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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9 年 11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作者：Deaton, Angus) 

2. The British mariner's directory and guide to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Indian and China seas /(作者：Elmore, H. M.) 

3. Dhow chasing in Zanzibar waters an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Africa : narrative 

of five years' experi(作者：Sulivan, George Lydiard.) 

4.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Bantam and the Maluco Islands : being 

the second voyage set for(作者：Middleton, Henry,) 

5. Business ethics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作者：Painter-Morland, Mollie.) 

6. Early modern shipping and trade : novel approaches using sound toll registers 

online /(作者：Veluwenkamp, Jan Willem,) 

7. “一带一路”与未来中国(作者：徐希燕,) 

8. 从乡村到城市的飞跃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经济与社会发展调研报告 :a 

researc(作者：尚列) 

9. 国际贸易虚拟仿真实验指导教程(作者：王美英) 

10. 经济学基础(作者：曼昆) 

11. 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 7 版)：微观经济学分册》习题解答(作者：科斯格

雷夫) 

12. 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 7 版) ：宏观经济学分册》习题解答(作者：科斯格

雷夫) 

13. 塑造世界经济的 50 项伟大发明(作者：哈福德) 



14.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 :以探索建设浙江 (舟山) 自由贸易港或舟山自

由贸(作者：赵利平,) 

15. 快乐创业 :从 0 到 1 实战教程(作者：淦南森) 

16. 区块链 :交易系统开发指南(作者：武源文) 

17. 创业基础与实务(作者：葛向东) 

18. 剑桥中国经济史 :古代到 19 世纪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作者：万志英) 

19. 基于共生理论的滇越国际旅游合作研究(作者：成竹) 

20. “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影响研究(作者：王友丽) 

21.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price spread of vegetable crops in Karnataka : a 

case study in Mysore Dist(作者：Kumara, B. M.) 

22. Ideas of the city in Asian settings /(作者：Bekkering, Henco,) 

23. Oil in the world economy /(作者：Ferrier, R. W.) 

24.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business /(作者：Sawford, Bert.) 

25. Strategic planning, firm Xtics, competeive Envt, strategy implement /(作者：

Oluoch, Kennedy Otieno.) 

26.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 /(作者：Marigowda, Jagadeesha.) 

27.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cy analysis /(作者：Merlo, Antonio) 

28. The politics of oil : a survey /(作者：Gökay, Bülent.) 

29.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 statism, neoclassicism, or the firm? /(作

者：Pitt-Walker, Stephen,) 

30. How China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 development impact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作者：Jenkins, Rhys Owen,) 

31. A new model of socialism : democratising economic production /(作者：Jossa, 

Bruno,) 

3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作者：Feng, 

Xingyuan,) 

3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 : reflections on neoliberalism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comm(作者：Kingstone, Peter R.,) 

34.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class fractions : the Amsterdam School perspective 

reconsidered /(作者：Jessop, Bob,) 

35. Inequality, boom, and bust : from billionaire capitalism to e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作者：Sherman, Howard J.,) 

36. Feeding African cities : studies i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作者：Guyer, Jane 

I.,) 

37.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practice and principles(作者：德鲁克) 

38. 神经经济学、判断与决策(作者：威廉斯) 

39. 城市交通管理(作者：张琳琳) 



40. 新编财经应用文写作(作者：钟新) 

41. Urban Latin America : inequalities and neoliberal reforms /(作者：Angotti, 

Thomas,) 

42.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in Nigeria /(作者：Falola, Toyin.) 

43. City of debtors : a century of fringe finance /(作者：Fleming, Anne,) 

44. Sustainable business in Iowa : how leading companies profit from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sponsibi(作者：Hammes, Adam.) 

45. Keynesian policies- a new deal in the european narrative : employment, 

e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作者：Veggeland, Noralv,) 

46.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software technology : mapping strategies /(作者：

Pattinson, Hugh.) 

