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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资料与档案室 

         2020 年 12 月 9 日 

附：2020 年 12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Experimental economics : rethinking the rules /(作者：Bardsley, 

Nick,) 

2. 新儒學經營管理學報(作者：林国雄) 

3. 货币商人 :银行为商之道、领导之法、管理之术(作者：张衢) 

4. 探讨中国发展之路 :吴晓求对话九位国际顶级专家(作者：吴晓求,) 

5. 数智物流 :5G 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技术及案例(作者：陈晓曦) 

6. 期货市场国际化(作者：姜洋) 

7. 服务营销学(作者：叶万春) 

8. 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作者：黄丽) 

9. 网络客户关系管理(作者：莫修梅) 

10. 市场营销(作者：郝正腾,) 



11.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策划及测算(作者：杜彦峰) 

12. 成本管理会计(作者：肖康元) 

13. 营销策划 :方法、实务与技能(作者：姜岩) 

14. 中国企业中三支柱模型的构建研究(作者：任吉) 

15. 基于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 指数的综合运输行业趋势研判(作

者：胡铁钧) 

16. 监督抽查概论(作者：叶永和) 

17. 我为什么要投资你(作者：李晓艳) 

18. 创业 36 条军规(作者：孙陶然) 

19. 论经济泡沫破滅前货币金融面纱之去除(作者：李方) 

20. 学习政治经济学重要文献(作者：) 

21. 民族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研究(作者：翟华云) 

22. 财务管理(作者：李迪) 

23. 中国医药物流发展报告. 2020. 2020(作者：秦玉鸣) 

24. 工作特征对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研究(作者：高超民) 

25. AI 时代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以中国为例(作者：朱乃肖) 

26.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作者：都留重人,) 

27. 基础会计学(作者：杨亚娥,) 

28. 高级财务会计 :微课版(作者：梁爽) 

29. 贸易冲突背景下全球化供应链的治理体系研究(作者：杨利军,) 

30. 产业组织理论(作者：汪浩) 

31. 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转型及效果评价研究(作者：曾旗) 



32. 全球政治经济学 :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作者：吉尔平) 

33.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论(作者：关云平) 

34. 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影响与可持续管理研究(作者：

吴蒙) 

35. 中国城市收缩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研究(作者：刘玉博) 

36. 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治理与国际贸易新规则(作者：高疆) 

37. 环渤海城市群效率型增长 :基于要素集聚视角的研究 :study based on 

factors agglome(作者：张斯琴) 

38. 美国市政债券管理体制 :市场监管、风险防控和破产案例分析(作者：赵

志荣) 

39. 跨境电子商务的多平台运营(作者：周婧) 

40. 创意设计与乡村古镇复兴(作者：管宁) 

41. 微区域规划扶贫实践与实证(作者：牛细婷) 

4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与重点农产品国际合作研究(作者：侯

丽薇) 

43.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0, 上海如何建设全球金融中心(作者：涂永红,) 

44. 经济学的历程(作者：坎特伯里) 

45.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连俊华) 

46. “一带一部”论纲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建构(作者：童中贤,) 

47. 迈向数字经济 :中国信息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作者：王建冬,) 



48. 正确敏捷 :大公司如何实现全方位的业务敏捷 :an insider's guide to 

agile enterprise(作者：赫斯伯格) 

49. 新创企业产业集群关系嵌入对合法性的影响研究(作者：尚林) 

50. 技术创新视角下企业 IPO 决策机理及上市后绩效研究(作者：刘洋,) 

51. 火星人马斯克的地球创业游戏(作者：一苒) 

52. 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作者：) 

53. 华为人才管理之道(作者：陈雨点) 

54. 亚马逊方法 :平台型公司如何实现爆发式增长 :14 leadership 

principles behind the wor(作者：罗斯曼) 

55. 古凯尔特人货币史(作者：艾伦) 

56. 开放经济下的金融危机冲击与经济恢复(作者：罗明津) 

57. 新金融工具准则在我国商业银行首次实施效果及实施成本研究(作者：邵

丽丽) 

58. 全球变局下的财富管理趋势 :2019 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作者：王波明) 

59. 2020 年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报告(作者：曹泉伟) 

60. 我国贸易模式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作者：荣岩) 

61. 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作者：吴俊杰) 

62.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动态比较分析研究. 三. 3(作者：赵惠芳) 

63. 企业并购税收重点、难点及案例分析(作者：徐峥) 

64. 项目调度的数学模型与启发式算法(作者：寿涌毅) 

65. 中小城镇发展与区域振兴成功之路 :以日本香川县为例(作者：袁也) 

66. 宁波发展蓝皮书. 2020. 2020(作者：徐方) 



67. 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 :一种跨国比较视野(作者：马德斌) 

68. 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动趋势的研究(作者：赵洪山,) 

