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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 责任者 ISBN
1 A81/224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郝清杰著 978-7-5309-8661-5
2 B026-49/147 思维导图法高效职场应用 张蕾, 孙易新著 978-7-213-09801-7
3 B026-49/148 向上管理 : 如何有效汇报工作 王付有著 978-7-113-28871-6

4 B248.25/46（1） 中国心学. 第1辑
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 
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

编

978-7-100-19743-4

5 B-49/109 101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德) 托马斯·瓦斯克著 978-7-5689-3087-1

6 B5/107
思想的结果 : 理解塑造当今世界的观念 :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that shaped 

our world

史普罗著 978-7-5426-6550-8

7 B516.35/56
现象与原理 : 黑格尔论述市民社会的不同
视角

刘心舟著 978-7-5608-8888-0

8 B516.59/47 生命与形式 : 齐美尔《生命直观》导读 杨向荣著 978-7-5594-6377-7
9 B80-0/3=2 结构思考力 : 全新升级版. 第2版 李忠秋著 978-7-121-43044-2

10 B804/170
思维模型 : 深度理解世界本质 重新定位人

生坐标

(美) 加布里埃尔·温伯格, 

(美) 劳伦·麦肯著
978-7-5722-3046-2

11 B804-49/114 思维的精进 : 聪明人如何避开智力的陷阱 (英) 大卫·罗布森著 978-7-5710-0860-4
12 B80-49/33 思维的力量 : 财富是思维能力的产物 陈勇著 978-7-5208-1833-9
13 B81/85 蒙特卡洛之锁 : 小谜题大逻辑 (美) 雷蒙德·斯穆里安著 978-7-5689-1483-3
14 B82-053/52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研究 周丹著 978-7-5218-3033-0

15 C93/856 乐高工作法
(丹) 佩尔·克里斯蒂安森, 
(丹) 罗伯特·拉斯穆森著

978-7-5223-1219-4

16 C933/508 领导力大观 贺善侃著 978-7-5669-1872-7
17 D033.3/48 新帝国主义论 田世锭主编 978-7-300-30104-4
18 D669.3/333 社区治理 主编程勇, 张洁 978-7-307-21387-6
19 D669.3/334 我国城市社区直选模式的比较分析研究 解红晖著 978-7-5426-6924-7
20 D956.11/6 英国宪法百年经纬 (英) 菲利普·诺顿主编 978-7-5197-5098-5

21 F0/851
麻辣烫经济学 : 经济学通识二十一讲 : 21 
lessons on economics

谢作诗著 978-7-5177-0998-5

22 F014.1/38 生产力与效率测度 : 新方法与新应用 王川著 978-7-5218-2104-8

23 F01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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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美）奥利弗·E. 威廉姆
森著

978-7-300-29345-5

24 F014.41/3 如何成为幸福的有钱人 (日) 和田裕美著 978-7-5426-7383-1
25 F014.5/60 现代消费经济学 刘慧, 龙少波主编 978-7-5218-2513-8
26 F014.5/61 第四消费时代. 修订本 (日) 三浦展著 978-7-5207-2139-4

27 F03/24（1） 欲望资本主义. 1, 当规则将要改变时
(日) 丸山俊一, 日本NHK“

欲望资本主义”制作组著
978-7-213-10315-5

28 F03/24（2） 欲望资本主义. 2, 黑暗力量觉醒之时
(日) 丸山俊一, 日本NHK“

欲望资本主义”制作组著
978-7-213-10318-6

29 F03/24（3） 欲望资本主义. 3, 超越虚伪的个人主义
(日) 丸山俊一, 日本NHK“

欲望资本主义”制作组著
978-7-213-10302-5

30 F03/24（4） 欲望资本主义. 4, 论欲望中的货币
(日)丸山俊一, 日本NHK“

欲望资本主义”制作组著
978-7-213-10330-8

31 F036.3/11 奢侈与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著 978-7-208-16895-4
32 F0-49/450 简单经济学 : 越简单越实用的经济学原理 安仰庆著 978-7-5208-1759-2
33 F0-49/451 趣解经济学 : 选择稳赚的人生 (日) 神树兵辅著 978-7-5699-4403-7
34 F0-49/452 五分钟经济学 : 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 寇宗来著 978-7-301-32164-5
35 F0-49/453 脑洞经济学 : 人人都要有的经济学思维 温义飞著 978-7-308-21750-7
36 F0-49/454 第一本经济学 : 升级版 (美) 罗伯特·墨菲著 978-7-5217-3474-4
37 F0-49/455 经济常识从入门到精通 栾振芳编著 978-7-220-11675-9

