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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1 年 3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 

1. 企业研发投入的政府支持政策研究(作者：崔也光) 
2. 基于可持续增长的国有企业分红机制创新研究(作者：杨汉明) 
3. 城市管理研究. 第五辑. Vol.5(作者：陆军,) 
4.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创新型城市功能发挥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作者：马

静,) 
5. 中国文化旅游发展之路(作者：钟晟) 
6. 基于 CGE 模型的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作者：李宝锋,) 
7. 从收入、财产到居民幸福感 :社会公平的多维视角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作者：刘凯) 
8. 绿色简约消费 :政策反思与文明转型(作者：崔宝敏) 
9. 产学研合作网络对科技创新绩效影响的建模与仿真研究(作者：唐厚兴,) 
10. 财务报表分析(作者：赵国强) 
11. 基于基因理论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作者：王奇,) 
12. 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与治理 :效率增进、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 :efficiency 

improve(作者：于斌斌,) 
13. 传播领导者定位对消费者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作者：贺曦

鸣) 
14. 国际贸易实务与案例(作者：王玉莲) 
15.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之路(作者：于诚) 
16. SNA (2008) 框架下 FISIM 核算方法的改进、拓展与中国实践(作者：贾

小爱) 



17. 二十国集团 (G20) 发展报告. 2019-2020(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18. 中期预算框架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作者：刘天琦,) 
19. 海尔管理创新发展历程 :1984-2019(作者：许庆瑞) 
20. 中国边境地区农村可持续多维减贫研究 :以滇桂边境地区为例(作者：揭

子平) 
21. 现代电子商务平台设计与管理(作者：李树青) 
22. 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研究(作者：田青) 
23. 国债期货投资策略与实务(作者：徐亮) 
24. 新时代经济改革与发展方略研究(作者：胡丽华) 
25.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作者：胡晓光) 
26. 金融发展、融资依赖与出口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作

者：曾璐璐) 
27. 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作者：王忠禹) 
28.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第二十六届(作者：邵宁) 
29. 个性化营销 :考虑产品特征的个性化推荐及应用(作者：张明月) 
30.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方法论研究(作者：王岩,) 
3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作者：本书编写组编著) 
32.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大纲(作者：高培勇) 
33. 城市化制度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作者：赵祥,) 
34. 回归与超越 :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作用研究 :a study of the social role of 

returned migran(作者：刘玉侠) 
35. 消费者行为学(作者：苏朝晖) 
36. 采购和供应链全流程控制与运营管理 :采购成本控制+供应商管理+库存

管理+(作者：李文发) 
37. 客户第一 :华为客户关系管理法 :Huawei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作者：王占刚) 
38. 从珠澳合作看城市群金融创新与合作路径(作者：巴曙松) 
39. 经济学家茶座. 2020.1 总第 87 辑(作者：胡长青) 
40. 论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al d(作者：哈姆) 
41. 基于智慧城市的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策略研究(作者：马亚东) 
42. 财政与税收(作者：陈昌龙) 
43. 柬埔寨农业调研报告(作者：农业农村部) 
44. 新时代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特征与机理 :基于新农人视角(作者：刘传喜) 
45. 新一代固网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作者：贺俊) 
46. 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负外部性监管研究(作者：张晓燕) 
47. 商务谈判(作者：卢海涛) 
48. 应对力 :松下幸之助谈摆脱经营危机的智慧(作者：松下幸之助,) 
49. 我们的生态化 :二十年转型辑录(作者：温铁军) 
50. 中国证券分析师与证券公司预测准确性评价研究. 2020. 2020(作者：林

树) 
51. 丝绸之路沿线省域学科与产业的协同研究(作者：李玉栋) 
52. 张培刚集(作者：张培刚,) 



53.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 2019-2020, 楼市调控: 中流击水应从容(作者：倪鹏

飞,) 
54. 俄罗斯转轨时期对外贸易战略研究(作者：赵正东) 
55.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风险与管控 :risk and control(作

者：魏彦强) 
56. 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研究(作者：孙阿凡) 
57. 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效应分析(作者：朱志远) 
58. 中国－东盟研究. 2020 年第三辑 (总第十五辑)(作者：王玉主) 
59.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热点问题评述. 2019-2020(作者：曾燕) 
60.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作者：刘伟强) 
61.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对策. 2020,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作者：黄守宏) 
6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对策. 2020,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确保经济运

行在(作者：黄守宏,) 
63.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对策. 2020, 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

收农(作者：黄守宏) 
64.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对策. 2020,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

