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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组 责任者 ISBN
1 A81/201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著 978-7-5598-4255-8

2 A811.21/15
马克思是怎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 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历史
蜕变

王强著 978-7-5147-1016-8

3 B083-49/10
生命的选择 : 从宇宙大爆炸至今生命的
轨迹与尊严

(美) 乔治·沃尔德著 978-7-5217-2354-0

4 B804-49/107 减法 : the untapped science of less (美) 莱迪·克洛茨著 978-7-5217-3216-0

5 B80-49/31
智慧大脑 : 高水平思考的大脑认知训练 
: how your mind can grow stronger as 
your brain grows older

(美) 艾克纳恩·戈德堡
著

978-7-5217-0360-3

6 B821-49/2519（3） 呼吸. 03, 后退一步 英国Breathe编辑部编著 978-7-5217-3275-7

7 B821-49/2554 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彭凯平, 闫伟著 978-7-5217-1393-0

8 B83-095/24
拯救表象 :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 : 
a study of adorno's ideas of art 
criticism

常培杰著 978-7-01-022171-7

9 B842.6-49/201
爱的密码 : 与内心的恐惧对话 : the 
secret principle to achieving 
success in life, love, and happiness

(美)亚历克斯·洛伊德著 978-7-5217-2701-2

10 B842.6-49/202

负面情绪, 正面解决 : 如何让情绪保持
平和与稳定 : discover your triggers 
and reclaim your equilibrium during 
anxious times

(美) 利斯·范·萨斯特
伦, 斯泰茜·科利诺著

978-7-5217-2865-1

11 B842.6-49/203 女性情商课 杨文利著 978-7-5217-0987-2

12 B84-49/506 心理学与生活 品墨编著 978-7-5208-1445-4

13 B845-49/9 贪婪的多巴胺
(美) 丹尼尔·利伯曼, 
迈克尔·E. 朗著

978-7-5217-3158-3

14 B848.4/3504
自信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 how to 
calibrate your decisions wisely

(美) 唐·摩尔著 978-7-5217-3276-4

15 B848.4-49/1001
富足思维 : 突破你的惯性思维模式 : 
the gateway to wealth & prosperity

(美) 迪安·格拉齐奥西
著

978-7-5217-3036-4

16 B848.4-49/1002 人生算法 喻颖正(老喻)著 978-7-5217-1816-4

17 B848.6-49/33 内向不好吗 (韩) 南仁淑著 978-7-5217-1811-9
18 C819/128 实用统计分析程序设计 魏赟编著 978-7-5606-5714-1

19 C91/140
精英的傲慢 : 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 can we find the common good?

(美) 迈克尔·桑德尔著 978-7-5217-3146-0

20 C912.11/959 交往与青少年道德修养 杨鲜兰, 彭菊花著 978-7-5161-3100-8

21 C912.11/960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 充分调用你的每一
分人脉 : understanding the hidden 
networks that can transform your 
life and your career