38 F0-49/456
你是那99%, 还是那1%？ : 像经济学家一样
思考 : get to grips with money and 

markets

(英) 安妮·鲁尼著 978-7-5001-6947-5

39 F062.6/85 社会选择与接受 李一希著 978-7-03-070571-6
40 F091.33/46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英) 大卫·李嘉图著 978-7-100-20248-0
41 F091.348/41 经济学的预言与劝说 (英) 凯恩斯著 978-7-5028-5273-3



42 F092.7/2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 2021 郑庆东主编 978-7-5196-1057-9
43 F092/23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 闫茂旭著 978-7-5098-5594-2

44 F097.12/6
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 : 20世纪上半叶经济
学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林著 978-7-100-20273-2

45 F11/153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 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法) 菲利普·阿吉翁, 
(法) 赛利娜·安托南, 

(法) 西蒙·比内尔著

978-7-5217-3551-2

46 F113.4/135 超越乌卡 : 不确定时代的长期主义思考 吴晨著 978-7-308-21870-2

47 F114.1/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

制研究
林梨奎著 978-7-5218-2719-4

48 F119/58 经济通史 (德) 马克斯·韦伯著 978-7-100-20198-8

49 F12/424
政府审计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效果
研究

唐嘉尉著 978-7-5218-2970-9

50 F12/425
沉沙无意却成洲 : 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
色

厉以宁著 978-7-220-12408-2

51 F120.2/174
理性的回归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理论体系、历史逻辑与基本问题

张素峰著 978-7-5035-6896-1

52 F123.24/28 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22 谢伏瞻主编 978-7-5201-9401-3
53 F123.9/85 深度转型 : 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滕泰, 朱长征等著 978-7-5164-2558-9

54 F123/53
解析经济V型复苏 : 中国经济运行分析与形

势展望报告. 2021
宏观经刘形势分析课题组著 978-7-5223-0445-8

55 F124.1/118
奔小康的故事 : 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与辩

证 : a China narrative
傅军著 978-7-301-32451-6

56 F124.5/152 碳路 武东升著 978-7-302-59221-1

57 F124.7/193
何为共同富裕 :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

任仲文编 978-7-5115-7195-3

58 F124.7/194 共同富裕 : 看见未来中国的模样 王立胜等著 978-7-5223-1200-2
59 F124.7/195 要素价格扭曲、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 石庆芳著 978-7-5218-3056-9
60 F124.7/196 收入分配公平与税制结构优化 谭飞著 978-7-5218-2804-7
61 F124/633 强国新征程 : “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 张占斌著 978-7-5722-1484-4
62 F124/634 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2020. 2020 刘宇南主编 978-7-5092-1899-0

63 F124/635
中国经济的韧性 : 以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

如何构建发展新格局
沈建光著 978-7-5057-5295-5

64 F124/636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 王勇, 赵秋运著 978-7-5217-3699-1

65 F124/637
从持久战到双循环 : 适应和引领百年大变
局的中国方略

赵昌文著 978-7-5177-1214-5

66 F12-53/161 “十四五”我们如何开局 任仲文编 978-7-5115-7228-8
67 F126.1/110 中国老年人消费问题研究 乐昕著 978-7-5520-3003-7

68 F171.2/55
创新引领世界 : 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 :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赵中建主编 978-7-5760-1499-0

69 F20/189 经济体制转型 : 理论与证据
(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
茨著

978-7-300-30389-5

70 F20/190
价值再造 : 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详解 : NPL 
operation details

王彬著 978-7-5197-5387-0

71 F231.2/84 财务分析与公司估值 谢香兵, 张肖飞主编 978-7-5218-2925-9
72 F231.2/85 一本书掌握财务分析 孙伟航著 978-7-308-22309-6
73 F231.6/81 穿透会计舞弊 (美) 塞西尔·杰克逊著 978-7-300-29687-6

