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书号 题 名 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
A8/H431(-) 党员干部基本理论精读 侯少文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A811.64/L681 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 刘同舫 人民出版社 2019

A811.66/Z173 思想史语境中的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 张守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A84/Z291 毛泽东思想研究 赵长峰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A841.63/R230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83

A841.64/L296 让历史告诉现在 李小三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B-53/Y438/:39(2019.1) 哲学门 仰海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B089/W520 空符号论 韦世林 人民出版社 2012

B2-53/Z450 中国传统哲学新论 郑万耕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9

B244.05/W852 当代新儒学的深层反思与对话诠释 吴汝钧 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 2009

B248.99/X825 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的世界 徐兴庆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8

B249.4/C396 唐甄启蒙思想论 陈德述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20

B821/Z336 战争与男性荷尔蒙 赵鑫珊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B834.4/Y808 漫步山水楼台间 俞武松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B842.6/M274 自控力 麦格尼格尔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7

B932.2/Y201 鄂伦春族神话研究 杨金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C52/P284 潘梓年文集 潘梓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C53/L032/:11 宏德学刊 赖永海 商务印书馆 2020

C53/L133/:(2009-

2019)(1)-(2)

öbör mongγol-un neyigem-ün sinjilekü uqaγ
an-u küriyeleng-ün silideg erdem sinjilegen-ü 
ür-e bütügel-ün emkidgel : 2009-2019. degedü 
dooradu. (全二册)[蒙古文]

李春林 远方出版社 2019

C53/N332/:(1979-

2009)1-3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建院30年优秀科研成果集成(全三
册)

本书编委会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9

C91-02/H319 社会哲学引论 贺善侃 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1997

C912.6/L596 社会转型与心理变迁 刘崇顺 武汉出版社 1997

C964.226/C025/:1 内蒙古人才发展报告 蔡常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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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95.125/Y493 强力抗恶论 伊里因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D21/Z558 中国共产党章程 人民出版社 2012

D220/X151/3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 2017年10月18日

习近平 人民出版社 2017

D229/D176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D26/J49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人民出版社 2001

D26/Q870/2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深化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研究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5

D26/Z546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09

D261.3/Z558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0

D261.4/G557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著 人民出版社 2016

D261.42/J210 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及理想信念教育专题研讨会 [出版社不详] 2009

D263.3/G404 共产党人的党性党风党纪建设 本书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2011

D422.6/Z232 认真对待农民权利 张英洪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D6/Z811 中国社会正义论 周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D61-53/Z65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文献选
编

中国社会学会 [出版社不详] 2010

D61-53/Z653 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学会 [出版地不详] 2010

D614/Z103 中共领导人与中国现代化 张高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D62/L223 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 李培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D621.5/Z232 农民权利发展经验与困局 张英洪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D622/Q900/:2009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加入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概览

全国人大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D622/Q900/:2013和

2018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加入的条约和
重要协定汇编 : 2013年版和2018年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

D623/L195 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 人民出版社 2015

D623/W619 政府工作报告 温家宝 人民出版社 2006

D623/Z862 政府工作报告 朱镕基 人民出版社 2002



D625.1/Z235/:2012-13 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 施昌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D632.4/Z077 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 张宝欣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9

D632.4/Z862 三峡工程移民与库区发展研究 朱农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D648-49/X828 什么是中华传统美德 徐小跃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D648.4/L296 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李小三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D691.2/H852 化家为国 黄丽君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20

D735.1/L904/:2011-12 印度国情报告 吕昭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D912.160.9/L785 国外图书馆法律选编 卢海燕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D920.0-53/Z762 总编辑的法学情缘 周国均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0

D922.32/Z342
北京市朝阳区解决农村地区历史遗留问题法律法规
政策汇编

赵增华 [出版者不详] 2005

D924.334/S921 金融诈骗罪 孙军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D924.334/Z252 金融犯罪与金融刑法新论 张智辉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D925.04/L125 公诉标准研究 李斌 方志出版社 2019

D925.201/Z762 理论刑事诉讼法学 周国均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0

D926.17/G142 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 :实务卷 :刑事审判篇 高憬宏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D955.111/L636 西班牙政党法规和党内法规选译 刘晋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D993.5/S709 海权 斯塔夫里迪斯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D996.9/L367 国际野生生物法 利斯特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D996.9/S804 空间碎片造成损害责任制度研究 苏惠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F0-0/G793 经邦济民治学创新 郭飞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F061.2/B982 领袖与经济增长 布雷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F119/A365 全球经济史 艾伦 译林出版社 2015

F12-53/Z608/:2013 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学术论文获奖文集 :经济卷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人民出版社 2014

F12-53/Z608/:2013 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学术论文获奖文集 :金融卷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人民出版社 2014

F12-53/Z608/:2013 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学术论文获奖文集 :保险卷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人民出版社 2014

F123.16/Z643/:2015(1) NAES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F123.393/G562/:1-3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三册) 官景辉 新华出版社 2006

F126/Z883 发展、减贫与政府管治 朱勋克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0

F127/W523/:2011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 姚慧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F127/Y357/:2012 中国西部发展报告 姚慧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F127/Z302/:2012-1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梁昊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F127/Z968 社会与发展 邹平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F127.1/M447/:2012-13 北京经济发展报告 孙天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F127.25/L348/:2018 山西经济社会蓝皮书 李中元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7

F127.26/L075/:2009和

2010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乐奇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F127.521/C945 城市与区域循环经济竞争力、低碳竞争力研究 慈福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F127.573/X236/:2014-

