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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取号 题名 责任者 ISBN
1 B026-49/149 提高工作效率, 从整理办公桌开始 (日) 中野清人著 978-7-5057-5319-8
2 B848.4-49/1053 延迟满足 : 如何在等待中获得更多 (日) 三谷淳著 978-7-5057-5227-6
3 C924.24/123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变动研究 潘红虹著 978-7-208-17455-9
4 D23/148 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王炳林等著 978-7-5300-0500-2
5 D262.6/99 网络视域下党的廉政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谢俊著 978-7-5203-5951-1
6 D669.3/335 文化志愿服务 主编叶菁 978-7-5533-3254-3
7 F/32 经济文书写作 张蓉编著 978-7-121-39993-0
8 F0/862 复杂世界的经济学 杨风禄著 978-7-5607-6793-2
9 F0-53/232 迈向经济新纪元 (美) 彼得·德鲁克著 978-7-111-63486-7
10 F062.5/83 数字经济学 孙毅著 978-7-111-69505-9

11 F11-0/122
全球地缘经济系统演化与战略选择 : 
systematic evolu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

杨文龙著 978-7-208-17514-3

12 F123.7/83 向管资本转型 : 内涵与路径 罗新宇著 978-7-208-17417-7

13 F123.9/87
“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

杨德明著 978-7-208-17588-4

14 F124.5/158

碳规划 : 低碳扩散中政府补贴及监管策
略的优化 :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y 
and its supervision strategies in 
low-carbon diffusion

董莉莉著 978-7-5136-6635-0

15 F124.5/159

中国新时代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 “十四
五”期间需要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 some important issu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
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
新时代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研究”课题组著

978-7-5177-1222-0

16 F124.7/200 时光传奇 : 广告影像中的小康步伐 孙祺然著 978-7-5179-1050-3

17 F124/645 以信息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著

978-7-5177-1257-2

18 F124/646
聚焦需求侧 : 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
资与出口

鲁政委等著 978-7-5115-7101-4

19 F125.536/3 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路径研究 王海燕著 978-7-5012-6414-8
20 F131.34/19 结构性改革与日本经济问题研究 陈友骏著 978-7-5432-3339-3

21 F224.5/323
通过混合敏捷获得成功 : 使用混合方法
交付项目 : project delivery using 
hybrid methodologies

(美) 肖恩·贝林著 978-7-121-43184-5

22 F224.5/324
项目管理工具箱 : 高效完成项目的100
个技巧 : 100 tips and techniques 
for getting the job done right

(美) 汤姆·肯德里克著 978-7-121-43182-1

23 F224.5/325
将工作可视化 : 利用看板优化工作流
动, 并节约时间 : exposing time the 
theft to optimize work & flow

(美) 多米尼加·德格朗迪
斯著

978-7-121-41577-7

24 F231.2/23=2 真账实操学成本核算. 第2版 鲁爱民主编 978-7-111-69271-3
25 F233/194 会计核算实务 袁太芳 ... [等] 著 978-7-210-13555-5

26 F239.45/83
中国国有企业内部审计 : 基于问卷的研
究报告

袁亮亮 ... [等] 著 978-7-5429-6865-4

27 F239.6/37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及公司价
值研究

石青梅著 978-7-5136-6637-4

28 F249.24/41 工资议价、工会与企业创新 詹宇波著 978-7-208-17516-7
29 F252.1/231 新时代物流管理与发展研究 孙统超著 978-7-230-02356-6
30 F252.1/23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智慧化发展探索 陈栋著 978-7-5578-8122-1
31 F253.4/24 全面库存管理数学分析 程晓华著 978-7-5164-2400-1