74 F233.2/111
会计准则疑难问题的理解与应用 : 准则阐
释

陈文新著 978-7-5197-5753-3

75 F239.22/7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著 978-7-5098-5792-2
76 F239.6/36 乡村治理框架下农村审计创新研究 李歆 ... [等] 著 978-7-5218-2380-6
77 F241.4/161 创新创业教程 : 超越体验 庄文韬, 李海艳主编 978-7-5615-8224-4
78 F241.4/162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贾建锋著 978-7-5218-2087-4

79 F243.3/8
人才画像 : 让招聘准确率倍增 : double 

recruitment accuracy
李祖滨, 陈媛, 孙克华著 978-7-111-68974-4

80 F243/302 劳务派遣实操 : 全程实战指导手册 杨娟主编 978-7-122-39815-4

81 F249.21/79
人力资本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 基于中国的
实证研究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

李晓羽著 978-7-5218-2098-0



82 F249.21/80
中国技能溢价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 : 

framework of demand-supply-institution

姜雪著 978-7-5218-2376-9

83 F249.21/81 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 刘万著 978-7-5218-1780-5

84 F249.214/63
我国就业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及优化对策研
究

姚林香著 978-7-5218-2796-5

85 F249.22/18
强可持续视角下中国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时
空演化与提升路径研究

杨万平, 李冬著 978-7-5218-2497-1

86 F249.22/19

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 : 基
于技术进步偏向的视角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progress 

bias

孙学涛著 978-7-01-023319-2

87 F249.26/54
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创新与国际

比较研究
张嘉昕著 978-7-5218-2203-8

88 F252.2/55 供应链金融实务与案例分析 主编刘蓉, 徐玫 978-7-5218-2456-8

89 F253/265
从零开始学采购 : 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
谈判技巧+仓储物流

智创管理主编 978-7-122-38043-2

90 F259.1/29 物流改变世界历史 (日) 玉木俊明著 978-7-5222-0192-4

91 F259.22/11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降低物流成本的路
径与政策研究

龚雪著 978-7-01-023764-0

92 F269.24/166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 马微著 978-7-5218-1993-9
93 F271.5/16 授权 : 21种方法, 让团队更有效率 (美) 博恩·崔西著 978-7-5046-9196-5
94 F272.1/269 基于科学的新创企业成长期战略适应研究 夏婧著 978-7-5218-2700-2

95 F272.1/270
双重转型 : 如何重新定位核心业务并实现
颠覆性创新 : how to reposition today's 

business while creating the future

(美) 斯科特·D. 安东尼, 
克拉克·G. 吉尔伯特, 马

克·W. 约翰逊著

978-7-115-55710-0

96 F272.1/271 增长战略 李云龙, 曾楠著 978-7-5217-3801-8
97 F272.1/272 商业战略 : 设定清晰目标, 完善战略规划 (美) 博恩·崔西著 978-7-5046-9200-9

98 F272.2/192 创业者的自我修养
（美）克里斯·曲恩,

（美） 约翰·丹纳著
978-7-308-19374-0

99 F272.2/196 平衡 : 创业者写给创业者 张小军著 978-7-308-21970-9
100 F272.3/379 图解经营的本质 (日) 平野敦士卡尔著 978-7-111-69098-6
101 F272.3/380 涡轮策略 : 引爆利润的21种经营利器 (美) 博恩·崔西著 978-7-5046-9274-0