69. 跨境电商 :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新零售实践(作者：周广澜) 

70. 消费者决策的全新视角 :跨期决策与享乐适应(作者：郑鑫) 

71.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发展(作者：陈晓红) 

72. 新供给 :深化财税改革(作者：贾康) 

73. 与未来“链爱” :走进区块链王国(作者：马方业) 

74. 会计信息系统(作者：杨定泉) 

75. 跟大师学销售智慧(作者：纳尔逊) 

76. 土地经济学(作者：毕宝德) 

77.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作者：方振邦) 

78. 破解新兴技术创新动力之谜 :资源与网络融合视角的实证研究(作者：项

丽瑶) 

79. 农户视角的城镇化动力与模式研究 :基于传统农区周口市的调查(作者：

赵明) 

80. 葡萄酒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研究 :以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为例(作

者：王磊) 

81. Social media marketing /(作者：Tuten, Tracy L.,) 

82. Agricultural extension reforms in South Asia : statu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作者：Babu, Suresh Chandra,) 

83.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作者：Ponte, Stefano,) 

84. Panel data econometrics /(作者：Tsionas, Mike,) 



85. Lectures on mathematical finance and related topics /(作者：Kifer, 

Yuri,) 

86. 智汇钱塘 :2018 年度决咨建言集萃(作者：沈金华,) 

87. 发展型产业政策演化的国际比较与理论逻辑(作者：闫振坤) 

88. 中国泛家居产业 2020 趋势报告 :构建适应十年十倍增长的商业模型(作

者：李骞,) 

89. 创业基础教程(作者：左军) 

90. 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作者：黄奇帆,) 

91. 金融创新视角下金融稳定性研究(作者：童晶) 

92. 全域旅游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作者：潘冬南) 

93. 国际直接投资路径与机制 :基于智利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作者：陈忱) 

94. 我国相互保险组织治理研究(作者：罗利勇) 

95. 新中国 70 年与新时代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作者：苏剑) 

96. 自主管理 :博组客的自组织转型实践 :how it does work(作者：维米尔) 

97. 新普惠经济 :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普惠性增长(作者：罗汉堂) 

98. 组织合伙人 :寻找增长新曲线(作者：李仙) 

99. 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评估方法体系与应用示范研

究 :evaluation system(作者：杨多贵) 

100. 中国农业通史, 夏商西周春秋卷(作者：陈文华) 

101. 经济的本质(作者：张根林,) 

102. 重识经济 :透视货币潜流与价格迷局(作者：王生智) 

10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论纲(作者：王一鸣) 



104. 基于变权重的组合预测方法理论与应用(作者：肖玲) 

105. 成本会计学(作者：王廷章) 

106.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探究(作者：唐炎钊) 

107. 中小企业创新驱动案例述评(作者：马修水) 

108.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作者：侯微,) 

109. 国际陆港作用机理与布局规划理论研究(作者：朱长征) 

110. 中国旅行社经典案例分析(作者：陈小春,) 

111. 国际贸易案例综合分析(作者：周勋章) 

112.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作者：周焕) 

113. 中国甘宁青纸币(作者：于廷明) 

114. 一往无前(作者：范海涛) 

115. 气象指数保险可行性与政策目标选择研究(作者：刘亚洲) 

116. 寻找中国制造隐形冠军, 宁波卷. Ⅰ(作者：魏志强) 

117. 货币本位制度比较研究 :兼论人民币稳定锚的构建 :a treati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作者：程皓) 

118. 数字货币(作者：黄光晓) 

119. 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 2019, 贫困边缘人口的致贫风险与规避对

策. 2019, Povert(作者：陆汉文) 

120. 樊纲学术自传(作者：樊纲,) 

121. 人人经济学 :不可逆的短视频与直播浪潮(作者：李嗲 Lydia) 

122.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 2020. 2020(作者：涂成林) 

123.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19(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24. 投资项目评估(作者：徐强) 

125. 国际结算(作者：陈跃雪) 

126. 货币未来 :从金本位到区块链 :the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central banking(作者：阿莫斯) 

127. 数字跃迁 :数字化变革的战略与战术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作者：海飞门) 

128. 芯路 :一书读懂集成电路产业的现在与未来(作者：冯锦锋) 

129. 美好企业 :通过使命与激情创造卓越绩效 :how world-class 

companies profit from passion(作者：西索迪亚) 

130. 资本全球化 :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作者：埃森格林) 

131. 洞察大行情—金融危机与萧条的规律 :顶级交易员深入解

读 :explained completely(作者：伯顿) 

132. 大数据营销(作者：胡涵清,) 

133. 1994-2014 年墨西哥财政政策选择与效应(作者：朱晓金) 

134. 世界能源中国展望. 2020. 2020(作者：王永中) 