32 F260/87
基于产品差异性的厂商竞争与合谋博弈
研究

曹文琴著 978-7-5643-8304-6

33 F271/426 企业重组的税会处理与筹划 梁俊娇, 刘金科编著 978-7-300-29835-1

34 F272.3/388 经营活动分析
刘俊勇, 贾菁, 李绍蓬编
著

978-7-300-29971-6



35 F272.3/389
创造经营学 : 创造经营和创新管理的理
论与实践

(日) 徐方啓著 978-7-5164-2334-9

36 F272.5/197
不同情景下领导者动机对领导绩效的影
响研究

杨俊辉著 978-7-03-063239-5

37 F272.7-39/135 企业数字化 : 从方法到实施
(德) 托马斯·巴彤恩, 克
里斯蒂安·穆勒, 克里斯
蒂安·西尔等著

978-7-111-69964-4

38 F272.9/721
行政办公管理实用制度与表格范例 : 图
解版

企业管理工具项目组组织
编写

978-7-122-38582-6

39 F272.9/722
团队教练 : 释放团队的力量和潜能 : 
How to release the power and human 
potential of work teams

(美) 菲利普·桑达尔, 阿
丽克西斯·菲利普斯著

978-7-121-41693-4

40 F272.92/1537=2
员工关系管理与职业发展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任康磊著 978-7-115-58818-0

41 F272.92/1742
组织宽容失败对员工心理安全及其内创
业意愿的影响 : 基于人与情境互动的视
角

朱晓妹著 978-7-5136-6617-6

42 F272.92/1743 赋能三板斧 :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培训 安秋明著 978-7-121-41555-5

43 F272.92/1744
绩效, 知识 : 系统化人才管理 : 
systematic talent management

王晓梅, 李秀敏著 978-7-313-25454-2

44 F272.92/1745 劳动人事合规之常见问题精要解答 惠所亮 ... [等] 著 978-7-5764-0200-1
45 F272.921/311=2 心智力 : 商业奇迹的底层思维. 第2版 李中莹, 舒瀚霆著 978-7-121-42134-1
46 F272/1755 三精管理 宋志平著 978-7-111-70287-0

47 F272/1757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解读及建设指南
李素鹏, 叶一珺, 李昕原
编著

978-7-115-56826-7

48 F272/1758
数字化加速度 : 工作方式、人力资源、
财务的管理创新

陈春花 ... [等] 著 978-7-111-68198-4

49 F272-05/274
声誉资本 : 洞悉口碑、流量和人气背后
的秘密

李燕, 韩国山著 978-7-5164-2378-3

50 F272-62/16
教练的本质 : 回放式探究的运用指南 : 
a guide to using reflective inquiry

(美) 玛莎·雷诺兹著 978-7-121-41930-0

51 F273.2/881 产品认知12讲 : 成为优秀的产品经理 枯叶著 978-7-121-41500-5
52 F273.2/882 质量管理学 苗瑞, 朱相鹏编著 978-7-111-68564-7

53 F273.2/883
“国潮”品牌形象升级 : 以辽宁老字号
为例

刘亚璇著 978-7-5180-8601-6

54 F274/1143 供应链物流管理
(美) 唐纳德·J. 鲍尔索
克斯 ... [等] 著

978-7-111-69028-3

55 F274/1144 伦理决策下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 许建著 978-7-03-067706-8
56 F274-39/71 数据赋能 : 数字化营销与运营新实战 宋星著 978-7-121-40007-0

57 F274-39/72
媒体化战略 : 数字时代企业如何做好公
关与内容营销

靠谱的阿星 (李星) 著 978-7-121-40877-9

58 F275/1226 智力资本财务论 于君, 于静霞著 978-7-5184-3708-5
59 F279.233.2/12 大众传媒与自主品牌形象提升 张燚, 刘进平著 978-7-5136-6842-2

60 F279.241/337
公司政治治理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盈余
质量的影响研究

郭宏著 978-7-5136-6544-5

61 F279.241/338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多国模式比
较与路径借鉴 :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multiple countries

郭斌著 978-7-5136-6608-4

62 F279.244.4/195
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 : 基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研究 : research 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徐海龙著 978-7-5096-8080-3

63 F279.245/372
家族企业定向增发中的市场反馈效应研
究

高伟伟著 978-7-111-70231-3

64 F279.245/373
股权之道 : 一个民营企业家绝处逢生的
股权智慧与实践

刘国镔著 978-7-5139-3395-7

65 F279.247/124
基于跨界搜索的天生国际化企业知识吸
收能力演化研究

潘宏亮著 978-7-109-28294-0



66 F299.2/153

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 : 以场景、创新、
消费为视角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consumption and 
innovation

吴军, 齐骥著 978-7-01-023810-4

67 F299.24/40

从失配到适配 : 北京公共产品空间匹配
循证分析 : an evidence-based 
analysis of spatial matching of 
public goods in Beijing