102 F272.31/44
网格决策 : 商业成功背后的关键模型 : 
the decision-making tool for every 

business

(英) 马特·沃特金森著 978-7-5217-4073-8

103 F272.5/188 强绩效模式 : 从0到1的绩效架构设计 杨文浩著 978-7-5158-3154-1
104 F272.5/189 绩效心法 吴向京, 田勇著 978-7-300-29987-7

105 F272.7/380
数字化转型2.0 :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企业的

进化之路
刘继承编著 978-7-111-69267-6

106 F272.7/381 企业管理仿真模拟理论与实践 张小红编著 978-7-5218-2838-2
107 F272.7/382 数智驱动新增长 智篆商业研究院主编 978-7-121-42111-2

108 F272.71/9
OKR教练实战手册 : a step-by-step guide 

for objectives and key resuits coaches
(美) 本·拉莫尔特著 978-7-111-70537-6

109 F272.7-39/132
6T新思维 : 5G时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
理之道

王喜文, 朱光辉著 978-7-300-30133-4

110 F272.9/706 引爆组织潜能 易淑蓉, 徐兴富著 978-7-302-59548-9

111 F272.9/707
管理就是凝聚人心 : 激活团队的33堂管理

实操课
袁亮著 978-7-5208-1814-8

112 F272.9/708
组织生存法则 : seven capabilities to 

get the results you want
(美) 大卫·P. 汉纳著 978-7-111-70002-9

113 F272.9/709 赢在团队, 胜在管理 程学友编著 978-7-5158-2956-2
114 F272.9/710 协同共生论 : 组织进化与实践创新 陈春花 ... [等] 著 978-7-111-69065-8

115 F272.90/25
组织创造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 悖论式领导
的触发作用 : the triggering role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

彭伟著 978-7-5203-9375-1

116 F272.91/761 觉悟 : 决策行思智慧养成 项保华著 978-7-5164-2586-2

117 F272.92/1726
新生代员工职业使命感形成机制研究 : 基
于自我决定理论

朱平利著 978-7-5218-3047-7



118 F272.92/1727
高潜人才 : 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 
develo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田效勋, 李颖, 刘瑞利编著 978-7-300-29716-3

119 F272.92/1728 招才选将 : 企业如何招人选人 景红著 978-7-5208-1838-4

120 F272.92/1729
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师 : HR量化管理与数据
分析业务实操必备手册

王佩军著 978-7-5216-2047-4

121 F272.92/1730 零成本激励 : 有效激励员工的实战法 胡既白著 978-7-5216-2555-4
122 F272.92/1731 不懂任职资格, 怎么做管理 水藏玺著 978-7-5180-9164-5

123 F272.92/1732

重建绩效管理 : 如何打造高效能自驱型团
队 : how to u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o engage and empower employee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美) 杰森·劳里森著 978-7-302-57880-2

124 F272/1720
手把手教你做OKR : 实现爆炸性增长的高效

工作手册
杨全红著 978-7-5168-3149-6

125 F272/1721 洞察 : 商业成功的秘诀 林文岚著 978-7-5208-1917-6
126 F272/1722 24晓识 : 中欧商业评论经典案例集 中欧商业评论编著 978-7-111-68778-8
127 F272/1724 管理者之鉴 张晓成著 978-7-5164-2399-8

128 F272/1725
商业模式革新 : 为客户创造全新价值的六
大方法 : six ways to create new value 

for customers

(荷) 帕特里克·范德皮尔, 
(荷) 罗兰·维恩, (荷) 贾

斯汀·洛基茨著

978-7-5454-8130-3

129 F272/1727 运营之路 : 数据分析+数据运营+用户增长 徐小磊编著 978-7-302-58735-4

130 F272/1728
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与实践 : 工业元宇宙
前传 : industrial metaverse

李剑峰著 978-7-5136-6800-2

131 F272/1731 躬身入局 张高兴著 978-7-220-12279-8

132 F272/1732 信任三角形
(英) 希拉·霍尔特, 弗雷

德里克·桑德瓦尔著
978-7-5046-9417-1

133 F272/1733 铁马秋风集 : 企业如何向军队学打胜仗 宫玉振著 978-7-5217-3622-9
134 F272-05/272 文化聚力 张晓丽, 夏正新著 978-7-5180-9141-6
135 F272-49/180 价值观驱动 张帆著 978-7-5120-4518-7