改革(作者：黄守宏) 
65. 中国证券典藏大系, 民国文化股票卷(作者：余庆生) 
66. 公共卫生防控与健康旅游发展指南(作者：石培华) 
67. 中国旅游评论. 2020 第三辑. 2020. No. 3(作者：戴斌) 
68.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作者：刘佶鹏) 
69. 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 :对中国粮食“十二连增”的

解(作者：彭柳林,) 
70. 我国主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及调整完善研究 :基于“黄箱”补贴视角(作

者：刘鹏凌,) 
71. 中国特种作物概论(作者：许发辉) 
72. 亲历危机 :危中有“机”在逆境中找到行动的勇气(作者：仓都康行) 
73.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作者：李文) 
74. 人力资源管理(作者：葛玉辉) 
75. 中国税制(作者：徐晔) 
76. 世界经济新论(作者：庄起善) 
77. 唯一就是第一(作者：杨林生) 
78. 财政思想与经典传承(作者：刘守刚,) 
79. 生态的希望空间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研究 :a study of green 

development outlook of(作者：石小娇) 
80. 大棋局(作者：朱东方) 
81. 食物保障政策 :机理、次序与标准(作者：黄春燕,) 
82. Principles of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学原理(作者：魏炜) 
83. 从创新，到未来 :北大创新评论产业研究案例库. 2019-2020. 2019-

2020(作者：张越) 
84. 中国都市圈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作者：陆军) 
85.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与退出研究(作者：曹赢) 
86. 中国农业保险研究. 2020(作者：庹国柱) 



87.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分析报告. 2019 年度, 地方篇(作者：杨易) 
88. 中国农业走出去空间选择(作者：赵跃龙,) 
89. 企业进化 :长期战略地图 :a long-term strategic map(作者：施炜) 
90. 战略三环 :规划、解码、执行(作者：王钺,) 
91. 创业财务管理(作者：袁凤林) 
92. 改革样本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案例集(作者：中国) 
93. 电子商务物流(作者：毕娅) 
94. 互联网时代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研究(作者：高青,) 
95. 旅游心理学(作者：刘雨涛) 
96. 商务英语写作(作者：王蕾) 
97. 汇率波动背景下我国通货膨胀研究(作者：陈晓燕) 
98. 2019 中国农垦统计年鉴(作者：王润雷) 
99. 不良金融资产尽职调查与处置(作者：曹金宏) 
100. 国家审计与预算绩效研究 :基于服务国家治理的视角 :an analysis based 

on improving(作者：谢柳芳) 
101. 创新经济学 :理论、实证与创新调查 :theory, empirics and survey(作者：

叶静怡) 
102. 金融机构风险与危机管理(作者：安瑛晖,) 
103. 协同创新初论 :打开创新黑箱的钥匙 :the key to the black box of 

innovation(作者：李婷,) 
104. 经济福利核算 :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theory and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ion(作者：周伟) 
105. 财务分析: 基础与提升 :新环境下的新视角(作者：李志坚,) 
106.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研究(作者：李新男) 
107. 合作社的再合作 :联合社生成路径、运行机制与政策体系 :the study of 

Chinese far(作者：孔祥智,) 
108. 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总第五辑(2020 年第 1 期)(作者：林木西) 
109. 创新视阙下 HRMS 匹配模式识别及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作者：邢会) 
110. 投资者. 第 11 辑（2020 年 8 月）(作者：郭文英) 
111. 以包容型人才管理模式提升员工心理资本和创新行为(作者：方阳春) 
112. 货币与银行(作者：杨端六,) 
113. 日本商务文化案例(作者：潘幼芳) 
114. 金融变局 :一位首席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作者：连平) 
115. 创意短视频策划、推广、引流、爆粉与变现全能攻略(作者：卡内尔) 
116. 2020 中国柔性版印刷发展报告(作者：陈斌) 
117. 土地资源管理(作者：杨东朗) 
118.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作者：郑小勇) 
119. 基于渠道权力结构的供应链融资均衡理论与风险控制研究(作者：鲁其

辉,) 
120. 创业心理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再检验 :基于认知偏差的视角(作者：

杨凤鲜) 
121. The manufacturing of markets :(作者：Brousseau, Eric,) 
122. The hegemony of growth :(作者：Schmelzer, Matthias,) 
123.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研究(作者：谭林) 



124. 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研究 :基于损失分布的视角 :banks based on 
the perspect(作者：吴俊) 

125. 中国铁路产业规制改革研究(作者：张然) 
126. 大数据技术在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管理中的应用(作者：汪存华) 
127. 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视角(作者：张国梅,) 
128. 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以重庆为例(作