陆军等著 978-7-301-32706-7

68 F320.3/79
40年40村看乡村振兴 : 改革开放鲜活实
践案例进思政课堂

主编田芝健, 吕宇蓝 978-7-5672-3705-6

69 F321.1/243
土地整治权属调整的动力机制、实施效
果与管控政策研究

吴诗嫚著 978-7-307-22607-4

70 F323.6/103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一般均衡
模型及其政策应用研究

张杰飞著 978-7-5096-7681-3

71 F324/51
大趋势下的小生境 : 农村小微企业绿色
转型的案例研究

刘凌著 978-7-5630-7338-2

72 F325/15
规模经营风险、农户风险偏好与生产投
资行为研究

陈新建著 978-7-5096-8051-3

73 F326.11/80
资源约束、国际粮价波动与中国粮食安
全

高峰, 王学真, 公茂刚著 978-7-01-023328-4

74 F326.2/24
竹业长青 : 基于生态、经济与文化相协
同的战略视角

张国良著 978-7-5136-6506-3

75 F407.86/25
时尚的美学经济 : 服装和模特业的市场
和价值 : markets and value in 
clothing and modelling

(英) 乔安妮·恩特威斯尔
著

978-7-5096-7762-9

76 F425/20 政府补贴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研究 许家云著 978-7-5218-2684-5

77 F426.89/40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升级研究

牛建国著 978-7-5096-7870-1

78 F426.89/41 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研究 黄亨奋著 978-7-5201-6152-7
79 F471.266/156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构建 杨朝辉著 978-7-5672-3764-3

80 F49/277
新基建 : 数字经济产业风口 :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outlet

张礼立, 张恒熙编著 978-7-5043-8517-8

81 F59/151 旅游翻译读本 主编蒋林, 余叶子 978-7-305-23948-9

82 F592.7/129
基于AR应用的土家族文化旅游产品创意
开发研究

张立明等著 978-7-03-069724-0

83 F592/124 面向旅游发展的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 赵守谅, 陈婷婷著 978-7-112-25566-5
84 F592/125=2 旅游客体文化研究. 第2版 邹德文著 978-7-5761-0300-7
85 F592/126 城市群旅游流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刘大均著 978-7-5504-4987-9
86 F7/452 商务英语阅读 主编金焕荣 978-7-5672-3817-6
87 F7/453 商务英语写作自动评分研究 葛诗利著 978-7-03-067518-7
88 F713.1/37 双渠道供应链运营决策研究 郭金森著 978-7-5136-6757-9
89 F713.3/1327 品牌营销策划十大要点 刘述文著 978-7-5164-2403-2
90 F713.3/1329 市场营销 主编邹莉 978-7-5689-2635-5

91 F713.359/17
电子逆向拍卖胜者确定问题的模型与方
法

钱小虎 ... [等] 著 978-7-5218-2966-2

92 F713.361/2=5 电子商务技术与应用. 第5版 赵乃真, 杨尊琦主编 978-7-113-27864-9
93 F713.365.1/127 抖音思维 秋叶著 978-7-5168-3177-9
94 F713.365.2/1516 直播达人 : 从0开始教你IP变现 刘平胜 ... [等] 著 978-7-5164-2487-2

95 F713.365.2/1517 智能交易理论与方法
《智能交易理论与方法》
课题组著

978-7-5218-2500-8

96 F713.365.2/1518 数据驱动的营销管理决策研究 李莉, 杨文胜著 978-7-5136-6762-3

97 F713.50-39/12
互联网时代市场营销策划基本理论与案
例分析

龙艳著 978-7-5603-9454-1

98 F713.8-39/3 计算广告学导论 主编段淳林 978-7-5680-7902-0

99 F713.87/7
作为知识创新组织的当代中国广告企业
生产力研究

万木春著 978-7-307-21438-5

100 F714.1/39 考虑参与方行为的跨期定价研究 张玉林, 曾贺奇著 978-7-03-066338-2

101 F719.3/513 餐饮服务与管理实务
主编李艳, 康桂敏, 谭玉
林

978-7-5684-1571-2



102 F724.2/50
中国零售业业态结构调整及空间网络优
化研究

杨守德著 978-7-5218-2658-6

103 F724.2/51 中国新零售发展模式与竞争力评价研究 杨海丽, 肖万根, 向能著 978-7-5504-4952-7

104 F724.2/52
零售模式变革 : 数字经济时代零售企业
生存之道

肖怡著 978-7-5164-2437-7

105 F724.6/353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报告. 2022. 2022, 
以制度型开放打通跨境电商发展堵点

主编张大卫, 苗晋琦, 喻
新安

978-7-5201-9996-4

106 F724.7/38

家庭企业与专业市场 : 广州中大布匹市
场发展的民族志研究 :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Zhongda textile specialized 
market in Guangzhou, China