(美) 戴维·布尔库什著 978-7-5217-2494-3

22 C912.11-49/168
阅人无数 : the four ways to read 
people

(英) 劳伦斯·艾莉森, 
艾米丽·艾莉森著

978-7-5217-2784-5

23 C912.11-49/169
倾听 : the art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美国卡内基培训机构著 978-7-5217-1931-4

24 C912.11-49/170
让一切如你所愿 : 如何在任何情况下拥
有控制力和影响力 : never feel 
powerless again

(美) 大卫·J. 利伯曼著 978-7-5217-2790-6

25 C912.82/44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978-7-5217-1250-6

26 C93/831
棋盘与网络 : strategies of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美) 安妮-玛丽·斯劳特
著

978-7-5217-3161-3

27 C935/79 五种时间 : 重建人生秩序 王潇著 978-7-5217-2254-3

28 C93-53/23 20年创业者 : 想大事 不出事 杨沛霆著 978-7-5164-2340-0

29 C935-49/137 搞定 : 青少版

(美) 戴维·艾伦(David 
Allen), 迈克·威廉斯
(Mike Willams), 马克·
华莱士(Mark Wallace)著

978-7-5217-1414-2



30 C936/336
组织学习 : 完整纪念版 :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希) 克里斯·阿吉里斯, 
唐纳德·舍恩著

978-7-5576-9692-4

31 C962/52
人才数据分析指南 : 理念、方法与实战
技巧 : a practical guide to data-
driven HR

(巴基) 纳迪姆·可汗, 
(英) 戴夫·米尔纳著

978-7-5217-2697-8

32 D035.3/18=4 警察文化学. 第4版 张兆端著 978-7-5653-2501-4

33 D035.3/4（1）=3
警察哲学 : 哲学视阈中的警察学原理. 
上卷. 第3版

张兆端著 978-7-5653-3246-3

34 D035.3/4（2）=3
警察哲学 : 哲学视阈中的警察学原理. 
下卷. 第3版

张兆端著 978-7-5653-3246-3

35 D035.30/3 作为社会规训的警务 (英) 萨特纳姆·库恩著 978-7-5533-0408-3
36 D035-01/25 行为公共政策 苏京春著 978-7-308-20514-6
37 D432.63/20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谈修养 朱光潜著 978-7-5495-5021-0
38 D756.135/4 社会变迁与警察文化的嬗变 (英)贝珊·洛夫特斯著 978-7-5533-0410-6
39 D815/48（2） 看世界. 2, [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 傅莹著 978-7-5217-2779-1
40 D913.991.04/11 董事问责标准的重构 朱羿锟著 978-7-301-19476-8

41 D919/18
法医档案 : 用真相与实录还原法医科学 
: a history of forensic science

(英) 奈杰尔·麦克雷里
著

978-7-5217-3061-6

42 D920.0/309
论法治与德治 : 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
的内在观察

梁治平著 978-7-5108-9404-6

43 D922.174/48 人工智能法律基础 王莹编著 978-7-5693-2142-5

44 D922.294.5/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
解析及适用

辛杨著 978-7-5130-5500-0

45 D922.5/63=3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第3版 主编郭捷 978-7-5118-9807-4
46 D922.8/29（23） 网络法律评论. 第23卷 杨明主编 978-7-5217-2859-0

47 D924.304/36 爱财有道 : 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姚建彪著 978-7-308-20587-0
48 D92-4/11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问题研究 刘坤轮著 978-7-300-11569-6

49 D929.4/8 透过法律看历史. 冤案背后的世俗人情 张程著 978-7-5217-3217-7

50 D993.5/51
海权 : 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 :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美) 詹姆斯·斯塔夫里
迪斯著

978-7-5217-0678-9

51 E195.2/63
大西洋海战 : 决定欧洲命运的海上对决 
: 1939-1945 : how the allies won the 
war

(英) 乔纳森·丁布尔比
著

978-7-5217-2325-0

52 F0/809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 : 写给领导干部与企
业管理者的经济学

王东京著 978-7-5217-2499-8

53 F014.2/32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深化研究 : 兼驳
西方非科学价值理论

杨进明著 978-7-227-07192-1

54 F014/9
技术冲击、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 基于
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实证分析

毛剑锋著 978-7-5426-7079-3

55 F062.4/173 设计驱动的创新
(美) James M. 
Utterback等著

978-7-308-12777-6

56 F113.2/14 全球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 (美) 安德鲁·B. 肯尼迪
著

978-7-5217-2729-6
57 F113.4/123 失序 : 机器人时代与全球大变革 (美) 理查德·鲍德温著 978-7-5217-2840-8
58 F120.2/166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创新 王文臣 ... [等] 著 978-7-5058-6822-9
59 F123.9/76 从制造到服务 : 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

学
张斌著 978-7-5217-2737-1

60 F125/142 “一带一路”建设与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 秦玉才编著 978-7-308-19995-7
61 F241.4/139 创新创业教育与实战 翁士增著 978-7-308-19065-7

62 F241.4/140
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 : the (futile) 
pursuit of American dream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978-7-5598-2034-1

