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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日 

附：2020 年 9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 selection /(作者：Xiao, Wen) 

2. Sitting where clouds rise : Hangzhou boutique B&Bs = 坐看云起

时 : 杭州精品民宿 /(作者：Hangzhou Tourism Commission.) 

3. Comparative study on public housing provision model for low 

income popul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作者：Qiu, Zhi) 

4. Networking China :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作者：Yu, Hong,) 

5. 商务英语精选报刊阅读(作者：陈志旗) 



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对接“一带一路”(作者：朱瑞庭,) 

7. 财务管理(作者：漆凡) 

8. 新编金融英语听说教程(作者：王永霞) 

9. 科技型小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影响因素、内容结构和绩效(作者：王益

锋) 

10. 社会创新 :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融资困境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and financing dile(作者：赵丽缦) 

11.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路径研究(作者：刘洪银,) 

12. 我国自驾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丽江市为个案(作者：杨琦) 

13. 网络团购厂商决策行为研究(作者：郭三党,) 

14. 资产评估学(作者：魏永宏,) 

15. 中级财务会计(作者：谢明香) 

16. 组合式创新 :增长的机会与突破路径(作者：哈格顿) 

17. 基金投资 :财富积累的捷径 :a simple way to build wealth by 

investing in funds(作者：Dampier) 

18. 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论(作者：曾繁华,) 

19. 中国国家审计学(作者：胡泽君,) 

20. 中外国家审计比较研究(作者：胡泽君,) 

21. 旅游服务语言的艺术、技巧与应用(作者：刘德鹏) 

22. 中咨研究智库观察. 第二卷(作者：王安) 

23. 中咨研究智库观察. 第三卷(作者：王安) 



24. 中咨研究智库观察. 第一卷(作者：王安) 

25. 国际政治经济与石油安全战略(作者：秦扬) 

26. 会计实战入门(作者：蔡丽煌) 

27. 金融风云录. 三(作者：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8. 农机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与运营(作者：杨立国) 

29. 进出口贸易实务(作者：高茜) 

30. 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作者：刘守刚,) 

31. 农村政策与法规新编教程(作者：顾相伟) 

32.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

(作者：郝宇) 

33. 资产评估学(作者：徐茜) 

34. 2019 国家创新发展报告. 2019(作者：穆荣平) 

35. 会计学基础(作者：李爱华) 

36. 国家战略视角下江苏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作者：冯年华) 

37. 监事会的权利与义务(作者：路德) 

38. 国际逃避税的法律控制(作者：陈虎) 

39. 重构 :新商业模式(作者：周导) 

40. 政府预算管理与会计(作者：郑俊敏) 

41. 中国第五届 MTA 教学案例评选优秀案例集(作者：白长虹,) 

42. 现代旅行社经营与管理(作者：李志强,) 



43. 新兴大国交通运输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以中国为例(作

者：罗会华,) 

44. 长江经济带建设 :政策解读与经验集萃(作者：中国政策研究网

编辑组) 

45. 第八届沿海经济发展论坛(作者：黄庆波) 

46. 股权战略 :开放型组织价值共创的顶层设计(作者：谢建祥) 

47. 财务理论与学科建设研究(作者：郭复初,) 

48. 中小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作者：张新民) 

49. 逆势突围 :56 位管理学家建言(作者：王方华) 

50. 冶金技术经济学(作者：郑明贵) 

51. 广东省城市服务业竞争力研究报告. 2017(作者：林吉双) 

52. 家族信托(作者：应韵) 

53.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报告. 2017 年. 2017(作者：李晓亮) 

54.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者：高岚) 

55.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重要文献汇编(作者：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56. 机场群与新型城镇化 :机场群与城市群关系研究(作者：陈和) 

57. 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社会经济正义问题研究(作者：王

文臣,) 

58. 会计制度设计(作者：李凤鸣) 

59. 社会责任 :企业发展的助推剂 :the booster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作者：芮萌) 



60. 放矢中国金融热点问题(作者：关浣非) 

61. 康养产业集群发展 :宜都经验与实证研究(作者：郭金来) 

62.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作者：周亚庆) 

63. 无厂模式 :半导体行业的转型(作者：南尼) 

64. 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作者：刘素坤) 

65. 寻找货币锚(作者：刘华峰) 

66. 中国货币史(作者：彭信威) 

67. 基于不同放贷主体的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研究(作者：苏应生) 

68. 证券投资学(作者：吴晓求) 

69.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作者：肖添) 

70. 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作者：法博齐) 

71. 区块链技术原理与实践(作者：马小峰) 

72. 第一特性 :跨越创新的第二曲线(作者：刘官华) 

