeley, Tsedal,) 

66.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作者：Lewis, 

W. Arthur) 

67. The game of urban regeneration : culture & community in 

London 2012 and Berlin's Mediaspree /(作者：Weber-Newth, 

Francesca,) 

68.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statistics 2016.(作者：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69.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r sustaining rural growth /(作者：

editors, Sudhir Kumar Rawat, Sarju Narain.) 

70. Production, marketing & economic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作

者：Kumar, D.,) 

71. 会计之道 :会计的逻辑与情怀(作者：马靖昊) 



72.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作者：田涛) 

73. 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中美差距及走向 :China-US gap and its 

destiny(作者：王宏广) 

74. “一带一路”与改革开放(作者：薛力) 

75. 经济动物(作者：鲍尔斯) 

76. 查理·芒格的投资思想(作者：克拉克) 

77. “一带一路”建设评价指数研究(作者：周伟) 

78. 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 :理论与中国经验 :theory and Chinese 

experience(作者：潘家栋) 

79. 旅游文化(作者：程庆) 

80. 农产食品质量安全治理 :以追溯体系建设为切入点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ceabil(作者：黄彬红) 

81. Power lines : Phoenix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outhwest 

/(作者：Needham, Andrew,) 

82. Social media an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s : a service sector 

reflective on the challenges for prac(作者：Durkin, Mark,) 

83. Sustainability of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作者：Pritwani, Kamlesh,) 

84. The economics of the Roman stone trade /(作者：Russell, Ben,) 

8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作者：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86. Neuroeconomics /(作者：Marchionni, Caterina,) 

87. Housing in Taiwan : agency and structure? /(作者：Li, William D. 

H.) 

88. Rent-seekers, profits, wages and inequality : the top 20% /(作者：

Mihályi, Péter,) 

89. 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 1978-2008(作者：吴晓波) 

90. 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作者：周跃辉) 

91. 国富论 :全译本(作者：斯密) 

92.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作者：周可) 

93. 综合能源服务研究(作者：施泉生,) 

94. 精益战略 :持续增长的利器(作者：伯乐) 

95. 石器时代经济学(作者：萨林斯) 

96. 新疆建设发展与国家政策扶持研究(作者：张彦虎) 

97. 贡赋体制与市场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作者：刘志伟) 

98. “一带一路”与新疆发展研究(作者：夏文斌) 

99. 探路乡村振兴 :解读美丽乡村“安吉模式”(作者：任强军,) 

100. 农村贫困就业收入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作者：王旭明) 

 

101.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句读(作者：高建伟) 

102. 变量 :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作者：何帆) 

103. 摇滚吧，经济学(作者：克鲁格) 



104. 中国传统经济 :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作者：邓钢) 

105. 新生代消费者要什么 :个性时代的品牌生存法则(作者：威特) 

106. “八八战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作者：何显明) 

107. 推进“六个浙江”建设(作者：陈立旭) 

108.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19 年第三季度. Quarter three, 

2019(作者：中国人民银行) 

109.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19 年第四季度. Quarter three, 

2019(作者：中国人民银行) 

110. 心 :稻盛和夫的一生嘱托 :人生を意のままにする力(作者：稻盛和

夫,) 

111. 数字长三角战略. 2020, 数字治理. 2020, Digital governance(作

者：浙江大学) 

112. 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 2018. 2018(作者：浙江大学) 

113. 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徐旭初) 

114. 品牌茶叶的消费者忠诚行为形成机理研究(作者：刘路星) 

115. 工业智能化转型方法与实践(作者：孔繁荣) 

116.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 PPP 项目操作实务与图解(作者：孙一明) 

117.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 天然橡胶体系分册(作者：

黄华孙) 

118.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作者：刘华琳,) 

119. 中国烟草年鉴. 2019(作者：国家烟草专卖局) 



120. 新股民入门必备(作者：林富荣) 

121.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Braverman, Harry.) 

122.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作者：Burawoy, Michael.) 

123.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housing policy and planning 

/(作者：Anacker, Katrin B.,) 

124.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nd global agri-food :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作者：Bonanno, Alessandro,) 

125. 高铁简史(作者：胡启洲) 

126. 基于再分配视角的房地产税改革研究(作者：周清,) 

127. 热点 :社交媒体内容运营逻辑(作者：常宁) 

128. 管理未来(作者：德鲁克) 

129. 巴菲特的护城河(作者：多尔西) 

130. 国富论(作者：王全刚) 

131. 协同 :数字化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作者：陈春花) 

132. 全球能源转型与企业应对进行时(作者：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133. 公共财政评论. 2019(作者：钟晓敏,) 

134. 数字经济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作者：李晓钟) 

135. 连片特困区产业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以新疆三地州为例 :taking the 

three states of(作者：潘明明,) 

136. 中国优势(作者：王煜全) 



137. 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察(作者：沈

永东) 

138. 基于国际竞争力视角的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性研究(作者：

孙金秀) 

139. 成本管理会计(作者：张洪君) 

140. 跨境电商速卖通立体化实战教程 :速卖通平台全方位操作指南涵盖

平台政策(作者：柯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