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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9 年 10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牛奶可乐经济学(作者：弗兰克) 

2.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与缓释研究 :基干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作者：

刘堃,) 

3. 明代海運及運河的研究(作者：吴缉华) 

4. 应用计量经济学 :时间序列分析(作者：恩德斯) 

5. 腾讯传 :1998-2016 :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作者：吴晓波) 

6. “一带一路”战略(作者：胡正塬) 

7. 仓丰廪实(作者：薛平拴) 

8. 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估值(作者：郭永清) 

9. 极简经济学 :如何用经济学思维洞察生活(作者：常青) 

10.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操作和建模实例(作者：叶阿忠) 

11. 危困企业并购艺术 :全流程解决方案与交易策略 :buying, selling, and 

financing troub(作者：内斯沃德) 

12. 被人工智能操控的金融业(作者：樱井丰) 

13. 选择、价值与决策(作者：卡尼曼) 

14. 美国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作者：蒯正明) 

15. 2017 财经分析及金融专项问题研究(作者：刑宏伟) 

16. 区块链+ :开启智能新时代(作者：张元林) 

17.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浙江省港口参与国际港口联盟建设问题研究

(作者：杨建国,) 

18.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作者：薛兆丰,) 

19. 扫地出门 :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作者：德斯蒙德) 



20. 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行为关系研究 :兼论“住房不炒”的逻辑

(作者：王辉龙,) 

21. Disruptive leadership :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of caring deeply : nine keys 

to organizational exce(作者：Kao, Richard,) 

22. Dystopia and economics : a guide to surviving everything from the apocalypse 

to zombies /(作者：Acchiardo, Charity-Joy Revere,) 

23. Flawed capitalism : the Anglo-American condition and its resolution /(作者：

Coates, David,) 

24. Instruments of change : motivating and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作者：Panayotou, Theodore.) 

25. Behavioural economics /(作者：Mallard, Graham,) 

26. Marginalism /(作者：Mosselmans, Bert,) 

27.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 a cours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作者：

Backhouse, Roger E.,) 

28. Best practices in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作者：Ewing, Reid,) 

29.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作者：Mishkin, 

Frederic S.) 

30. 未来的公司(作者：岩井克人) 

31. 连接 :多边平台经济学(作者：埃文斯) 

32. MATLAB 量化金融分析基础与实战(作者：马萌) 

33. 商务谈判(作者：张冠琼,) 

34. 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研究(作者：王崇举,) 

35. 商业模式设计新生代 :如何设计一门好生意 :new tools, skills, and mindest 

for strateg(作者：范德皮尔) 

36. 草根创业六堂课(作者：杨秀勇) 

37. 品牌物理学 :隐藏在创意与故事背后的科学营销系统 :understand the 

forces behind b(作者：凯勒) 

38. 良心经济学 :企业零恶行与盈利的实现路径 :how a mass movement for 

good is grest for(作者：奥弗曼) 

39. 江苏物流创新典型案例(作者：毛海军) 

40. 营销长尾 :利用口碑构建品牌力(作者：陈亮途) 

41. Strategic management : text and cases /(作者：Dess, Gregory G.,) 

42. Populism and economics /(作者：Dumas, Charles E.,) 

43. The fundamentals of fashion management /(作者：Dillon, Susan,) 

44.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nage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作者：Grosse, 

Robert E.,) 

45. The overworked consumer : self-checkouts, supermarkets, and the 

do-it-yourself economy /(作者：Andrews, Christopher K.,) 



46. The politics of fossil fuel subsidies and their reform /(作者：

Skovgaard-Petersen, Jakob,) 

47.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回眸与展望(作者：黄茂兴,) 

48. 变量 :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作者：何帆) 

49. 决胜供应链 :VUCA 时代企业打造供应链竞争利器的实践(作者：姜宏锋) 

50. 鲁冠球 :聚能向宇宙(作者：魏江) 

51. 超越与重塑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者：张嘉明) 

52. 中小企业“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及风险防控研究(作者：张诚) 

53. 社会与经济 :信任、权力与制度(作者：格兰诺维特) 

54. 大国速度艰难起步(作者：杨红光) 

55. 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案例汇编(作者：温信祥) 

56. 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作者：陈其人,) 

57. 合作的力量 :打造高效能团队(作者：斯皮策) 

58. 转型期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重构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作者：

杨建涛) 

59.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作者：高武) 

60. 企业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作者：刘晓莉) 

61. 产业经济学(作者：李悦) 

62. 盈余报告变迁与盈余价值相关性研究(作者：陈继萍) 

63. 中国农户金融信贷行为及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基于行为博弈均衡、机制设

计(作者：童毛弟,) 

64. 社会资本参与的大中型水利工程资产管理模式及机制研究(作者：贺骥) 