田絮崖著 978-7-5130-7618-0

107 F724/53
突发的繁荣与平日的寂寥 : 中日公益广
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邬盛根著 978-7-5657-2759-7

108 F726.1/5 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改革 刘伟著 978-7-5300-0541-5

109 F726.93/23
海底捞VS呷哺呷哺 : 餐饮连锁企业经营
模式的底层逻辑与扩张策略

龚其国, 王丹著 978-7-5136-6837-8

110 F74/301 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问题研究 连增著 978-7-5164-2456-8

111 F740.4/335
间接贸易的测量方法、理论逻辑和发展
路径研究

彭徽著 978-7-5218-2958-7

112 F740/229
国际商务迷局 : 来自毅伟商学院的26堂
经典案例课

刘庆林, 刘素, (加) 包铭
心编译

978-7-5218-2606-7

113 F744/70 WTO补贴规则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的变革 张军旗著 978-7-5642-3751-6

114 F745/14=2
特许权使用费海关估价与稽查案例研究. 
第2版

谷儒堂, 许圣兵著 978-7-5761-0301-4

115 F746.18/73
国际服务外包营销 : 基于创造顾客满意
的视角 : a perspective of crea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钟育赣编著 978-7-5218-2052-2

116 F746.18/74 国际服务外包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王世豪编著 978-7-5218-2198-7

117 F752.0/9
贸易制度对外商投资及制造业开放式创
新模式影响研究

陶权著 978-7-5680-7459-9

118 F810.6/215 政府会计数据分析与应用研究
河南省财政厅 《基于河南
省情的政府会计数据分析
与应用研究》课题组著

978-7-5218-2899-3

119 F812.0/102 大国治理现代化的财政战略 许正中著 978-7-01-023679-7

120 F812.0/103

202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 : 对财政理论与
财政学科发展的思考 :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scal theories 
and public finance as an academic 
subject

主编刘小兵 978-7-5642-3896-4

121 F812.0/104
2020中国财政发展报告 : 风险应对中的
财政及启示 : response of public 
finance to public risk. 2020

主编范子英 978-7-5642-3833-9

122 F812.422/177 我国企业并购税收制度的完善研究 鞠铭著 978-7-5218-2431-5

123 F812.424/268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与风险管
理

于芳芳著 978-7-5429-7039-8

124 F812.45/60 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魏义方, 吴岩, 何倩等著 978-7-5164-2562-6

125 F812.5/28
我国银行业政府或有债务研究 : 
liability from banking industry in 
China

马恩涛著 978-7-01-023610-0

126 F812.7/157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政策的特征及效应研
究

林桐 ... [等] 著 978-7-5504-4463-8

127 F812/111 中国大学生财经素养状况蓝皮书
徐玖平, 牛永革, 李小平
著

978-7-5096-8002-5

128 F820/37（1） 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 第1卷 (美) 马丁·舒贝克著 978-7-5432-3208-2

129 F821.1/38
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 理论与中国实
践 : theory and China's practice

高海红著 978-7-5218-2880-1

130 F821.1/39 中国-东盟建立货币联盟研究 欧阳天治著 978-7-5136-6705-0

131 F822.0/125
基于微观视角的定向降准政策惠农机理
与调控功效研究

林朝颖等著 978-7-5218-2089-8



132 F822.2/58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研究 : 基于美债投资
的经济学分析 :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investment in 
US treasury bonds

