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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2年 11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序号 题名 作者 

1 人类的涉他偏好 达米 

2 Displaced heritage : Convery, Ian, 

3 Tourism,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a smart economy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ACuDiT 

4 Our India / 
Masani, Minocheher 

Rustom, 

5 量化投资教程 孙佰清 

6 中国出口贸易污染排放的环境效应评估 高静 

7 Post-neoliberal economics / Fullbrook, Edward, 

8 互联网金融与大众生活 李跃华 

9 投资者关注对股票定价的影响研究 向诚 

10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第二批, 拉萨市卷 王伟光, 

11 虚拟数字人 3.0 :人“人”共生的元宇宙大时代 陈龙强 

12 “一带一路”国家营商环境与产业投资. 2018 姜玮 

13 财务管理 陈昌龙 

14 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解读与案例分析 余坚 

15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21 王明华 

16 国土空间规划简明教程 古杰 

17 产业经济评论. 第 20卷第 4辑 (总第 68辑) 臧旭恒 

18 商务日语 :新版 米田隆介 

19 
西方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

示研究 
陈弘 



20 广告设计与制作 温静 

21 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改革 刘伟 

22 中国保险市场研究 马明哲 

23 WTO基本规则与公共管理 姚先国, 

24 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陈荣 

25 创新百讲 夏铁君 

26 全球数字银行研究报告. 2022 海投全球 

27 景区客流安全管理与应急调控 张公鹏 

28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辑考 冷东 

29 技术经济演进模式 :迈向智能经济之路 唐怀坤 

30 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 2021 潘教峰 

31 政府工程类采购评标体系构建与电子化系统应用研究 吴永春, 

32 高级财务会计 邱吉福 

33 “一带一路”倡议融入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黄波 

34 财务决策实验教程 李艳 

35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与大数据应用 焦艳芳 

36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India / 
Hough, Eleanor 

Margaret, 

37 The agrarian problems of Madras Province / Sayana, V. V., 

38 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韩鑫韬 

39 解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余淼杰 

40 南京市供应链试点实践暨标准体系研究 南京市 

41 文旅融合发展规划 :理论探索与山东实践 周建明 

42 
可持续的智慧 :探索斯德哥尔摩城市可持续发

展 :exploring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Eu 
梅茨格 

43 对外贸易单证实务与操作 谢娟娟 

44 华为组织力 吴建国 

45 2021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朱玉春 

46 
当代会计评论. 2021 年第 14卷第 4辑 (总第 36辑). 

Volume 14 number 4 2021 
刘峰 

47 
検証アベノミクス「新三本の矢」 :成長戦略による構

造改革への期待と課 
福田慎一, 

48 
元宇宙 :概念、技术及生态 :concepts, technologies 

and ecology 
成生辉 

49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景区创新模式研究 李裔辉, 

50 “一带一路”倡议文件汇编 杨泽伟, 

51 数字化赛道 :工业互联网的思考与实践 赵伟 

52 价值重构 :读懂工业互联网发展逻辑 刘成军 

53 基于 Agent 的多产品扩散仿真研究 乔健 

54 东南亚经济史研究 何为民 

55 中国粮食进口问题研究 :基于进口粮源保障体系的建构 赵予新 

56 抖音思维 秋叶 

57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 黄国勤, 



58 流程赋能 :打造不依赖个人的高绩效组织 占必考 

59 数字经济 :中国新机遇与战略选择 吕红波 

60 重构平台型组织 穆胜 

61 数字证券研究报告. 2021. 2021 安秀梅 

62 科技金融与“技术流”评价体系 :从 0到 1 从 1到 N 邓波 

63 债券市场发展研究. 第四辑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64 创新驱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王秀丽 

65 法兰西之石 马识路 

66 
交易成本经济学 :契约关系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governan 
威廉姆森 

67 跨境电商实务英汉教程 杨丽霞 

68 现代工业制造过程质量控制优化设计 王海宇 

69 中国农业产业技术发展报告. 2020 许宁 

70 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张友伦, 

71 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 2020. 202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72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1 科学技术部 

73 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李亚玲 

74 城市危机管理 杨兴坤 

75 透视并购 :上市公司投资并购六大原则指引 杨仁贵 

76 
欧美金融体系发展与政府监管 :19-20世纪的历

史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gulation 
巴蒂洛西 

77 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王传纶, 

78 A research annual / Biddle, Jeff, 

79 2016 international valuation handbook. Duff & Phelps Corp. 