136 F273.2/863
产品心经 : 产品经理应该知道的72件事 : 
72 things every product manager should 

know

闫荣著 978-7-111-69247-8

137 F273.2/864 品牌影响力 : 构筑、评价与提升 赵霞著 978-7-5218-2114-7

138 F273.2/865
敏捷产品开发 : 产品经理专业实操手册 : 
a guide to creating winning products 

with agile development teams

(美) 格雷格·科恩著 978-7-121-41499-2

139 F273.2/866 培育品牌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殷格非主编 978-7-5164-2442-1

140 F273.2/868
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行为对产品竞争策略的影
响研究

熊礼洋著 978-7-5218-2542-8

141 F273.2/869 用户价值感知力 日本日经制造编辑部著 978-7-5207-2561-3
142 F273.2/870 颜值战略 : 产品与品牌快速引爆方法论 刘思言著 978-7-122-39704-1
143 F273.2/871 从零开始做产品经理 仲小建著 978-7-121-40828-1
144 F273.2/872 5S落地之道 : 关田法 (日) 关田铁洪著 978-7-111-68136-6
145 F273/260 新创企业的运营和融资协同决策研究 彭鸿广著 978-7-5218-3259-4
146 F273/261 5S推进法. 修订版 (日) 越前行夫著 978-7-5207-2104-2

147 F274/1127
践行 : 客户体验管理知行合一 :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邢焱 ... [等] 著 978-7-5164-2554-1

148 F274/1128 B端运营 : 用户增长策略与实战 刘宇航编著 978-7-121-41326-1

149 F274/1129
客户成功经理职业发展指南 : 增长最快的
职业如何推动公司成长

(美) 阿什温·温德雅南桑, 
(美) 鲁本·拉巴戈著

978-7-121-42177-8

150 F274-39/70 短视频企业号运营实战 杨闯世著 978-7-5046-9197-2
151 F275.1/175 创业型企业的动态融资机制 吉云著 978-7-5218-2670-8
152 F275.1/176 成长型企业股权融资的供应链运营决策研究 李鑫著 978-7-5218-2712-5
153 F275.2/397 企业财务分析 庄小欧主编 978-7-5763-0408-4
154 F275.6/61 成长型企业股权融资的供应链鲁棒运营分析 邓杰著 978-7-5218-1840-6

155 F275/1212 企业财税实务与纳税筹划
会计实操辅导教材编委会编
著

978-7-218-15437-4

156 F275/1213 财务管理与金融创新 周玉琼, 肖何, 周明辉著 978-7-5047-7142-1
157 F275/1214 缝合 : 大数据时代下的资本管理与实践 王军伟著 978-7-301-31608-5



158 F276.2/15 合作经济学 秦立建主编 978-7-5218-2741-5

159 F276.2/16
个人合伙时代 : 组织极简, 合伙人比商业

模式更重要
宋政隆著 978-7-5208-1848-3

160 F276.2/17 中国合伙人 : 合伙制的设计与实施 李芳著 978-7-5047-7597-9
161 F276.3/464 10人以下小企业的财务税务解决方案 韦绪任著 978-7-5180-8459-3

162 F276.3/465
HR员工培训技能实操全案 : 中小企业HR如

何搭建人才培养体系
瓮春春, 龙鹏著 978-7-5216-1915-7

163 F276.3/466
小公司怎么办 : 解决小公司生存与发展的
关键问题

(美) 迈克尔·格伯著 978-7-5153-6073-7

164 F276.4/102 集团公司内部控制 : 原理与方法 李连华编著 978-7-5615-8373-9
165 F276.6/801 驾驭独角兽 : 新经济企业的公司治理 郑志刚著 978-7-300-29237-3

166 F276.6/802
迎合投资者情绪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策
略及动机研究

龙立著 978-7-5218-2363-9

167 F276.6/803
非控股大股东治理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
究

颜才玉, 李娟著 978-7-5218-2973-0

168 F276.6/804 公司资本制度 王军著 978-7-301-32784-5
169 F276.6/805 远程工作法 (美) 戴维·布尔库什著 978-7-5217-3704-2

170 F279.12/36

设计未来 : 福特、丰田及其他世界顶级企
业的创新和转型之道 : how Ford, Toyota, 

and other world-class organizations 
use lean product development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 their 

business

(美) 詹姆斯·M. 摩根, 杰
弗瑞·K. 莱克著

978-7-111-67825-0

171 F279.23/1538 我国政府补助对企业影响的动态研究 马悦著 978-7-5218-2949-5
172 F279.23/1539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宋伟良著 978-7-5218-0435-5
173 F279.23/1540 企业会计准则 : 2022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978-7-5429-6984-2

174 F279.23/1541
企业人才价值链 : 任职资格与人才盘点 : 

qualification and talent review
段磊, 马丽, 张少杰编著 978-7-5164-2521-3

175 F279.23/1542
中国能超越硅谷吗？ : 数字时代的管理创
新 : will China surpass Silicon 

Valley?