郭德友著 978-7-5218-2362-2

133 F83/147 金融 : 故事与逻辑 谢绵陛著 978-7-5550-2814-7
134 F830.2/272 国学智慧与行为金融学 付春林, 潘鑫著 978-7-5164-2466-7

135 F830.49/323 金融科技二十讲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
究所著

978-7-5504-5147-6

136 F830.589/23
基于集成学习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信用评
价研究

张科著 978-7-305-24623-4

137 F830.59/1443
融合分析 : 运用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
、行为金融与量化分析组合获取风险调
整超额收益

V. 约翰·帕利卡(V. John 
Palicka)著

978-7-5642-3861-2

138 F830.59/1444 手把手教你选出赚钱好基金 书签客著 978-7-5217-3318-1

139 F830.59/1445
耐心的资本 : the challenges and 
promises of long-term investing

(美) 维多利亚·伊凡希
娜, 乔希·勒纳著

978-7-5217-3324-2

140 F830.59/1446 基本面量化投资策略 董鹏飞著 978-7-5217-4034-9
141 F830.59/1447 投资项目评估实务与案例 郑敏华 ... [等] 编著 978-7-307-22864-1

142 F830.9/670
基于极值理论和Copula模型的市场风险
度量研究

潘雪艳著 978-7-5218-1832-1

143 F830.91/2781 飙股的长相 (日) 林则行著 978-7-5454-8205-8

144 F830.91/2782
ETF宝典 : ETF知识全揭秘 :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Exchange-Traded 
Funds

理查德·A. 费里著 978-7-5642-3484-3

145 F830.91/2783=2
寻找百倍医药股 : 锁定未来十年的医药
龙头股 : 全新升级版. 第2版

吕长顺 (＠凯恩斯) 著 978-7-5136-3040-5

146 F830.91/813=3
从零开始学操盘 : 散户股市获利实战技
法. 第3版

康凯彬主编 978-7-5180-9071-6

147 F830.95/67 基于FMLS模型的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研究 范聪银著 978-7-5504-5063-9

148 F831.2/107
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
适用性研究

崔光华著 978-7-5218-2176-5

149 F831.2/108 软法的渐变 : 以巴塞尔规则为视角 胡玉婷著 978-7-5642-3846-9

150 F832.1/339
中国金融资源错配 : 形成、效应与纠正 
: formation effect and correction

杨洋, 赵茂, 史一翔著 978-7-5228-0023-3

151 F832.1/340 科技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研究 毕超著 978-7-5218-2919-8

152 F832.1/341
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偏差视角下金融系
统性风险研究

邹瑾著 978-7-5504-4999-2

153 F832.22/29
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 : 基于行为经济
学视角的分析 : an analysis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陈慧著 978-7-5654-4202-5

154 F832.33/305
监管政策变迁背景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创新研究

李娜著 978-7-5504-4953-4

155 F832.35/244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

卢立香著 978-7-5218-2954-9

156 F832.35/245
不同路径选择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改革绩效研究

安翔著 978-7-5218-2170-3

157 F832.35/246
城乡统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互动机制
与风险管理研究

吴玉梅, 陈利著 978-7-5504-5130-8

158 F832.35/247
金融科技应用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
响研究 : 以四川省为例

吴敬花著 978-7-5504-4896-4

159 F832.35/248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农村金融 : 风险
、应对与创新

蒋远胜, 吴平主编 978-7-5504-5230-5

160 F832.38/3 中国典当史 刘秋根著 978-7-307-21292-3

161 F832.4/189 生态圈视角下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研究
谭中明, 王书斌, 谢坤等
著

978-7-5684-1569-9

162 F832.4/190 商业银行贷款项目评估实务 刘玉龙编著 978-7-5369-8179-9

163 F832.4/191
重新定义风控 : 从0到1建设小微信贷大
数据智能风控体系

黄丁聪, 宋梦超著 978-7-5504-5294-7

164 F832.48/274 主要国家的公私合作创新
郭铁成, 张志娟, 程如烟
等著

978-7-5189-7898-4



165 F832.48/275 近代中国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 赵劲松著 978-7-5504-5139-1

166 F832.49/69
中国融资租赁业“入世”后脱离本源之
辨析 : 基于承租人的视角

杨汀, 史燕平著 978-7-5136-6857-6

167 F832.5/326
科技金融产品设计及案例 : business 
design and case study

黄昌利, 陈忠瑶著 978-7-5218-1882-6

168 F832.5/327 农业风险管理与期货市场创新发展 张秀青著 978-7-5136-6701-2
169 F832.51/800 中国股市投资者博彩行为研究 崔惠颖著 978-7-5218-3002-6

170 F832.6/22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盟投资的
发展战略与风险防范研究

宋泽楠著 978-7-5504-4457-7

171 F832.63/100
新常态下人民币汇率低调与滞后超调交
替的周期性研究

郑平著 978-7-5504-4900-8

172 F832.63/99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徐涛著 978-7-5672-3626-4

173 F832.7/164 内蒙古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室, 综
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
圳)