63 F269.2/70 产业互联网的中国路径 汤道生, 朱恒源编著 978-7-5217-1440-1
64 F272.92/1691 人才池 熊启明著 978-7-5217-2106-5

65 F272/1622 软银图表工作法 : 孙正义这样做决策 (日) 三木雄信著 978-7-5217-2810-1

66 F272/799=2 企业管理咨询与诊断. 第2版
主编杨贵彬, 彭尔霞, 贾
立江

978-7-5661-3255-0

67 F273.2/817 跑赢危机 : 全媒体时代的公关自救指南 李国威著 978-7-5217-3329-7

68 F274/1075
唯有最好 : delivering world-class 
customer experience the mercedes-
benz way

(美) 约瑟夫·米歇利著 978-7-5217-1443-2



69 F275/1173 ROE预算管理 : 培养经营干部 付小平著 978-7-5217-3491-1
70 F276.6/772 公司金融入门 (英) 拉格范德拉·劳著 978-7-308-21108-6

71 F279.16/6 打破重来 (美) 布拉德·斯通著 978-7-5217-2126-3
72 F279.21/112 国企改革 张思平著 978-7-5217-1225-4

73 F279.23/1444 自主创新品牌评价与建设典型案例集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编著

978-7-5066-9129-1

74 F279.244.4/181 破局而立 张力军著 978-7-5217-2473-8
75 F293.33/105=2 REITs : 颠覆传统地产的金融模式. 第2

版
高旭华, 修逸群, 高仪著 978-7-5217-3384-6

76 F293.34/29 操盘 : 地产项目总5项修炼与实战手册 赛普管理咨询编著 978-7-5217-2349-6
77 F590.63/130 导游创新创意实训教程 主编岳冬菊 978-7-5693-2134-0
78 F632.765.3/176 激活组织 : 华为奋进的密码 吴晓波, 徐光国, 张武杰

著
978-7-5217-3274-0

79 F713.36/1073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吴功兴 ... [等] 编著 978-7-308-20659-4
80 F713.361.3/287 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实践案例 郭滕达, 周代数, 白瑞亮

著
978-7-5136-2108-3

81 F713.365.2/1339 新媒体营销与策划 主编刘斌, 任天浩 978-7-5693-1978-1
82 F713.82/19=2 广告经营与管理. 第2版 廖秉宜著 978-7-5693-2159-3
83 F737.124.6/36 跨境电子商务 (亚马逊) 运营实务 主编李福英 ... [等] 978-7-5693-2256-9
84 F737.124.6/37 亚马逊编年史 : 1994-2020 宁向东, 刘小华编著 978-7-5217-3307-5

85 F746.18/67 版权贸易实战教程 崔波编著 978-7-308-19760-1

86 F749/11
价格革命 :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 price 
revolutions and the rhythm of 
history

(美) 大卫·哈克特·费
舍尔著

978-7-5598-4101-8

87 F825.00/3
欧洲悲剧 : 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
深渊 : a drama in nine acts

(英) 阿绍卡·莫迪著 978-7-205-10225-8

88 F830.59-39/25 金融机器学习
(西) 马科斯·洛佩斯·
德普拉多著

978-7-5217-2809-5

89 F830.59-49/72 三十几岁 财务自由 : 不上班也有钱 曾琬铃著 978-7-5217-2817-0

90 F830.9/643
期货交易时机选择 : 短线和长线操盘手
的高效策略

(美) 亚历山大著 978-7-203-10845-0

91 F830.9/644 大数据时代·金融营销 主编王新霞 978-7-5693-1637-7
92 F830.91/2711 跟格雷厄姆学价值投资 (美) 珍妮特·洛尔著 978-7-5217-2960-3

93 F831.59/123
灰犀牛 : 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 : 
the new art and science of 
navigating an uncertain world