73.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研究(作者：杨继超) 

74. 一天搞懂区块链 :有趣、有料的秒懂指南(作者：刘明敏) 

75. 多维视角下企业文化管理(作者：韩新亮) 

76. 数字化时代建立领导品牌 :理论与模式创新 :the innovation of 

theory and model(作者：蒋廉雄) 

77.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者：武力) 

78. 国有企业 70 年(作者：邱霞) 

79. 新时代农村经济体制的再改革 :青岛西海岸新区改革试点举例

(作者：王天兰,) 



80. 公共经济学(作者：阿特金森) 

81. 基础会计学习题与案例(作者：齐灶娥) 

82. 微观经济学十讲(作者：李政军,) 

83. 经济进步的条件(作者：克拉克) 

84. 产业经济学(作者：石奇) 

85. 行为经济思想史 :a history(作者：霍伊克卢姆) 

86.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供应链网络风险管理研究(作者：杨康,) 

87. 管理二元主体性 :对企业人力资源效能的影响研究(作者：寸守

栋) 

88. 工业人工智能概论(作者：韩英华) 

89. 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差异分析及会计处理 :政策对比 纳税调整 

案例剖析 自(作者：郭智华) 

90. 总额预付制下的医疗供给行为 :作用机理与费用表现(作者：曾

国华) 

91. 改革与劳动关系转型 :一个学者笔下的劳动关系 22 年(作者：乔

健) 

92. 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公经济(作者：董大伟) 

9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关村(作者：韩勤英,) 

94. 中国传统海外贸易(作者：廖大珂,) 

95. 中国传统酿造食品行业技术与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作者：孙宝国) 

96. 绿色物流案例(作者：章竟) 

97. 智能运输信息处理技术(作者：王艳辉) 



98. 北京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测算模型与机制研究(作者：肖翔) 

99. 产业集聚、开发区与城市产业空间(作者：杨振山) 

100. 消费行为的反向代际影响 :基于母女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者：肖代柏) 

101. In Pursuit of Presence or Prominence? :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bank's global expansion and their be(作者：

Ben, Shenglin) 

102. 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与新机制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年

度报告 (2018)(作者：沈逸) 

103. 我国软件产业链整合研究(作者：王明友) 

104.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旅游研究(作者：席岳婷) 

105. 欧盟劳动力市场政策研究(作者：成新轩,) 

106. 以人为核心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

展思想为视角(作者：王新燕,) 

107.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动能转换 :山东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动

能转换路径(作者：孙明霞) 

108. 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作者：

张凡) 

109. 跨境电商基础(作者：夏榕) 

110. FinTech :中小银行数字化变革新驱动(作者：范大路) 

111. 管理思维 :如何有效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作者：李永春) 

112. 职场经济学(作者：刘捷) 



113.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 :差异及改革(作者：杨

斌,) 

114. 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产生及演进过程研究(作者：赖秀林) 

115. 工业物联网再出发 :行业生态体系与企业价值体系再

造 :recreate the industrial eco(作者：柯建东) 

116. 中国农村研究. 2019 年卷·上(作者：徐勇) 

117. 不同规模农户经营绩效的比较分析(作者：王新志) 

118.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研究(作者：李翔) 

119.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09. 09(作者：沈东曙) 

120.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教程(作者：罗晓燕) 

121. 商务英语口语(作者：谢晓琼) 

122. 我国城市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演进机制研究(作者：范轶芳) 

123. 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体系构建(作者：张

丹) 

124. 中国投入产出表. 2017 年(作者：赵同录) 

125. 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国际比较研究(作者：张军) 

126. 空间价格指数理论与应用研究(作者：胡雪梅) 

127. 数字化经济的资本测度研究(作者：王春云) 

128. 委托代理问题的数值优化解法研究(作者：祝志川) 

129. 高维因子模型的极大似然分析 :理论与方法(作者：李鲲鹏) 

130. 中国服务业发展指数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作者：张虎,) 

131. 从公司到市场 :全球公司治理最新进展研究(作者：程华,) 



132. 供应链契约数学模型(作者：蒋敏) 

133. 环境规制、企业外部关系构建与投资行为研究(作者：许松

涛,) 

134. 家庭农场的规模经济与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作者：刘婧,) 

135. 中国能源价格改革与绿色经济发展研究(作者：龙海雯,) 

136. 农村老龄人口贫困化研究(作者：于长永) 

137. 区域经济不平衡 :测度、收敛及成因(作者：潘桔) 

138. 投融资那些事儿. 2019-2020 年(作者：唐寅生) 

139. 小企业会计(作者：姜龙) 

140. 拥抱全球化(作者：顾大伟) 

