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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9 年 7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人力资源招聘系统(作者：廖泉文) 

2. 质量管理统计方法(作者：周纪芗) 

3. 工业心理学(作者：朱祖祥) 

4. 21 世纪的欧盟经济发展战略(作者：赵俊杰) 

5. 市场调研方案 :第二版(作者：布兰肯西普) 

6.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余凯成) 

7. 消费者行为学(作者：江林) 

8. 经济学的世界. 上(作者：高希均) 

9. 直销与客户管理(作者：Gantenbein) 

10.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王垒) 

11. 现代市场营销学(作者：吕一林) 

12. 消费者行为学 :第七版(作者：希夫曼) 

13. 布莱克韦尔人力资源管理学百科辞典(作者：彼德斯) 

14. 消费者行为学(作者：王长征) 

15. 人力资源管理工具箱(作者：邱庆剑) 

16. 市场营销学(作者：张晓堂) 

17.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拜厄斯,) 

18.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作者：伍双双) 

19. 工作评价 :组织诊断与研究实用量表 :a guide to validated scale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作者：菲尔德,) 

20. 英汉经济综合词典(作者：薛立亚) 



21. 人员素质测评(作者：肖鸣政) 

22. 工业心理学大辞典(作者：朱祖祥) 

23. 英汉人力资源管理核心词汇手册(作者：刘永中) 

24. 英汉经济与管理大词典(作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5. 经济大辞典, 世界经济卷(作者：褚葆一) 

26. 英汉实用经济词汇(作者：冯沪生) 

27. 英汉技术经济学词汇(作者：徐寿波) 

28. 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作者：哈佛企业管理丛书编纂委员会) 

29. 中国企事业名录大全(作者：廖季立) 

30. 中国企事业名录大全(作者：廖季立) 

31. 中国企事业名录大全(作者：廖季立) 

32. 中国企事业名录大全(作者：廖季立) 

33. 英汉企业管理词典(作者：陈今淼) 

34. 实用企业管理手册(作者：刘中荣) 

35. 劳动人事统计学辞典与题解(作者：郑火林) 

36. 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作者：马洪) 

37. 城市经济词典(作者：崔新桓) 

38.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词典(作者：陈伯林) 

39. 实用工厂管理词典(作者：李少宇) 

40. 消费者行为学 :buying, having, and being(作者：所罗门) 

41. 经济工作手册(作者：何金铭) 

42. 会计辞典(作者：龚清浩) 

43. 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作者：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44. 英汉国际政治经济法律词汇(作者：陈公绰) 

45. 中国交通企事业名录(作者：魏启宇) 

46. 中英法德意商品分类词汇手册(作者：何欢) 

47. 中国城市邮政编码地图集(作者：邮电部邮政总局) 

48. 实用工业经济管理辞典(作者：唐丰义) 

49. 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作者：日本总合研究所) 

50. 浙江工商企业名录 :中国工商企业名录地方分册(作者：浙江工商企业名

录编辑部) 

51. 营销调研(作者：奇兹诺尔) 

52. 企业管理概论(作者：尤建新) 

53. 消费者心理学(作者：罗子明,) 

54. 广告效果研究(作者：樊志育) 

55. 实用广告手册(作者：徐百益) 

56.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余凯成) 

57. 员工甄选与聘用(作者：世界 500 强企业管理标准研究中心) 



58. 结构化面试方法(作者：泰勒,) 

59. 企业经营管理辞典(作者：任维忠) 

60. 心理学与工业效率(作者：柏替,) 

61. Community, state, and market on the North Atlantic Rim : challenges to 

modernity in the fisheries /(作者：Apostle, Richard A.) 

62. 管理手册(作者：《管理手册》编写组) 

63. 中国机电企业名录(作者：中国机械报社) 

64. 简明五金手册(作者：简光析) 

65. 成本管理大辞典(作者：许毅) 

66. 中国商业大辞典(作者：许彩国) 

67. 中国商业百科全书(作者：张其泮) 

68.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1990(作者：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 

69. 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作者：马洪) 

70. 技术经济学应用程序系统使用手册(作者：肖申生) 

71. 劳动经济学辞典(作者：刘传济) 

72. 经商实用手册(作者：肖林) 

73. 财会知识手册(作者：王亘坚) 

74. 小企业成功之路(作者：宋磊) 

75. 定位 :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 大的观念 :the battle for your mind(作

者：里斯) 

76.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蒙迪) 

77. 管理三十年记实(作者：宋有春) 

78. 企业咨询调查问卷精选(作者：希尔伯曼,) 

79. 人力资源管理纲要(作者：德斯勒) 

80. 群体绩效 :有效管理的基石(作者：尼斯塔特) 

81. 消费者行为 :购买、拥有与存在 :buying, having, and being(作者：所罗门) 