47. Globalism and localism in telecommunications /(作者：Noam, Eli M.) 

48. Selig Perlman and Wisconsin institutionalism /(作者：Samuels, Warren J.,) 

49. Manag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 Peter Drucker's legacy /(作者：Stein, 

Guido,) 

50. Gerhard G. Mueller : father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ion /(作者：

Flesher, Dale L.) 

51.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作者：Mankiw, N. Gregory,) 

52. 中国经济学 40 年 :1978-2018(作者：张卓元) 

53. CI 设计(作者：傅小芳) 

54. 新时代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策略(作者：何江) 

55. 广州产业发展演进及未来趋势(作者：杨代友,) 

56. 贫困治理中的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险深化改革研究(作者：王飞跃,) 

57. 国民政府粮食问题研究 :1937-1945(作者：陈雷,) 

58. 全球城市评价与广州发展战略(作者：伍庆) 

59.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作者：姚俊,) 

60.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作者：庄毓敏) 

61. Pharmocracy : value, politics, and knowledge in global biomedicine /(作者：

Rajan, Kaushik Sunder.) 

62. Bounded rational choice behavior : applications in transport /(作者：Rasouli, 

Soora,) 

63. Successful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s /(作者：Rad, Parviz F.,) 

64. 財務管理 :新觀念與本土化 :new concepts with unique domestic 

examples(作者：谢剑平) 

65. 通信產業經濟分析(作者：刘崇坚) 

66. 成本與管理會計(作者：王怡心,) 

67. 旅館意外事故管理的案例與預防(作者：陈牧可) 

68.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概論與案例探討(作者：丁永康) 



69. 創業管理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作者：鲁明德) 

70.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本土例證(作者：郭国兴) 

71.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作者：蔡锡涛) 

72. 中國國際貿易實務(作者：庄昆明) 

73. 簡明經濟學(作者：许登芳) 

74. 不動產投資管理(作者：林左裕) 

75. 圖解財務管理 :一看就懂! 第一次學財務就能上手!(作者：伍忠贤) 

76. 金融企業會計(作者：章颖薇) 

77. 一帶一路 :合作共贏的中國方案(作者：邹磊,) 

78. 世界聚光灯下的盛会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纪实 :2015-2018(作

者：石庆波) 

79. “一带一路”年度发展报告. 2018. 2018(作者：赵白鸽) 

80. 困境中的挣扎 :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 :discovery on the politics of 

the Jiaqing r(作者：袁飞,) 

81. 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作者：张清溪) 

82.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作者：戴国良) 

83. 品牌管理(作者：丁瑞华) 

84. 總體經濟學(作者：陈谷劦) 

85. 大变革 :农民工和中产阶层(作者：李培林,) 

86.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疆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新疆集中连片特困区为

例 :a case(作者：张霞,) 

87.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年鉴. 2018(作者：李卫玲) 

88. 网络视角下供应商创新性利用研究(作者：李娜,) 

89.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9. 2019(作者：张明) 

90. 变革时代的亚投行 :新机制与新角色 :new institution and new roles(作者：

徐秀军) 

91.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 :开放战略与深度融合 :opening strategy and deep 

integration(作者：刘斌) 

9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作者：付卉) 

93. 物流专业生态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作者：陈建岭) 

94. 微观经济学基础(作者：吴光华) 

95. 中国高铁出口专利风险研究(作者：冯灵,) 

96. 中国经济学年鉴. 2016-2017. 2016-2017(作者：李扬) 

97. 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扩大居民消费对策研究(作者：依绍华) 

98. 大局观 :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作者：何帆) 

99. 让顾客都成为回头客 :吉野家的经营之道(作者：安部修仁) 

100. Stellar 区块链 :原理与实践(作者：宋文鹏) 

101. 农业政策、收入流动性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作者：李明桥) 



102. 德国工业 4.0 大全. 第 4 卷, 技术应用. Bd. 4, Allgemeine Grundlagen(作

者：沃格尔-霍伊泽尔) 