15
2014-2015年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与预测蓝皮书 周旻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F129.925/A688 山西经济地理 安树伟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F290/L738 城市经济学 刘治彦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F293/H462 城市管理 胡刚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F293/P484 城市管理学 彭和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F299.1/P578 首都城市功能研究 彭兴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F299.21/L210 大城小镇 李明超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F299.23/W825 宜居城市管理 吴琳 人民出版社 2007

F299.271/Z232 新型城市化 张英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F32-53/Z232/:1(2000-

2011)-2(2000-2011)
张英洪自选集(全二册) 张英洪 九州出版社 2012

F323.211/L687 耕地保护与土地开发研究 刘维新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5

F323.6/W480 中国城市近郊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研究 王作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F326.2-39/L526 林信十年 《林信十年》编委会编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

F326.2-39/Z594/:2019 中国林业信息化发展报告 李世东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

F326.23/J488(2) 中国现代林业 江泽慧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8

F326.24/G927/:2018 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报告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

F326.275.7/P592 海峡西岸现代林业发展战略 彭镇华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

F326.3/W194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之研究 王关区 2009

F326.32/A752 牧区制度与政策研究 敖仁其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9

F327.1/C567 京郊新型集体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陈水乡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F327.1/W322 光辉的历程 王瑞华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F327.1/Z194 京郊农村改革30年研究 张文茂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F327.1-53/B540
北京市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
编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F403.6/X278 园区经济论 向世聪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F426.1/B153 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白永利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6

F426.2/L182 国家战略框架下我国新能源财税政策研究 李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F426.5/L638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 刘纪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F592.775/Y292 和谐理论下的西藏旅游业发展研究 杨维军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

F812.7/G168/:2007、

2010、2011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高培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F83-

53/Q268/:43(2020.1)
新金融评论 黄益平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0.33/Z655 金融科技助推商业银行转型 潘光伟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1/W487 论金融全球化 王子先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F832/Z655/:2020 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
研究委员会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2-53/Z655/:2019 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获奖作品选集 潘光伟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2.1/L690 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 刘晓春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F832.1-53/W133 王传纶经济文论 王传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F832.3/Z655/:2019 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2.43/S955 扶贫小额信贷与公益信托制度研究 孙同全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F832.51/W954 科创板投资策略十讲 武超则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G127.1/Z155/:2012-13 北京文化发展报告 李建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G237.5/L225/:2 中国期刊发展报告 :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 李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G245/L175 现代会展业与区域开放论 李后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G250/A767 两岸三地图书馆学研究与发展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
会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
会

1998

G258.6-53/B399 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G269.271-

55/Q091/:99(2020.1)

和97(2019.3)
北京文博文丛 祁庆国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0

I206.341-53/L766 西汉文学文献辨思录 龙文玲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8

I207.222-55/Z638/:31
诗经研究丛刊.第三十一辑 :第十二届诗经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之三

王长华 学苑出版社 2018

I207.41-

55/W302/:15(2019)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 王萍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9

I207.8-53/L142 思无邪 李东华 源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I217.62/Y150/:1-5 新编杨慈灯文集(全五册) 夏正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1

I247.81/Y150/:1-3 民国往事 :百姓故事 上中下 杨慈灯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I247.81/Y150/:4 民国往事 :童话故事 杨慈灯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I247.81/Y150/:5-6 民国往事 :军旅故事 上下 杨慈灯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I251/Y305 心路：良知的命运 杨勋 新华出版社 2004

I253/Z094 大城故事 张东明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5

J641/F351 费克音乐戏剧作品集 费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J825.56/M342 江西傩及目连戏 毛礼镁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K203/L032/:5 丝路文化研究 赖永海 商务印书馆 2020

K263.05/L296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 李小三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K264.407/D345 新时期传承与弘扬长征精神研究 邓子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K269.4/L296 解读井冈山 李小三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7

K269.4/Z563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
编委会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7

K269.406/Z563 苏区风范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
编委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K269.406/Z563 井冈风范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
编委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K28-53/M143 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K281.4/N268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南文渊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K289-53/W460/:1 东夷文化论丛 王志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9

K313.2/S143 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 山中顺雅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K826.16/L282L 默默传奇 李希 [出版社不祥] 2020

K827=6/L663M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县委书记——刘仁堪 梅黎明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K870.4/Z638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国社科院 方志出版社 2007

K878.2/Z695 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图集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 学习出版社 2009

K878.2/Z695 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图集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 学习出版社 2009

K890-53/X311 民俗学前沿研究 萧放 商务印书馆 2018

K928.42-53/L175 长江学 李后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K928.5/J488/:1-2 华夏古村镇生态文化纪实(全二册) 江泽慧 人民出版社 2019

K928.641/H682 隋书地理志汇释 华林甫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9

Q178.53/J488/:1-2 中国海洋生态文化(全二册) 江泽慧 人民出版社 2018

S718.5/P592 安徽生态建设驱动科技支撑的理论及实践 彭镇华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4

S718.56/G927/:2017 2017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监测国家报告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

S812.95/W650 牧区草牧场制度改革之草牧场流转问题研究 文明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TP393.08/L175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李后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TU984.2/S785 都市圈战略规划研究 宋迎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TV213.4/G862 澜湄水资源合作 郭延军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X-01/C464 温室气体减排 陈健鹏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X171.4/P592 生态建设驱动理论与实践研究 彭镇华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4

X196/L972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罗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X196-53/L256/:1 环境经济与政策 李善同 科学出版社 2010

Z126.27/X274/:8 国学 刘敏 巴蜀书社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