者：陶于祥,) 
129. 生态旅游研究前沿. 第二辑, 昆明(作者：叶文) 
130.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作者：阳立高,) 
131. 中国绿色增长政策构成及协同演变研究(作者：周英男) 
13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镇政府责任研究(作者：曲延春) 
133. 中国城市研究. 第十四辑(作者：曾刚) 
134.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与发展研究(作者：张俊飚) 
135. 制造经营管理(作者：藤本隆宏,) 
136. PPP 项目中的公平及其实现(作者：杜亚灵) 
137. 会计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定价 :基于投资者视角的研究(作者：张然) 
138. 旅游型乡村聚落的演变与营建(作者：张宇) 
139. 国际能源大转型 :机遇与挑战(作者：赵宏图) 
140.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 2019(作者：李俊) 
141. 税务会计学(作者：盖地) 
142. 随机过程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作者：冯玲) 
143. 中央银行学(作者：马勇) 
144. 金融衍生工具(作者：汪昌云) 
145. 基础理论视角下的审计理论研究(作者：赵素琴) 
146.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规范管理与风险管控(作者：韩大涛) 
147. 中国红色旅游融合创新研究(作者：徐仁立) 
148. 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作者：张高丽) 
149. 中日商贸简史(作者：张达) 
150.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 中高级(作者：高铁梅) 
151.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作者：中国建

设银行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152. 数字科技 :扶贫兴农新利器(作者：汪向东) 
15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作者：陈浩,) 
154. 中国－中东欧能源合作报告(作者：何肇) 
155. 心 :稻盛和夫的一生嘱托(作者：稻盛和夫,) 
156.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报告. 2019 年, 回顾建设十年发展成

效扎实(作者：中国) 
157. 2019-2020 中国信息通信业发展分析报告(作者：奚国华) 
158. 信息流广告入门(作者：宁阿姨) 
159. 委托代理关系下国有企业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治理研究(作者：沈

剑) 
160. 经济学展望 :再论货币与增长论文集(作者：希克斯) 
161. An introduction to Excel VBA programming :(作者：Gan, Guojun,) 
162.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作者：Liebowitz, Jay,) 



163. 黄金圈住地 :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1784-
1844 :the American(作者：当斯) 

164. “一带一路”倡议下城市与产业国际合作论坛对话集 :智库纽带ꞏ城市伙

伴ꞏ(作者：本书编写组编) 
165. 货币金融百科(作者：彭哲) 
166. 离散车间排序依赖作业切换的成组调度研究(作者：宋海草,) 
167. “十四五”大战略与 2035 远景(作者：胡鞍钢,) 
168. 暗中观察(作者：吴主任) 
169. 城市外交和城市联盟 :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路径研究 :the path to global 

city in Shangh(作者：于宏源) 
170. 10 倍写作术(作者：上阪彻,) 
171. 产业组织框架下技术创新与技术许可机制研究(作者：闫庆友,) 
172. 世界航空航天企业百年发展与演变 :莱特兄弟们的公司都哪里去了(作

者：吴献东) 
173. 新时期西部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的制度研究 :以延安为例 :evidence from 

Yan'an rural(作者：陈敏,) 
174. 智能电网实时电价定价策略(作者：朱红波,) 
175. 会计信息系统原理与实验(作者：杨婧) 
176. 异常审计费用的形成机理及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作者：高瑜彬) 
177. 风险资本与企业并购研究 :行为特征及经济后果视角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behav(作者：曹雅丽) 
178. “一带一路”下中国基础设施对外承包工程、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效应研

究(作者：卜伟) 
179. 银行产权与贷款效率研究(作者：魏琪) 
180. 世界贸易组织法理论与实践(作者：孔庆江) 
181. Changing lanes in China :(作者：Thun, Eric,) 
182. Device-to-device based proximity service :(作者：Wang, Yufeng,) 
183. Auction theory for modern computer networks :(作者：Niyato, Dusit,) 
184. 未来全球金融治理(作者：尚达曼) 
185. 企业资源计划(作者：王惠芬) 
186. 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空演化理论与实证(作者：逯进) 
187. 中关村核心区创新发展评价研究 :基于硅谷指数的启示和比较(作者：

叶素云) 
188.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路径研究 :江西“作示范、勇争先”之策 :the strategies 

in set(作者：曾光) 
189. 企业常青的二十二堂课 :管理创新与组织效能(作者：丘磐) 
190. 供应链信任的演化机理与测度模型 :China trust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theory and metho(作者：张学龙) 
191. 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路与经验 :以吉安苏区为例 :as an example of 

Ji'an in Jiangxi(作者：杨鑫) 
192. 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作者：张文洲,) 
193.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作者：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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