103. 德国工业 4.0 大全. 第 1 卷, 智能生产技术. Bd. 1, Produktion(作者：沃格

尔-霍伊泽尔) 

104. 东非共同体与地区安全秩序(作者：赵军) 

105. 德国工业 4.0 大全. 第 2 卷, 自动化技术. Bd. 2, Automatisierung(作者：沃

格尔-霍伊泽尔) 

106. 高级财务会计(作者：侯文哲) 

107. 中国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政策研究(作者：赵波) 

108. 外贸高质量发展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作者：陈维涛,) 

109.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作者：谭伟荣) 

110. 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 :基于资源和产业开发的视角(作者：李敏纳) 

1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首都金融研究与实践(作者：杨伟中) 

112. 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李经谋) 

113. 马来西亚财经素养教育(作者：裴春梅) 

114. 互联网金融 :股权众筹融资模式及其风险研究(作者：申康达) 

115. 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市场化改革 :PPP 的理念与实践(作者：金永祥) 

116. 全球化时代下国际贸易的国民幸福效应(作者：银辉,) 

117. 国际工程管理(作者：李启明) 

118.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 2019. 2019, 高质量发展再发力(作者：谷建全) 

119. 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指数报告. 2018 :基于四大湾区比较的视角 :based 

on the compa(作者：刘彦平) 

120. 南海诸岛渔业史(作者：赵全鹏) 

121. 地方视阈下财税改革现实问题研究(作者：王振宇) 

122. 京津冀科技金融发展报告(作者：陈尊厚) 

123. 张熏华经济思想研究(作者：王盛) 

124. 团队沟通对团队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研究 :认知和文化嵌入双重视角

(作者：季晓芬) 

125. 股权控制战略 :如何实现公司控制和有效激励(作者：周晓林) 

126. 经济学入门很简单 :看得懂的极简经济学 :图解版(作者：菅原晃,) 

127. 口岸贸易与腹地社会 :区域视野下的近代闽江流域发展研究(作者：水海

刚) 

128. 农村信贷合约与农村信贷制度研究(作者：胡士华) 

129. 组织支持和组织激励 :基于研发团队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R&D teams(作者：刘枭) 

130. 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时代 :政策红利下迎机遇期(作者：曹磊) 

131. 金融消费者如何购买 :人类金融消费行为的特点与弱点(作者：拉伊) 

132. 互联网债权众筹风险管理(作者：刘佳佳) 



133. 城市社区商业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绿城商业的实践探索(作者：朱凯) 

134. 随机波动、极值理论与金融风险测度(作者：姬新龙,) 

135. 西班牙货币史(作者：法雷斯) 

136. 敏捷银行 :金融供给侧蝶变 :dramatic change on financial supply side(作

者：赵志宏) 

137. 金融精准扶贫 :政策、实践和经验(作者：潘功胜) 

138. 中国新三板市场发展报告 :新三板挂牌公司质量评价. 2018-2019. 

2018-2019(作者：王力) 

139. 史晋川文集. 第二卷, 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 Volume 2, China's economy 

and macro economy(作者：史晋川,) 

140. 旅游心理学(作者：廖兆光) 

141. 广州经济发展报告. 2019. 2019(作者：张跃国) 

142.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践与探索 :以青海为例 :a case study of Qinghai(作

者：孙发平) 

143. 古犹太货币史(作者：梅塞尔) 

144. 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进展报告. 2018(作者：张丽君) 

145. 典型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作者：张辉) 

146. 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创新实证研究(作者：李宇飞) 

147. 金融关联与企业财务行为研究(作者：邓建平) 

148. IP 生态商业制胜法则(作者：袁俊) 

149. 低碳政策下供应链系统的可持续性决策(作者：王君) 

150. 小微金融研究(作者：俞滨) 

151. 为什么财务精英都是 Excel 控 :Excel 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作者：高博) 

152. 中国资产负债核算问题研究(作者：许宪春) 

153. 债券公允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应用研究(作者：白伟群) 