82. 管理制度·管理表格, 组织、人事、人力资源(作者：基础管理研究组) 

83. 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手册(作者：人力资源管理杂志社) 

84. 实用心理与人事测量(作者：王垒,) 

85. 人力资源动态诊断手册(作者：佟天佑) 

86. 督导管理 :授权和培养员工的艺术(作者：莫斯利) 

87.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性评测试题(作者：人力资源管理杂志社) 

88. 绩效与薪酬管理实务(作者：王雁飞) 

89. 2012 年浙江发展报告(作者：林吕建) 

90. 微观经济学(作者：平狄克) 

91. 城乡中国(作者：周其仁) 

92. 消费心理学 :无所不在的时尚(作者：所罗门) 

93. 参与感 :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作者：黎万强) 



94. 人力资源管理 :第 7 版(作者：拜厄斯) 

95.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孙健敏) 

96. 全球土地. 2014 :热点与前沿 l(作者：吴次芳) 

97. 工矿废弃地再开发的利益冲突治理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作者：马

立强) 

98. 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作者：藤田丰八) 

99. 中國貨幣論(作者：耿爱德) 

100. 新编旅游文化学(作者：田纪鹏) 

101. 福建历史经济地理论考(作者：林汀水,) 

102. 广东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配置研究(作者：樊杰) 

103. 企业创新方法与工具(作者：韩春生) 

104. 服务运营管理(作者：胡欣悦) 

105. 跨界时代 :从颠覆到融合(作者：林汶奎) 

106.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作者：田崎仁义) 

107. 中國農家經濟(作者：卜凯) 

108.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作者：马札亚尔) 

109. 场景时代 :构建移动互联网新商业体系(作者：陈虎东) 

110. 共享经济 :如何迎合商业、社会和环境需求及获取竞争优势 :how to meet 

business,(作者：罗威特) 

111. 低风险投资之路(作者：徐大为) 

112. 电力企业决策支持系统原理及应用(作者：施泉生) 

113. 认证有效性 :从感知到提升 :from perception to promotion(作者：田志友) 

114. 破解迷局 :德培讲演录(作者：王德培) 

115. 福利经济学评述(作者：李特尔) 

116. 市场营销战略研究 :分析、规划、实施与控制(作者：汪长江) 

117. 收入优先增长 :总量与结构(作者：范从来,) 

118. 金融化与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作者：郭尧琦) 

119. 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 :结构与差距研究(作者：杜辉,) 

120. 大都市复合治理 :创造持续繁荣的可能(作者：周蜀秦) 

121. 雷军的创业团(作者：韩博) 

122.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2015-2016. 2015-2016(作者：黄

茂兴,) 

123. 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安全第一投资组合选择(作者：哈明虎) 

124. 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演进研究(作者：毛中根,) 

125. 人民币崛起(作者：伍聪,) 

126. 广告学(作者：冯莉) 

127. 互联网金融逻辑 :寻找这股互联网金融热潮背后的金融逻辑(作者：何晓

宇) 



128. 集团公司产业平台战略要素、类型与效能研究(作者：陈青姣) 

129. 城市房屋拆迁研究 :利益博弈与政策设计 :game theroy, polices and 

institutions in a so(作者：彭小兵) 

130. 创新型企业的形成路径 :基于资源能力禀赋与创新战略的研究(作者：何

建洪,) 

131. 采购管理(作者：吴勇) 

132. 行为金融视角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应(作者：陈菊花) 

133. 协同创新视域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研究(作者：赵彤,) 

134. 一个国家的起飞 :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 :the breakthrough of china's 

commercial air(作者：刘济美) 

135. 醒狮之困 :新常态、新挑战、新战略(作者：陈建奇) 

136. 资产证券化评级 :国际模型与中国实践(作者：郑磊)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解释材

料 :20(作者：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138. 会计学基础(作者：梁雯) 

139. 风险(作者：勒普顿) 

140. 中国经济发展 :理论实践趋势 :theories, practices and trends(作者：洪银

兴,) 

141.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 2015-2016(作者：彭元正) 

142. 两化融合促进企业创新趋势与实践. 2016(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 

143. 品牌管理(作者：庞守林,) 

144. 循环经济理论与山东实践研究(作者：姚中杰,) 

145. 预警和应对产品伤害危机对竞争品牌的溢出效应研究 :调节变量和中介

变量(作者：薛骄龙,) 

146. 会计信息系统(作者：汪刚) 

147. 土地利用数据库更新研究(作者：宋玮) 

148. 矿产资源规划方法(作者：孟旭光) 

149. 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 :重构互联网下的生存新法则(作者：韦康博) 

150. 游客的凝视(作者：厄里) 

151. 金融统计学(作者：徐国祥) 

152.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 :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

济学(作者：章奇) 

153. 迈向开放型经济新时代(作者：万军) 

154. 20 世纪 60 年代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研究(作者：柳森,) 