(美) 米歇尔·渥克著 978-7-5217-3165-1

94 F832-53/43
未来之路 : 下一个世界金融强国是不是
中国? : = Is China becoming the 
world's next financial superpower?

贲圣林著 978-7-308-20816-1

95 F84/21=3 人人都该买保险. 第3版 刘彦斌著 978-7-5217-1058-8

96 G203/138
物联网场景下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治理体
系构建研究

董新平 ... [等] 著 978-7-308-20867-3

97 G206.2/779 放大 : 如何放大你的小才华 池骋著 978-7-5217-2012-9
98 G212.2/155=2 体育新闻深度报道. 第2版 主编王惠生, 李金宝 978-7-5487-0504-8
99 G212.2/156 南方周末写作课 南方周末编著 978-7-5217-2369-4
100 G219.2/440 操纵 中璋著 978-7-5217-2373-1
101 G222.2/159 节目主持人导论 主编沈晓静 978-7-5630-6370-3
102 G222.3/144 节目类型与策划 主编陈燕 978-7-5693-0067-3
103 G229.2/135 新兴媒体竞合下的中国广播 姚争著 978-7-5043-7214-7

104 G239.2/60
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 2017-2018年. 
2017-2018

本书编委会著 978-7-5068-8592-8

105 G30/9
科学的隐忧 : 科学是如何工作与共享的 
: how it really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英) 杰里米·鲍伯戈著 978-7-5217-2454-7

106 G40-058/6 专业评估 : 国际比较与启示 王巍编著 978-7-5656-6460-1
107 G420/22 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王升主编 978-7-5041-2293-3

108 G442/44 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学习 : 创客教育实践 谢作如, 刘正云, 张敬云
著

978-7-5545-5551-4
109 G442/45 现象式学习 (芬) 科丝婷·罗卡著 978-7-5217-3228-3

110 G444/174
双语教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 : 理论
探索与实证研究

余红玉著 978-7-5660-1773-4

111 G526.7/12
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 : 2015-2019 
: 2015-2019

王蓉主编 978-7-5201-5138-2

112 G641/537 爱国主义 主编周远 978-7-5693-1665-0



113 G641/538 集体主义 主编周远 978-7-5693-1662-9

114 G641/539
大数据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研
究

刘国龙, 陈龙著 978-7-5672-3553-3

115 G645.5/240 大学生养成教育 主编秦和 978-7-300-21533-4

116 G647.5/65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过程中的财政体系 : 
中日比较的视角

王蓉主编 978-7-5041-3893-4

117 G648.7/53 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徐绪卿著 978-7-308-07488-9

118 G649.22/32
透视制度化水平 : 大学成文规则体系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written rules 
of university

李威著 978-7-5426-7014-4

119 G655.5/3 不同类型教师对高校学生学业效果的影响 李芳著 978-7-5097-6679-8

120 G895/33
学会生存 : 如何成为一个生存能力很强
的人 : lessons for everyday life 
from the extreme world

(英) 约翰·哈德森著 978-7-5217-2441-7

121 H019-49/582 影响力
(美) 尼克·摩根, 罗伯
特·西奥迪尼等著

978-7-5217-0915-5

122 H136.4/36 当代汉语流行构式研究 张谊生著 978-7-5426-6980-3

123 H31/751
实境英语口语语法与交际. 时态与情态
篇,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彭国珍, 蒋慧丽编著 978-7-308-20320-3

124 H313/351 高阶英语词汇阅读教程 主编黄骞, 校玉萍 978-7-308-20553-5
125 H313-62/9=2 英语常用词疑难用法手册. 第2版 陈用仪编著 978-7-308-18375-8

126 H319.39/158 通用学术英语 主编王芳, 钱希 978-7-5693-1652-0
127 H319.4/2787 今晚--要么早点睡 : 汉英对照 (美) 约翰·肯尼著 978-7-5217-1999-4

128 H319.9/1356 师范英语口语 骆传伟主编 978-7-308-19907-0
129 H37/3 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 周烈, 蒋传瑛著 978-7-5600-1542-2

130 I0-05/13 文学社会学批评 (奥) 皮埃尔·V. 齐马著 978-7-5598-4201-5
131 I04/68 文学 : 八个关键词 张炜著 978-7-5598-3270-2

132 I046/58 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知研究 冯全功著 978-7-308-20842-0
133 I11/442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傅雷卷 许钧, 郭国良总主编 978-7-308-19843-1