135. 联结 :金融与产业的数字科技推动力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finance and industry(作者：姚良) 

136. 近世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与中国茶业(作者：石涛) 

137. 微区位原理研究(作者：张中华,) 

138. 潮流变现(作者：波佐利) 



139.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

角 :based on the(作者：夏凌娟) 

140. 区块链应用开发实战(作者：袁钧涛) 

14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作者：唐文金) 

142. 财务报表分析(作者：周宇霞) 

143. 解密经营之道 :从战略到利润 :from strategy to execution(作

者：刘学敏) 

144. 在线品牌社群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机理研究(作者：任枫) 

145. 原油价格波动研究 :基于时变组合方法与诸多指标的实证分析(作

者：刘静) 

146. 交通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国交通发展与变革 40 年(作者：彭仲

仁) 

147. 区块链实战 :金融与贸易落地案例分析(作者：陀前途) 

148. 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与组织兴亡律(作者：田涛) 

149. 近三百年财税变革与财政治理(作者：陈锋) 

150. 教练型领导 :用提问帮助和领导团队 :questions, not answers, 

make great leaders(作者：格莱迪斯) 

151. 阿里巴巴管理法(作者：考拉看看) 

152. 再制造工程基础(作者：朱胜) 

153. 竞争大未来(作者：哈默) 

154. 2019 中国医疗器械科技创新发展报告(作者：张新民) 



155. 人口城镇化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影响机制、区域差异及改

革路径 :inf(作者：赵茜宇) 

156.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1949-2019(作者：李锁强) 

157. 全球化下的信息本地化 :理论与实践(作者：马嘉) 

158. 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 2020. 2020(作者：秦玉鸣) 

159. 创新融合与平台共享 :广告产业的数字化发展路径(作者：李名亮) 

160.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 :理论、方法、案例 :微课版(作者：陈晴光) 

161. 包容性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视

角(作者：张彤进) 

162. 西藏文化产业发展与民间资本投资研究(作者：周灵) 

163. 数据思维赋能(作者：贾君新) 

164.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作者：叶陈刚) 

165. 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汇编(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66. 服务型制造支撑理论与实用模式(作者：顾强) 

167. 城市品牌评价 :理论前沿、标准解读与案例分析(作者：解树江) 

168. 中国对外反倾销政策效应评估(作者：陈清萍) 

169. 市场不完美视角下的股票流动性问题研究(作者：陈春春) 

170. 道法经营(作者：李文明) 

171. 区域企业孵化网络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作者：张玲) 

172. 六西格玛项目绩效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作者：金春华,) 

173.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 2019. 2019(作者：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

处) 



174. 组织网络偏离行为研究(作者：周勇) 

175.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研究(作者：孙冀萍,) 

176. INDICS 平台应用教程(作者：邹萍) 

177. 世界经济概论(作者：《世界经济概论》编写组) 

178. 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苏京春) 

179. 会计制度设计(作者：李端生) 

180. 工业互联网与机器人技术应用初级教程(作者：王璐欢) 

181. Producing culture and capital : family firms in Italy /(作者：

Yanagisako, Sylvia Junko,) 

182. Production theory and indivisible commodities /(作者：Frank, 

Charles Raphael.) 

183. Renewing cities /(作者：Gittell, Ross J.,) 

184. Sufficient reason :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作者：Bromley, Daniel W.,) 

185. Saving capitalism :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the new deal, 1933-1940 /(作者：Olson, James Stuart,) 

186. Say's law : an historical analysis /(作者：Sowell, Thomas,) 

187. Quiet revolution in welfare economics /(作者：Hahnel, 

Robin.) 

188. Portfolios of the poor : how the world's poor live on $2 a day 

/(作者：Collins, Daryl.) 



189. Real wages in manufacturing, 1890-1914 /(作者：Rees, 

Albert,) 

190. Regulating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 /(作者：

Bernstein, Marver H.) 

191. Fortune tellers : the story of America's first economic 

forecasters /(作者：Friedman, Walter A.,) 

192. Bayesian estimation of DSGE models /(作者：Herbst, Edward 

P.,) 

193.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 trade policy, retail practices, 

and consumption, 1917-1953 /(作者：Hessler, Julie,) 

194. For all these rights : business, labor,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s public-private welfare state /(作者：Klein, Jennifer,) 

195. Unsettled account : the evolution of banking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ince 1800 /(作者：Grossman, Richard S.) 

196. The politics of public enterprise : oil and the French state /(作

者：Feigenbaum, Harvey B.,) 

197. 中国项目管理二十年发展报告 :1999-2019(作者：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基金会) 

198. 集体林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以福建为例 :based on the case 

of Fujian Province(作者：刘祖军) 

199. 投资银行学(作者：汤谷良) 

200. 会计信息化 :用友 U8 业财一体化应用(作者：黄浩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