65. 行銷企劃 :邏輯、創意、執行力 :logic, creativity, implementation(作者：曾

光华) 

66. 触点 :高黏性高转化的用户运营秘籍 :kommunikation in zeiten der 

digitalen transformatio(作者：许勒尔) 

67. 一本书看透股权架构(作者：李利威) 

68. 资产评估实验教程 :福思特资产评估软件应用及案例 :based on first 

software applic(作者：郑慧娟) 

69. 简明世界经济史 :金钱推动下的人类进程 4000 年(作者：宫崎正胜) 

70. 港口·城市·腹地 :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 :1843-1937(作者：

戴鞍钢) 

71. 国际金融安全的中国方案(作者：张红力) 

72. 国际贸易实务与案例解析(作者：王春娟,) 

73. 旅游安全管理(作者：孔邦杰) 

74. 管理会计(作者：刘俊勇) 

75. 阿米巴合伙制(作者：帅超) 

76. 经济实力新思维(作者：吴亮) 



77. 股权战争 :创投界的 MBA 式教案(作者：苏龙飞) 

78. 互联网营销市场经营分析理论与实务(作者：任志霞) 

79.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的广度与深度研究 :基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视

角 :from an r(作者：孙蕊) 

80. PPP+BIM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咨询理论及实务(作者：杨宝昆) 

81. 金融危机博弈中的政治经济学(作者：董小君) 

82. “金砖+”合作模式研究(作者：李锋) 

8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 :政策设计与企业反馈 :policy design and 

enterprise feedbac(作者：王伊攀,) 

84. 中国信托业的转型与创新(作者：许均华,) 

85. 财务管理(作者：杜勇) 

86. 预算会计(作者：王悦) 

87. 城市化与乡村振兴(作者：黄郁成) 

88. 中国天然气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标度及优化研究(作者：孙仁金) 

89. 中国家族办公室管理前沿(作者：张智慧) 

90. 服务营销学(作者：郭国庆) 

91. 国际结算(作者：项义军) 

92. 衍生金融工具(作者：王晋忠) 

93. 宏观经济学(作者：郑享清) 

94. 政府主导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

资决(作者：南晓莉) 

95. 商店选择、店面选址与市场分析(作者：里格利) 

96. 零售学原理(作者：弗尼) 

97. 冲突的战略(作者：谢林) 

98. 中国融资租赁行业 2018 年度报告(作者：柏亮) 

99. 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 :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作者：中国保险资产管理

业协会) 

100. 国际金融学(作者：于丽红) 

101. 如何撰写营销计划书(作者：韦斯特伍德) 

102. 唐朝与东亚(作者：冯立君) 

103. 西部发展研究. 2019 年第 1 期总第 11 期. 2019, No.1(作者：罗中枢) 

104. 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过程中海外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作者：

冯永春) 

105. 迈入服务利润区 :制造业服务化模式与案例(作者：陈丽娴) 

106. 会计乐旅(作者：杨尚军) 

107. 现代学徒制 :理论与实证(作者：杨小燕) 

108. 企业财务风险识别和评价研究(作者：吕峻) 

109. 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作者：杨嘉怡,) 



110. 明清时期“金湘潭”研究(作者：陈准) 

111. 大学生山岳景区实践教程(作者：袁毅) 

112. 企业管理的哲学与艺术(作者：赵帆) 

113. 财务诡计 :如何识别财务报告中的会计诡计和舞弊(作者：施利特) 

114. 出身 :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作者：里韦拉) 

115. 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研究(作者：王竞

一,) 

116. 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作者：李俊杰) 

117. 现代经济转型与市场发展研究(作者：李淑清) 

118. 基于定单流大数据的证券投资策略研究(作者：李成刚) 

119. 山地冰川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作者：王世金) 

120. 金融企业会计(作者：郭德松) 

121.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大行动计划研究(作者：钟志华) 

122. 颠覆性创新与产业组织演化机理 :基于消费者偏好内生视角 :based on 

endogenous p(作者：郁培丽,) 

123.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研究(作者：孙

宝厚) 

124. 中国道路 :从工业化到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world advanced m(作者：王海林) 

125.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 2019. 2019(作者：计金标) 

126.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2018-2019. 2018-2019(作者：黄

茂兴,) 

127. 中国家具产业制造与设计竞争力(作者：李莉) 

128. 航线与航船演绎的世界史(作者：舍瓦利耶) 

129.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我国对外投资与贸易政策研究(作者：李娟,) 

130.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9 :中国制造 40 年与智能制造(作者：李廉

水,) 

131.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居民收入流动性(作者：刘志国) 

132. 新编税收学 :税法实务(作者：蒋大鸣) 

133. ERP 沙盘模拟指导教程 :实物+电子+人机对抗(作者：何晓岚) 

134. 中国经济概论(作者：韩琪) 