134 I11/443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杨宪益 戴乃
迭卷

许钧, 郭国良总主编 978-7-308-19883-7

135 I206.6/157 乡下人 : 沈从文与近代中国 : 1902-
1947

孙德鹏著 978-7-5598-3709-7
136 I206.7/315 网络与新世纪文学 苏晓芳著 978-7-5004-9578-9

137 I207.42/106 新世纪小说的大众文化取向 苏晓芳著 978-7-5004-8180-5
138 I247.56/702（3） 犯罪心理. 03, 末始之罪 戴西作品 978-7-5217-2508-7

139 I247.56/703 鹌鹑 郭沛文著 978-7-5217-1494-4
140 I247.57/6202 钦天监 西西著 978-7-5598-3397-6
141 I247.57/6203 南货店 张忌著 978-7-5217-1769-3
142 I247.7/1124 幻想故事集 张柠著 978-7-5217-0775-5
143 I312.645/150 她的名字是 (韩) 赵南柱著 978-7-5217-1025-0
144 I313.44/13 心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217-2751-7
145 I313.45/681 傲慢与善良 (日) 辻村深月著 978-7-5217-2758-6
146 I531.4/4 这里无事发生 (芬) 赛尔雅·瓦哈瓦著 978-7-5217-2510-0
147 I561.45/569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英) 海伦·奥耶耶美著 978-7-5217-1906-2

148 I561.45/570 隐身人
(英) 赫伯特·乔治·威
尔斯著

978-7-5217-2443-1

149 I565.45/237 地铁上读书的女孩
(法) 克里斯蒂娜·费雷-
弗勒里著

978-7-5217-0798-4

150 I565.45/238 奥斯坦德的梦想家
(法)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
·施米特著

978-7-5217-1943-7

151 I565.65/41 一种幸福的宿命 (法) 菲利普·福雷斯特
著

978-7-5217-2786-9
152 I712.45/1304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978-7-5217-2049-5

153 I712.45/1305 我愿为你而死
(美) F. 斯科特·菲茨杰
拉德著

978-7-5086-9662-1

154 J110.9-49/10 艺术史是什么 (英) 约翰·芬利著 978-7-5217-3438-6
155 J150.093/4 中世纪笔记 洛齐著 978-7-5598-4286-2

156 J218.2/296
一个故事的99种讲法 : exercises in 
style

(美) 马特·马登著 978-7-5356-9515-4



157 J292.13/98=2
文字与版式设计 : 创意+方法+实践. 第2
版

林家阳著 978-7-04-044556-5

158 J40/15 摄影理论与艺术表现 吉雅图著 978-7-5660-1936-3
159 J412/13 装饰摄影构成与应用 子匀著 978-7-5514-2977-1

160 J9/39
复象与镜像 : 当代剧场与影像创作的流
动图景

王音洁著 978-7-308-19971-1

161 J901/22
技术、美学、文化 : 立体电影观影形态
演化研究

付茜茜著 978-7-308-21348-6

162 K02/42
人类简史 : 人类的诞生 : the birth of 
humakind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
利著

978-7-5217-2140-9

163 K1/40
帖木儿之后 : 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 
: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英) 约翰·达尔文著 978-7-5217-2365-6

164 K15/10=2
断裂的年代 : 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第2版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
姆著