155. 中国出口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出口深化与出口广化的视角 :from the 

perspective of(作者：周俊子) 

156. 塞氏企业(作者：塞姆勒) 

157. 互联网＋服务 :重新定义商业服务之道(作者：周锡冰) 



158. 全球土地 2015 :热点与前沿(作者：吴次芳) 

159. 供应链管理(作者：马士华) 

160. 中华经济圈与全球经济协作(作者：朱坚真) 

161.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精编(作者：王岩) 

162.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作者：苏杰) 

163. 中级微观经济学 :理论与应用(作者：刘晓鸥) 

164. 摩根财团 :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 :1838-1990(作者：谢

尔诺) 

165. 全球价值链时代 :测算与政策问题 :maps and policy issues(作者：阿马多

尔) 

166. 增长黑客 :如何低成本实现爆发式成长(作者：埃利斯) 

167. 房地产项目投资风险及决策优化研究(作者：柯小玲) 

168. 项目管理(作者：毕星) 

169. 博迪版《投资学》导读(作者：博迪版投资学导读编写组) 

170. 赖世雄标准美式商务口语(作者：赖世雄) 

171. 一带一路 :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n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作者：张辉) 

172. 谷歌的断舍离 :互联网企业的破坏式创新(作者：辻野晃一郎,) 

173. 数字的魅力 :基于统计视野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2017(作者：张斌,) 

174. 货币里的中国史 :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作者：任双伟) 

175.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投资者和公司高管教程 :lessons for investors and 

managers(作者：巴菲特) 

176. Python 与量化投资 :从基础到实战(作者：王小川) 

177. 理念引领、制度变迁与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苏州路径 :path 

exploration o(作者：金伟栋) 

178. 海关文献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论文集(作者：吴松弟) 

179. 人力资源与大数据分析 :新时代 HR 必备的分析技能(作者：菲茨恩兹) 

180. 品牌培育之道 :工业企业品牌培育经验精选. 第一辑(作者：周宏宁) 

181. An introduction to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作者：Chmiel, Nik,) 

182. Modelling the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in work settings /(作者：Koslowsky, 

Meni.) 

183. 国际货物运输(作者：李勤昌) 

184. 穿透股权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战指南(作者：罗毅) 

185. 互联网视域下城乡双向商贸流通模式创新研究(作者：王彦,) 

186. 绿色发展经济学概论(作者：周宏春) 

187. 质量管理 :整合供应链(作者：福斯特) 

188. 云制造理论体系及实践应用(作者：李强) 



189. 实证宏观经济学 :贝叶斯多元时间序列方法(作者：库普) 

190. 贫困何以生产 :城市低保家庭的贫困状况研究(作者：李正东) 

191. 同贫困斗争 :城市低保家庭的脱贫行动以及低保制度的服务输送研究

(作者：李正东) 

192. 广告媒介(作者：李晨宇) 

193. 经济的律动 :读懂中国宏观经济与市场(作者：徐远) 

194. 任天堂哲学(作者：井上理,) 

195. 金砖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及其启示研究(作者：张兵) 

196. 特殊类型资产评估案例(作者：余炳文,) 

197. 店名文化传播研究(作者：李洪彩) 

198. 财政学(作者：雷良海) 

199.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作者：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命题研究中心) 

200. 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作者：赫尔) 

201.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die Wirtschaft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n 

Ordnungen und Machte. Nachla(作者：Weber, Max,) 

202. 可持续视角下特大城市地区土地使用模式测度研究 :北京与世界城市比

较(作者：于长明) 

203. 地权的逻辑. Ⅲ, 为什么说中国土地制度是全世界 先进的(作者：贺雪

峰,) 

204.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 :中国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的完善(作者：杨狄,) 

205. 区块链 :赋能万物的事实机器 :the blockchain and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作者：维格纳) 

206. 区块链核心技术与应用(作者：邹均) 

207. 硅谷简史 :通往人工智能之路(作者：钱纲) 

208. 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作者：班纳吉) 

209. 企业文化(作者：黎群) 

210. 品牌管理(作者：张明立) 

211. 极简区块链 :你一定爱读的有趣通识书 :the untold story(作者：马卡利) 

212. 后谷歌时代 :大数据的没落与区块链经济的崛起 :the fall of big data and 

the rise of(作者：吉尔德) 

213. 财政与金融(作者：郑煜) 

214. 经济动物(作者：鲍尔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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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财务报表分析(作者：许拯声) 

217. 证券技术分析 :市场结构、价格行为和交易策略 :maket structure, price 

action, and t(作者：格瑞姆斯) 



218. 超预期经营 :不确定性时代高效赢得客户四步法(作者：李晖) 

219.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 :1870-1977(作者：吴晓波) 

220. 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 :1978-2018 :1978-2018(作者：刘尚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