978-7-5177-1206-0

174 F832.7/165 新疆科技金融发展模式研究 马雄亚著 978-7-5130-8060-6

175 F832/484
绿色金融、经济的绿色化与高质量发展
研究

李光勤著 978-7-5218-2932-7

176 F832/485
中国金融科技创新 : 数字金融应用场景
实战

刘勇, 孙鲁著 978-7-5217-3270-2

177 F832/486

中国银行业危机救助的机制设计 : 基于
金融分权视角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刘锡良, 刘倩著 978-7-5504-4890-2

178 F832-39/23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数字金融 : 发展模式
与监管体制

郭峰著 978-7-5642-3755-4

179 F837.121/19
富国之道 : 富国银行董事长写给股东的
信. 修订版

(美) 理查德·柯瓦希维
奇, 约翰·斯塔普著

978-7-5570-1365-3

180 F840.62/64 寿险精算数学
陈建良, 史敬涛, 黄宗媛
主编

978-7-5607-7307-0

181 F842.0/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机制研究 王兰 ... [等] 著 978-7-5218-3131-3

182 F842.612/78
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 : 经济
效应、制度设计与财务可持续性

孙永勇著 978-7-01-023673-5

183 G0/66 对话与融合 :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研究 主编马硕 978-7-307-22574-9
184 G114/139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研究 李嘉珊, 刘霞著 978-7-5201-9677-2

185 G114/140
创意经济与文化 : 创意产业的挑战、变
革与未来 : challenges, changes and 
futures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澳) 约翰·哈特利, 温
雯, 李士林著

978-7-5657-2746-7

186 G124/287 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 张佑林, 陈朝霞著 978-7-5218-2199-4

187 G206/211

卓越传播 : 全球化时代如何管理战略传
播和公共关系 : how to manag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a global world

(德) 安斯格·策法斯 ... 
[等] 著

978-7-5657-2927-0

188 G80-052/23
体育经济视角下体育赞助竞争效果研究 
: 赞助跟随的影响

王虹等著 978-7-5692-8163-7

189 G811.4/11
中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政府职能研究 
: 管理体制、政策与投资

吴贻刚, 辜德宏, 浦义俊
著

978-7-208-17208-1

190 G831.32/14
高校健美操教学训练一体化模式及其应
用的研究

马超, 寿旻超著 978-7-230-00638-5

191 H043/7
礼貌语用研究 : 理论与实践的多侧面剖
析

(英) 海伦·斯宾塞·奥蒂
(Helen Spencer_Oatey)等
著

978-7-5692-8293-1

192 H059/239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 黄立波著 978-7-5213-2277-4
193 H059/240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 谭载喜著 978-7-5213-2857-8

194 H059-53/26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与传播 : 翻译研究
文集

张春柏主编 978-7-310-06147-1

195 H195.3/92 跨文化视角下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陈东平著 978-7-5221-1574-0
196 H315.9/582 英诗汉译格律问题研究 查建明著 978-7-210-13609-5
197 H319.3/486 高校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李小莉著 978-7-230-02130-2



198 H319.3/487
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研究

高旭峰著 978-7-230-01604-9

199 H319.3/488 全媒体时代下大学英语智慧教育研究 李少伟, 李款著 978-7-230-00321-6

200 H319.32/20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发展个案
研究 : case study of six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China

付蓓著 978-7-5213-3135-6

201 H323/11 法语词汇、语法与逻辑 朱利安·苏利耶著 978-7-312-05274-3

202 I01/23
文化转型视野下中国文艺美学现代化进
程研究 : 1900-1949

主编高迎刚 978-7-5701-1858-8

203 I207.425/56
重返民族传统 : 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
现象研究

甘浩著 978-7-5645-8256-2

204 I227/455（27）
诗歌风赏. 2021年第一卷 (总第027卷), 
水软山温

娜仁琪琪格主编 978-7-5702-2074-8

205 TP18/399 人工智能与创新创业十讲 李华晶编著 978-7-111-690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