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书号 题 名 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
B259.15/Z437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郑匡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B313.4/L495 福泽谕吉与《学问之劝》 林呈蓉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7

B516.59/X433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 谢地坤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B561.49/D131 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 戴雪 商务印书馆 2020

B82-066/S954 伦理学之后 孙伟平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B929.2/Z801/:1-4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藏外佛经 周燮藩 黄山书社 2005

B929.2/Z801/:20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藏外佛经 周燮藩 黄山书社 2005

B946.3/Z762 唯心与了别 周贵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C53/L032/:3,5,6,10 宏德学刊 赖永海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C53/Z771/:1-5 周洁夫文集(全五卷) 周洁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C91-092/Y091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阎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C912.8/L271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协调路径研究 李天芳 人民出版社 2017

D092.5/G338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 耿云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D23-53/X151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习近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D25/Z794 新形势下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研究 周天楠 人民出版社 2018

D442/Z863 论妇女解放与妇女干部的修养 朱瑞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6

D442.6/S784 砥砺奋进 宋秀岩 商务印书馆 2017

D619.653/Y912 深圳经济特区40年 袁晓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D634.331.3/L962 日本长崎粤籍华侨史料选辑 罗晓红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D634.371.2/M285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麦礼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D634.377.1/S801 甘蔗收割者 苏阿冠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D663/W746 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 吴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D693.74/W316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D748.438/X658 唐人街 帕斯卡尔·修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D822/W429 磨合中的建构 王逸舟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D822.3/Z233 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D871.20/Z783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周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D922.16/S783 媒介消费的法律保障 宋小卫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D923.24/S969 中国物权法总论 孙宪忠 法律出版社 2003

F113.4/S60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 : 操作指南与步骤 : 2011年轮国
际比较项目

世界银行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中文书库新书目录（2021年第2期）



F113.4/S601
测度世界经济的真实规模 : 国际比较项目的框架、方法和
结果

世界银行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F121.3/C298 规模型竞争论 常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F126.2/Z152 增长与分享 张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F127.65/L030 深港合作40年 赖明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653/C472 深圳故事 陈金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653/T102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深圳探索 谭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653/W762 深圳密码 吴定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653/Y920 新时代深圳全域协调发展前瞻 袁义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9/C1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特区理论与实践 曹天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7.9/Y924 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 袁易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129/W445/:2 中国经济通史 :明代经济卷 王毓铨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F131.209/J538 东亚华侨资本和近代朝鲜 姜抮亚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F131.399/Z121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 张季风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F269.276.53/N212 深圳产业政策40年 南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F276.6/Y162 全球竞争 杨丹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F279.23/S601/:2019 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 宋林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

F279.247/L819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鲁桐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F299.276.51/L223 村落的终结 李培林 商务印书馆 2004

F329.03/Z247/:1-2 汉晋唐时期农业（上下） 张泽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F752.0/F483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贸易政策 冯雷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F812.5/Z049 债务的边界 本书课题组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F832.5/H167 中国投资基金制度变迁分析 何德旭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G112/X323 文化转向的由来 萧俊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G257.33/Z800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论文统计与分析 周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G322/Q937/:2015和20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学习出版社 2020

H146.3/L605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刘丹青 商务印书馆 2003

I106.2/L984 故事的歌手 洛德 中华书局 2004

I207.209/Y225 元诗史 杨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I217.62/J245 带灯 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217.62/J245 古炉 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217.62/J245 废都 贾平凹 作家出版社 2009

I217.62/J245 暂坐 贾平凹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

I217.62/J245/:1-3 贾平凹文集 :短篇小说. 壹.贰.叁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4-7 贾平凹文集 :中篇小说. 壹.贰.叁.肆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8 贾平凹文集 :商州 白夜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9 贾平凹文集 :浮躁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0 贾平凹文集 :妊娠 土门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1-13,18 贾平凹文集 :散文. 壹.贰.叁.肆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4 贾平凹文集 :散文杂著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5 贾平凹文集 :高老庄·怀念狼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6 贾平凹文集 :我是农民·老西安·西路上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7 贾平凹文集 :病相报告·听来的故事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19 贾平凹文集 :秦腔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17.62/J245/:20 贾平凹文集 :高兴 贾平凹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251/X865 不能忘却的战斗 许贵青 [出版社不详] 2020

I266.5/W820 吴雷川日记 吴雷川 商务印书馆 2020

I276.225/Z107 黄土风情歌谣录 张贵喜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

K203/L032/:1，2,4 丝路文化研究. 第一、二、四辑 赖永海 商务印书馆 2017

K28/B124 草原那达慕文化研究 白红梅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B221 草原苏力德文化研究 包·赛吉拉夫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C423 草原史诗文化研究 陈岗龙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G865 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 郭雨桥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N004 草原图腾文化研究 那木吉拉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S859 草原腾格里文化研究 苏尤格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W195 草原生态文化研究 王关区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W311 草原敖包文化研究 王其格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Y725 草原毡帐文化研究 于学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Z124 草原饮食文化研究 张景明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6

K280.45/H213 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何星亮 商务印书馆 2003

K281.1/X295/:1-2 《岭东日报·潮嘉新闻》梅州客家侨乡史料选编(全二册) 肖文评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K351.03/L635 印度文明 刘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K825.2=342/G557P 关羽 濮文起 商务印书馆 2020

K827=52/L299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李细珠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K835.467 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 陈祥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K836.115.2=43/K230 澳新军团中的华裔军人 康爱德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K870.4/Y131/:1-2 古诗文名物新证（全二册） 扬之水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K877.54/G863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 郭沂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K878.3/J506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 姜波 文物出版社 2003



K925.2/W922 青山胡同 吴宗杰 商务印书馆 2020

TV213.4/L348 化解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研究 李周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

X820.3/Z458 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 :理论 、方法与实践 郑玉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