154. 创新团队管理效率评价研究(作者：段万春,) 

155. “智能+金融”政策与实践 :中国金融科技青年论文. 2019(作者：杨涛,) 

156. 中国 PPP 行业发展报告. 2018-2019. 2018-2019(作者：马海涛) 

157.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 2019(作者：杨涛,) 

158. 京津冀发展报告. 2019. 2019, 打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者：祝合

良) 

159.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 :基于主体互动的视角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作者：王成程) 

160. 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中日韩的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Japan and(作者：高春兰) 

161. 区域外大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合作策略的调整(作者：毕世鸿) 

162. 中国现代贵金属币市场分析报告. 2018 年. 2018(作者：赵燕生) 



163.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路径和模式 :基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

比较(作者：周建华,) 

164. 会计准则变革对资本配置的非预期效应研究(作者：晏超,) 

165. 改革开放 40 年 :湖北农村土地制度(作者：高洁) 

166. 中国创新设计发展路径研究(作者：潘云鹤) 

167. 中国与白俄罗斯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相伴而行 :forge ahead together in 

the Belt(作者：张翼) 

168. 文化视野下的商务英语翻译及实践应用(作者：武洁) 

169. 物流市场营销学(作者：董千里) 

170.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科技创新重大问题研究(作者：贾敬敦) 

171. 会计学原理(作者：陈璠) 

172. 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与统筹利用研究(作者：李洪兴) 

173. 张二震自选集(作者：张二震) 

174. 福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作者：徐仁立) 

175. 天津农业农村发展实践与探索(作者：秦静) 

176.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升级 :中俄经济合作视角(作者：项义军) 

177. 冷链物流策划实务(作者：李学工) 

178. 基金管理视角下失业保险制度优化设计研究(作者：陈天红,) 

179. 人才资本会计初探(作者：韩庆德) 

180. 中国品牌四十年 :1979-2019 :1979-2019(作者：黄升民) 

181. 战略性新兴产业动态演进研究(作者：何文韬) 

182. 国际经济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2016-2017(作者：桑百川) 

183. 重新定义公司 :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作者：施密特,) 

184. 共享经济 :迈向理性和规范(作者：于凤霞) 

185. 产品负责人专业化修炼 :利用 Scrum 获得商业竞争优势 :leveraging 

scrum as a competiti(作者：麦格里尔) 

186. 反常识营销学(作者：永井孝尚) 

187. 韩国平面广告(作者：余瓅) 

188. 一次成功与系统预防 :中国航天工业质量管理要略(作者：承文) 

189. 中欧班列 :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作者：单靖) 

190. 清华韩秀云讲经济(作者：韩秀云,) 

191. 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作者：塔勒布) 

192.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作者：赵雪凌) 

193. 我国金融业开放与风险防范研究(作者：李辉) 

194. 技术创新扩散、品牌建设与陶瓷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研究(作者：焦明清) 

195. 2018 年拉丁美洲蓝皮书 :拉美发展与中拉合作关系(作者：隋广军) 

196. “文化创意+”农业融合发展(作者：张振鹏) 



197. AI 赋能 :AI 重新定义产品经理(作者：连诗路) 

198. 工程法语(作者：袁相国) 

199. 赣南苏区都市区工业振兴研究(作者：刘善庆,) 

200. 农村宅基地退出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作者：黄贻芳) 

201. 中国企业国际创业策略研究 :创业者认知视角 :in view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作者：田毕飞,) 

202. 知行 :技术人的管理之路(作者：刘建国) 

203. 德国工业 4.0 大全. 第 3 卷, 智能物流技术. Bd. 3, Logistik(作者：沃格尔-

霍伊泽尔) 

204. 数字化创业 :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作者：郭海) 

205. 中国游艇旅游发展的关键障碍及对策研究(作者：姚云浩) 

206. 利息伦理和借贷投融资(作者：张京宏,) 

207. 金融文化研究. 第四辑(作者：张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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