80 
双重冲击 :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 :the 

future of power games & the future 
李晓 

8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宾国贸易指数报告 刘永辉 

82 天津经济发展报告. 2022 靳方华 

83 乡土特色产业 冯伟 

84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秦小龙 

85 2020-2021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蓝皮书 张立, 

86 中国与世界海水贝类生产、贸易及消费 张红智 

87 外部压力、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刘敏 

88 Rural credit in western India, 1875-1930 : Catanach, I. J., 

89 比较. 2022 年第 2辑(总第 119 辑) 吴敬琏, 

90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olonial port cities in 

Asia / 
Basu, Dilip K. 

91 
万里关山一线通 :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 

(1870-1937) :the construction a 
薛轶群 

92 “品字标浙江制造”区域公共品牌建设 李正卫 

93 金融学 :现代观点 郑长德 



94 Techno-economic survey of Madras :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95 管理政策 :矛盾、辩证法与实践 黄卫伟, 

9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吕丽珺 

97 西湖西溪“双西”红 翁文杰 

98 印制电路板行业绿色工厂创建与评价 姜涛 

99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社区旅游 :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索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 
李玮娜 

100 共同富裕看温州 洪文滨 

101 中国物流技术发展报告. 2021 何黎明 

102 江苏扶贫实录, 亲历篇 万建清 

103 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分析小组 

104 浙江审计图册 :1983-2020 年 张斌 

105 
合作社的发展与社员权益 :基于“名”“实”的双重审

视 
周易 

106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兰西奥尼 

107 
增长黑客 :如何低成本实现爆发式成长 :how today's 

fastest-growing companies drive brea 
埃利斯 

108 重新定义公司 :谷歌是如何运营的 施密特 

109 结构性改革与日本经济问题研究 陈友骏 

110 深度转型 :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滕泰 

111 
动物精神 :人类心理活动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

市场 :how human psychology 
阿克洛夫 

112 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 

113 金融营销 杨米沙 

114 科技孵化产业智力资本协同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田颖, 

115 中小企业投融资管理 杨宜 

116 高精尖产业发展研究 贾品荣 

117 创业型企业的动态融资机制 吉云 

11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慕课版 吴敏 

119 分股控权 :股权分配后如何保持公司控制权 刘育良 

120 新创企业成长动能整合 :网络关系行为与动态能力释放 薛敏 

121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研究 吴海燕 

122 小企业极简商业模式 高井洋子 

123 分层因子面板模型与民营企业政策环境的动态评估 黎娇龙 

124 灾害经济学 项勇 

125 金融与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

心 

126 
创业维艰 :building a business when there are no 

easy answers 
霍洛维茨 

127 计量经济学 潘省初 



128 中国税制 盖地 

129 中国与西方 :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 林毅夫 

130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分析 :基于智慧专业化视角 沈婕 

131 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2021 卷 黄红元 

132 价值再造 :中国农业品牌战略规划选本精要 胡晓云 

133 基于价值共创视角的网络购物消费者信赖构建的研究 孔令建 

134 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与实践 傅军军 

135 家庭消费者人力资本动态积累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张锐 

136 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 2021. 2021 潘光伟 

137 浙江财政年鉴. 2021 (总第 21 卷) 
浙江财政年鉴编辑委员

会 

138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增刊,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

告. 2021 
中国人民银行 

139 四川交通年鉴. 2021 黄丽 

140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21 年第二季度. Quarter 

two, 2021 
中国人民银行 

141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2021 年第 1辑第 7卷·总第 12期 张泰城 

142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年鉴. 2020 程家财 

143 时变非线性脆弱欧式期权和巨灾债券定价研究 马超群 

144 中韩财政比较研究 :发展型公共财政模式个案剖析 朱柏铭 

145 温州悬念 胡宏伟 

146 绍兴名产 邵治中 

14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本科本 顾海良 

148 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战略全书 :应对 WTO挑战 杜厚文 

149 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 郑备军 

150 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 :兼论西方经济学新发展 厉以宁 

151 
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 :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