978-7-5217-2836-1

165 K209/792（4）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04, 帝国的昂扬精
神

杨照著 978-7-5086-9071-1

166 K231.07/6 治道 : 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 叶自成著 978-7-5217-2266-6

167 K313.07/12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 (美) R. 塔格特·墨菲著 978-7-5217-2360-1

168 K565.0/5
法兰西浪漫史. 智慧与骄傲, Intellect 
& pride

(英) 西奥多·泽尔丁著 978-7-5217-2926-9

169 K700/4 历史的碰撞. 1491 (美) 查尔斯·曼恩著 978-7-5217-3141-5

170 K827/1390 顺治事典 宫宝利编著 978-7-5134-0018-3
171 K835.467/9 恺撒 : 罗马巨人 : Roman colossus (美) 拉尔斯·布朗沃思

著
978-7-5217-3418-8

172 O141/13
烧脑的逻辑题 : surprising and 
rewarding puzzles to sharpen your 
mind

(英) 亚历克斯·贝洛斯
著

978-7-5217-2745-6

173 O1-49/98
π的秘密 : 关于圆的一切 : why is it 
impossible to square the circle?

(西) 华金·纳瓦罗著 978-7-5217-2320-5

174 O1-49/99
黄金比例 : 用数学打造完美 : the 
beautiful language of maths

(西) 费尔南多·科尔瓦
兰著

978-7-5217-2233-8

175 O225-49/34 博弈论 : 决策制胜的法则 : game 
theory

(西) 乔迪·德罗夫著 978-7-5217-2321-2

176 P159/30 多元宇宙是什么 (美) 亚历克斯·维连金
著

978-7-5217-2423-3

177 P311-49/5

地球的故事 : 从一粒星尘到充满生命的
世界 45亿年的地球演化史诗 : the 
first 4.5 billion years, from 
stardust to living planet

(美) 罗伯特·哈森著 978-7-5217-2331-1

178 Q93-49/5 寂静的微世界 冉浩著 978-7-5217-2436-3
179 R183/11 张文宏说传染 : 补上这堂健康常识课 张文宏著 978-7-5217-2043-3
180 R199.2/37 健康产业新展望 王瑞著 978-7-5217-3099-9
181 R338.2-49/6 创新大脑 (美) 艾克纳恩·戈德堡

著
978-7-5217-0742-7

182 R338.2-49/7 认识脑电波
(美) R. 道格拉斯·菲尔
茨著

978-7-5217-2439-4

183 R749.055/96

如果记忆能修复 : 深度治愈心理创伤的
自我疗愈法 : the 10-minute solution 
for healing your life through memory 
engineering

(美) 亚历克斯·洛伊德
著

978-7-5217-2319-9

184 TP18/326 科学之路 : 人、机器与未来 (法) 杨立昆著 978-7-5217-3239-9

185 TP242.6/38
第二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获奖
作品精选

陆国栋, 顾大强, 王进主
编

978-7-308-21023-2

186 TP242.6/39 仿人机器人专业教程. 技术篇 冷晓琨 ... [等] 编著 978-7-308-18474-8

187 TP311.52/157 软件开发的形式化方法 古天龙[著] 978-7-04-016079-6
188 TP311.55/64 软件测试理论与实践 杜小智编 978-7-5693-1713-8

189 TP311.561/440 Python科学计算与可视化教程 主编郭继峰 978-7-5661-3152-2
190 TP317/44 科学计算与MATLAB语言 陈杰编著 978-7-5030-4266-9

191 TP368.1/127
零基础玩转控制器 : 基于Arduino的开发
及应用

主编吴飞青 978-7-308-20144-5

192 TP368.1/128 Arduino编程与实践 主编曹建建 978-7-5605-7391-5



193 TP391.414/486 Flash CS6动画设计教程 刘玉宾, 马宁, 冯玉芬编
著

978-7-302-57634-1
194 TP391/86 办公软件高级应用 : Office 2019 林菲主编 978-7-308-21020-1

195 TP393.027/86 企业级云原生架构 : 技术、服务与实践 刘景应(四牛)著 978-7-115-55174-0
196 TP393.08/396 欧盟网络安全治理研究 宋文龙著 978-7-5012-6254-0

197 TS976.15/237（1） 认识个人理财. 上册
(美) 杰克·卡普尔, 莱
斯·德拉贝, 罗伯特·休
斯著

978-7-5217-2415-8

198 TS976.15/237（2） 认识个人理财. 下册
(美) 杰克·卡普尔, 莱
斯·德拉贝, 罗伯特·休
斯著

978-7-5217-2415-8

199 TS976.3/184 人生整理行动计划 (英) 安娜·牛顿著 978-7-5217-22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