(美) 安妮卡·施泰伯著 978-7-5454-8016-0

176 F279.241/327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国有企业业绩考核问

题研究
方心童著 978-7-5218-2922-8

177 F279.243/367 新三板挂牌融资和转板上市实务 李华著 978-7-5197-5347-4
178 F279.243/368 打通 : 解放老板的5步瓶颈管理法 郝军龙著 978-7-5153-6363-9
179 F279.244.4/193 腾讯创新 : 腾讯凭什么赢 成旺坤著 978-7-5180-9371-7

180 F279.245/366
全球视野下高净值家族财富传承管理顾问行
动指南

王以锦著 978-7-5197-5875-2

181 F279.246/702 注册制 : IPO的新逻辑和新标准 投行小兵著 978-7-5197-5453-2
182 F279.246/703 北交所IPO上市100问 姚以林, 阮思乔, 宋怡著 978-7-5197-6321-3

183 F279.247/121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与能力
建设 : 动态IDP理论在企业层面的进一步构

建

陈涛涛 ... [等] 著 978-7-5218-2006-5

184 F279.313.3/88
德是业之基 : 当代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
的经营哲学

陈华蔚编著 978-7-5207-1831-8

185 F279.313/24 家业长青 : 家族企业永续经营哲学 (日) 中泽康彦著 978-7-5699-4386-3

186 F279.5/8
商业的核心 : 新时代的企业经营原则 : 
leadership principles for the next era 

of capitalism

(法) 休伯特·乔利,(法) 
卡洛琳·兰伯特著

978-7-5217-3781-3

187 F279.712.3/78
漫威 : 失败的漫画出版商何以成为好莱坞
超级英雄 : how a failing comic book 

publisher became a Hollywood superhero

(美) 查理·韦策尔, (美) 
斯蒂芬妮·韦策尔著

978-7-121-41648-4

188 F279.712.3/79
硅谷秘密 : 创业成功的基因 : manage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美) 安妮卡·施泰伯, (瑞
典) 斯瓦克·奥林格著

978-7-5454-8056-6

189 F279.712/53
第一资本 : 新兴公司何以引领市场 : how 
the upstartfinancial institutiion 

charged toward market leadership

(美) 玛丽·柯伦·哈克特
著

978-7-121-41683-5

190 F293.342/45
房地产企业会计岗位实操大全 : 流程+成本
+做账+税法

会计真账实操训练营编著 978-7-113-27767-3



191 F299.275.1/33 创见 : 大变局与开新局 杨宏伟主编 978-7-5520-3546-9
192 F426.4/312 模块化产品创新 : 实现路径与绩效研究 张煜, 杨珂著 978-7-5218-2629-6
193 F492.6/21 腾讯人力资源管理法 李煜萍著 978-7-5158-3060-5
194 F632.4/13 中国电信多媒体客服实务 : 基础知识 阮瑞华主编 978-7-5504-4682-3
195 F713.55/528 消费行为的助推机制和政策效应研究 王湘红等著 978-7-5218-2771-2
196 F713.55/529 未来消费新形态 (日) 大前研一编著 978-7-5327-8722-7
197 F752.731/7 13-14世纪高丽和元朝的贸易史 (韩) 李康汉著 978-7-313-25712-3

198 F812.423/363
企业纳税筹划实用技巧与典型案例分析 : 
2021年版

翟继光, 袁芸, 梁小斌编著 978-7-5429-6781-7

199 F822.0/122 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韩鑫韬, 刘星著 978-7-03-070839-7

200 F830.49/321
金钱革命 : 数字时代如何管理财富 : easy 
ways to manage your finances in a 

digital world、fAnne Boden

(英) 安妮·博登著 978-7-5201-8328-4

201 F842.616/3
中国工伤保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 2019

年全国工伤保险研究优秀论文集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工伤保

险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
978-7-5167-4547-2

202 G206.2/843 网络传播与文学生态嬗变 杨翠芳著 978-7-307-22323-3
203 G252.7/53=5 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 第5版 徐庆宁, 江梅主编 978-7-5628-6550-6
204 G41/34 学生工作定量研究方法 (美) 瑞希·斯利拉姆著 978-7-5046-8868-2