的应用分析 
汪斌, 

152 欧元问题研究 倪云虎, 

153 政治经济学若干重大争论问题研究 白暴力 

154 欧盟与德国——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冯兴元 

155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萧山卷 王少华 

156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建德卷 胡敏 

157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拱墅卷 范今朝 

158 人文旅游. 第四辑 潘立勇 

159 杭州老字号系列丛书, 百货篇 吴德隆 

160 
建筑项目支付进度安排问题研究 :基于业主和承包商交

互角度 
匡亚萍 

161 价格理论与实践 中国价格协会 

16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吕有志 

163 人力资源管理 傅夏仙 

164 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在互联网中的应用 桑军朝 

165 抗战大后方工业史资料丛刊, 期刊文献 张守广 



166 The study of tourism : Nash, Dennison, 

167 中国农业品牌论 :基于区域性前提的战略与传播研究 胡晓云 

168 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谢伏瞻 

169 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 尹伯成 

170 电力强国崛起 :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与发展 陆燕荪 

171 在城望乡 :田野中国五讲 曹东勃, 

172 光刻巨人 :ASML崛起之路 雷吉梅克 

173 
Economics of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care and 

health insurance in india / 
Purohit, Brijesh C., 

174 
当代会计评论. 2020 年第 13卷第 1辑 (总第 29辑). 

Volume 13 Number 1 2020 
刘峰 

175 不可撼动的财务自由 罗宾斯 

176 叙事经济学 希勒 

177 
從台灣海防借款到愛國公債, 歷數早期中國对外公

債 :1874-1949 
戴学文 

178 東亞區域的經濟發展與日本 任耀廷 

179 Marxistische Wirtschaftstheorie : Burchardt, Michael, 

180 The future of rural America : Pigg, Kenneth E. 

181 Big business : Cowen, Tyler, 

182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防御 :基于中国证

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 
胡明霞, 

183 执行重在到位 吴甘霖 

184 趣修经济史 刘金山 

185 精准扶贫社会服务研究 :基于积极福利视角 王磊 

186 现代化与温州发展 李浩然, 

187 工业互联网设备数据采集, 初级 张玉良 

188 
“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路径

研究 
李刚 

189 农业大崛起 :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 周双文 

190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高洁, 

191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乌里韦 

192 John Company at work : Furber, Holden, 

193 中国物流科技发展报告. 2020-2021. 2020-2021 张善杰, 

194 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 汪三贵 

195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2021 年度, 总篇 隋鹏飞 

196 
The challenges of capitalism for virtue ethics and 

the common good : 
Akrivou, Kleio, 

197 
技术陷阱 :从工业革命到 AI时代, 技术创新下的资本、

劳动与权力 :capital, labor 
弗雷 

198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Mehsana District / 

Indi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 British rule and the Indian economy, 1800-1914 / Charlesworth, Neil. 



200 Land system reform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 Liu, Shouying, 

201 Data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 

Conference of the 

Section on 

Classification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Polish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2 公共服务类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后评价理论与实践 范景锐 

203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及融资能力研究 :以广西的实践为例 李维胜 

204 西方经济学 梁小民 

205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集体林业可持续发展 孔凡斌, 

206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创业 朱蓉 

207 
有向非对称信息度量下的金融风险传染实证研究 :基于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bas 
陈秀荣, 

208 商业物种演进 刘绍荣 

209 国际经济学 谷克鉴 

210 商务英语口语实训教程 高伟 

211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指数报告 :2008-2016 范合君 

212 农产品品牌创建路径与实操案例 王豪勇 

213 2021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 周华富 

214 中国转轨时期证券市场监管研究 刘春彦, 

215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生产性服务体系研究—以浙江为例 黄勇, 

216 
情感的自然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

础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British 
李家莲 

217 上市公司董办工作最佳实践案例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18 
商业的核心 :新时代的企业经营原则 :leadership 

principles for the next era of capitalis 
乔利 

219 财税数字化 张敏翔 

220 
“两山”理论的生态经济学阐释与案例实证 :以盐城滨

海湿地为例 
臧正 

221 中级财务会计 张陶勇 

22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傅龙海 

223 企业间知识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马蓝, 

224 公司金融 :经营分析、财务决策与估值方法 郑登津 

225 
Land and local king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Bengal / 
McLane, John R., 

226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罗小锋 

227 生产运作管理 马士华 

228 数字货币时代 :Libra系列问答 :libra series Q & A 清华大学 

229 
失去的三十年 :平成日本经济史 :「失われた 30年」の

分析 
野口悠纪雄, 

230 京津冀城市群若干问题研究 刘秀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