135. 低风险变革 :技术迭代中的企业新定位(作者：阿姆斯特朗) 

136. 电商文案写作与传播(作者：孙清华) 

137. 跨越 40 年 :闽商创业史(作者：徐德金) 

138. 经济转型与大国博弈(作者：孙启明) 

139. 国际服务贸易(作者：饶友玲) 

140. 地方政府土地供应结构偏向行为及其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作者：施建

刚) 



141. 黄河三角洲经济史研究 :1840-1978 年(作者：李靖莉) 

142. 走进加拿大的经济世界(作者：胡其柱,) 

143. 现代企业管理(作者：宁凌) 

144. 中国金融市场个体投资行为风险决策的偏差研究 :基于远景理论的实验

与实(作者：周新苗,) 

145. 基于 Multi-Agent 技术的应急物资调度系统研究(作者：王岩,) 

146. 中小企业管理创新与运营(作者：陈德荣,) 

147. 跨境电商职业能力与发展(作者：李医群) 

148. 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 2019(作者：颜振军) 

149.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作者：胡庆康,) 

150. 酒店投资与筹建战略(作者：陈海明) 

151. 抉择 :典藏版(作者：高德拉特) 

152. 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作者：李青会) 

153. 商务英语课程中的发展性学业评价实证研究(作者：王艳艳) 

154. 政府采购制度研究(作者：王周欢) 

155. 互联网关系网 :基于人际关系的互联网媒体商业模式构建(作者：孙丽丽) 

156. 土地市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与系统性传染效应研究(作者：何

芳) 

157. 首届中国青年旅游论坛论文集(作者：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 

158. 沃伦·巴菲特的 CEO 们 :伯克希尔经理人的经营秘诀 :secrets from the 

Berkshire Hathawa(作者：迈尔斯) 

159. “一带一路” :学理认识与科学行动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作者：周天勇) 

160. 基于绩效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作者：胡景涛) 

161.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研究(作者：白金亚) 

162. 全球化视野下的城市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作者：杨晓北,) 

163.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风险防范研究(作者：朱保芹,) 

164. 长江中游经济带土地利用转型潜力评价与管控辅助决策信息系统建设

(作者：张绪冰) 

165. 政治经济学(作者：罗清和) 

166. 创新植入增长 :基于科学的产业的技术赶超与自主创新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作者：雷家骕) 

167. 深蓝渔业产品营销模式研究(作者：权怡瑄) 

168. 控制权安排与争夺(作者：马永斌,) 

169. 网上交易中的信用服务机制有效性研究(作者：崔睿) 

170. 城市群协同创新体系研究(作者：刘爱君,) 

171. 新时代中国经济(作者：关成华) 

172.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作者：张娴) 



173. 新时代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1, 学生用书(作者：孔宪遂) 

174. 借钱 :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a history of usury and debt(作者：盖斯特) 

175. 乡村振兴学术观察. 2018(作者：刘祖云) 

176. 硅谷创业课(作者：格里芬) 

177.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研究(作者：彭程甸,) 

178. 优化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研究(作者：王振宇) 

179. 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作者：高越) 

180. 中非能源合作国家风险与防范(作者：崔守军) 

181. 营销突破 :十三家知名企业的营销战略(作者：何海明) 

182. 全球化视野下的“一带一路”研究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作者：

张奕) 

183. 能源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行动计划研究(作者：彭苏萍) 

184. 城人之美(作者：唐玉霞) 

185. 生物产业发展重大行动计划研究(作者：谭天伟) 

186. 企业运营管理(作者：王磊) 

187.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组织创造力研究与管理(作者：张剑) 

188. 海洋文明史 :渔业打造的世界(作者：费根) 

189. 中国式 PPP 发展纪实(作者：杜涛) 

190. 网络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创新行为研究(作者：张钢) 

191. 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市场影响研究 :基于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制度变迁

的视(作者：胡婷) 

192. 极简绩效管理法 :让绩效管理回归简单(作者：李彬) 

193. 南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作者：黄迎涛,) 

194. 广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作者：李燕) 

195.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作者：张铎) 

196. 城市生态交通系统理论及其主体出行行为研究(作者：王汉新) 

197. 家族企业传承的动因与经济后果研究(作者：李思飞) 

198. 中国区域性股权市场研究(作者：高松) 

199. 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研究(作者：雷蕾) 

200. 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示(作者：国际能源署) 

201. 新时代创新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 浦江创新论坛(作者：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202.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制度逻辑(作者：孟飞) 

203. 城市精准扶贫的武昌经验(作者：刘杰,) 

204. 基于大数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风险评估与应对(作者：于施洋) 

205. 财务报表分析(作者：胡文献) 

206.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作者：徐军,) 



207. 物质流核算与分析 :理论方法与实际运用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作

者：王红) 

208. 经济学基础(作者：魏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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