205 G444/263=2
健康之路, 从“心”起步 : 大学生心理调

适与发展. 第2版
朱坚主编 978-7-03-069835-3

206 G522.3/13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研

究
成刚著 978-7-5136-6463-9

207 G647.38/971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常栩雨主编 978-7-303-27197-9
208 G792-49/15 读书载道 朱跃生著 978-7-5208-1464-5
209 G80-054/21 体育文化随笔集 卢元镇著 978-7-306-07287-0
210 G804.21/3 忍耐力 : 关于大脑和身体极限的科学 (加) 亚力克斯·哈钦森著 978-7-5217-3536-9

211 G807.4/269 应用型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秦德平, 徐新建, 马荣超主
编

978-7-5615-8262-6

212 G822/30
丹尼尔斯经典跑步训练法 : 世界最佳跑步
教练的跑步公式

(美) 杰克·丹尼尔斯著 978-7-213-06260-5

213 G898.3/34 电竞资本论 陈莱姬编著 978-7-5760-2105-9
214 H059/233 严复与翻译 谢龙水著 978-7-211-08502-6
215 H059-09/6 重写翻译史 谢天振主编 978-7-308-21253-3
216 H136.4/37 黑话江湖 雪漠著 978-7-5202-0009-7
217 H146/31 汉语语法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刘顺著 978-7-5426-7282-7
218 H315.9/572 专门用途英语翻译的多维思考 谢建平等著 978-7-121-42619-3
219 H319.4/103 人间天堂 (美)F. S.菲茨杰拉德著 978-7-5447-8918-9
220 H319.4/2855 宋词英译精选100首 朱曼华编译 978-7-5176-0892-9
221 I0-05/14 文艺心理学 朱光潜著 978-7-5205-2605-0
222 I046/66 麦家作品的世界之旅 季进, 姜智芹编 978-7-5684-1622-1
223 I054/57 小说技术 龙一著 978-7-201-17375-7
224 I054/58 小说运转的秘密 (英) 玛戈特·利夫西著 978-7-5225-0616-6
225 I106/124 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美) 大卫·达姆罗什著 978-7-301-32580-3
226 I206.7/334 莫言作品在日本 : 文本旅行与文化越界 朱芬著 978-7-309-15549-5
227 I207.411/195 品读醉美四大名著之《红楼梦》经典诗词 郝豪杰编著 978-7-5171-3711-5
228 I207.412/36 品读醉美四大名著之《水浒传》经典诗词 郝豪杰编著 978-7-5171-3710-8
229 I207.413/37 品读醉美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经典诗词 郝豪杰编著 978-7-5171-3695-8
230 I207.414/12 品读醉美四大名著之《西游记》经典诗词 郝豪杰编著 978-7-5171-3712-2
231 I207.999/25 网络文学作家论 陈定家编著 978-7-5203-8942-6
232 I207.999/26 中国网络文学与虚拟生存体验 黎杨全著 978-7-5203-8199-4

233 I712.06/22

批评与洞见 : 美国文学批评与中国高校英
语学科刍议 : views o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hina's 

undergraduate english curriculum

周郁蓓著 978-7-5615-7695-3

234 J212.052/66 民国画坛中国画名家研究 耿纪朋著 978-7-5690-2322-0

235 O13/339
MBA、MPA、MPAcc、MEM等管理类联考数学高
分突破

社科赛斯考研主编 978-7-5124-3639-8

236 TB472/256 B端产品设计与运营实战 于连林编著 978-7-301-32882-8
237 TP3/663 信息技术基础 张爱民, 魏建英主编 978-7-121-42285-0
238 TP391.13/391 Excel财务会计应用思维、技术与实践 田媛编著 978-7-301-31960-4



239 TP391.72/421
AutoCAD 202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 升级
版

赵洪雷编著 978-7-121-39229-0

240 TS976.15/244
餐巾纸金融学 : 30秒内快速提高财商 : 
build your wealth in 30 seconds or 

less

(美) 蒂娜·海伊著 978-7-5217-31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