141. 供应链 RFID 技术的投资决策及协调策略(作者：张李浩) 

142. 汽车强国战略研究(作者：汽车强国战略研究项目组) 

143. 商务智能(作者：吴树芳) 

144. 基于 RFID 技术的零售供应链决策优化(作者：范体军) 

145. 技术市场的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作者：华冬芳) 

146. 中国商学院管理思想践行. 2020(作者：陈方若) 

147. 基于货币动态调控的经济模型理论与分析(作者：王莉,) 

148. 金融学季刊. 第 14 卷第 1 期 2020 年(作者：陈学彬) 

149. 民国时期北京 (平) 金融档案史料选编(作者：程勇) 

150. 市场营销 :大数据背景下的营销决策与管理(作者：孔锐) 

151. “营”在设计 :电商运营设计修炼手册(作者：京东零售用

户体验设计部运营设计部) 



152. 主权财富基金外国投资偏好研究(作者：张红霞,) 

153. 从土地开发到城市 GDP :传导机理与实证检验 :the 

mechanism and examination(作者：范宪伟) 

154. 合作的文明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作者：朱

富强) 

155. 投资的怪圈 :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作者：茨威格) 

156. 商业模式魔方(作者：房西苑) 

157. 小微企业融资的全球经验(作者：雷曜) 

158. 增长经济学手册. 第 2A 卷. Volume 2A(作者：阿吉翁) 

159. 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作者：易纲) 

160. 新冠肺炎疫情的行业影响及对策分析(作者：陈方若) 

161. 我是粤商创二代 :中国民营企业传承样本(作者：吴江) 

162. 金融学(作者：潘淑娟) 

163.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新型城镇化与金融集聚耦合协调研

究(作者：周士元) 

164. 现代仓储管理(作者：周文泳) 

165.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袁珈玲) 

166. 中国工程建设行业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尚润涛,) 

167. 全球产业金融观察报告. 2019. 2019, 新兴产业集群的金融

支持, Financial support for(作者：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产业金融

合作委员会) 



168.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2019-4 总第 96 期. Volume 

XCVI(作者：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169. 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作

者：徐寿福) 

170. Excel 财务与会计应用(作者：王顺金) 

171. 拉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结构演进 :兼论对中拉经贸合作

的影响 :its impact on C(作者：张勇) 

172. 内外资控制行业价格变动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作者：毛

毅,) 

173. 员工的积极行为强化与消极行为抑制机制研究(作者：马

璐,) 

174. 金融审计(作者：王家华) 

175. 中国经济安全展望报告. 2020, 供求双萎缩下的经济形势

与政策. 2020, Prospects of(作者：刘伟) 

176. 中国创新 50 人笔谈. 2019. 2019(作者：刘志迎) 

177.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专题报告汇编 :2002-2015 年(作

者：宋洪远) 

178. 地方财力配置 :合意性、制度逻辑与路径选择 :desirabily, 

sysrem logic and path choos(作者：刘明慧) 

179. 高新技术企业典型案例集. 2019(作者：贾敬敦) 

180. 能源的未来 :数字化与金融重塑 :digitalization and 

financial reshaping(作者：杨雷) 



181. 品牌变现 :25 个立于不败之地的品牌战略(作者：林德) 

182. “金砖”增色 :金砖国家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合

作 :cooperation of brics in scienc(作者：黄茂兴,) 

183. 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作者：丁箐岚,) 

184. 贫困地区城镇化的特征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为例(作者：杨培峰) 

185. 构建中国创新模式(作者：刘纪鹏) 

186. 货币的起源(作者：石俊志) 

187. 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作者：仇媛媛,) 

188. 国际经贸治理重大事件、报告和会议汇编. 2019(作者：张

磊) 

189. 国际经贸政策动态. 2019(作者：张磊) 

190. 冗余资源编排及双元创新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者：刘

力钢) 

191. 如何构建高绩效知识型团队 :中国情境下的多视角研究(作

者：倪渊,) 

192.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体制研究(作者：刘荣春,) 

193. 能力分配与制度收益 :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

析 :1989-2016 :the political(作者：叶成城) 

194. 情境与感知 :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与民众公平感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ense of fairne(作者：魏钦恭) 



195. 数字经济下价值链重构与产能利用率提升 :基于异质性企

业的理论与实证(作者：赵立斌) 

196.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与创新应用 :微课版(作者：陈晓鸣) 

197. 当代中国节约型社会建设问题研究(作者：付瑶) 

198. 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 :利益相关者视

角(作者：田苗,) 

199. 权益保障视域下宅基地退出政策研究(作者：韦彩玲) 

200. 信托市场热点研究. 2019. 2019(作者：汤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