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 

附件 9：教材专著建设（2018-2021）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材专著统计表（2018-2021） 

单位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排 名 出版单位/刊物名称 检索时间 

经济系 叶初升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编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胡晖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2017） 编著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罗知 新民营经济研究 编著 2（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叶永刚 2017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会计系 余国杰 财务金融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创业项目管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徐岚 服务营销服务营销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朱华伟 服务营销学 编著或教材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叶永刚 国家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王今朝 经济学原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冯文权 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第六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基于 MATLAB 的应用分析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叶永刚 区域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黄静 市场营销学 1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胡昌生 证券投资学（第三版）1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叶晓倩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齐绍洲 中国碳市场发展报告--从试点走向全国 编著或教材 2 人民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赖一飞 MBA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编著或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会计系 王颖 财务报表分析 编著或教材 1（副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夏清华 创业管理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财税系 王玮 地方财政学（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学（人民邮电） 编著或教材 1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谭力文 管理学（第 5 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侯伟丽 环境经济学 编著或教材 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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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 谢获宝 会计学原理（2020 年版） 编著或教材 1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黄宪 货币金融学（第七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工程 编著或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金融通识 编著或教材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侯伟丽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编著或教材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王玮 税收学原理（第 4 版） 编著或教材 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唐登山 税务稽查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营销系 黄敏学 网络营销（四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 2020 

金融系 黄宪 银行管理学（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杨艳琳 《现代财政与金融教程（第四版）》 编著或教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人文社科经典导引（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第三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文建东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营销系 黄静 新产品营销（第二版）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龚红 Active Aging: The Human Capital and Re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 in China 奖励著作 1 
美国 Horizon Research 

Publishing 出版社 
2020 

工商系 涂乙冬 道德型领导：提升企业绩效、团队创造力与员工幸福感 奖励著作 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博士后 李强谊 教育与中国农村减贫 奖励著作 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退休 谭力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研究 奖励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21 

保险系 杨霞 保险原理 教材 参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退休 魏华林 保险原理 教材 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余国杰 高级财务会计（第三版） 教材 1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许新霞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教材 3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周亚荣 会计制度设计（第二版）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余泽忠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第二版） 教材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曾国安 收入分配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教材 参编 

载许崇正主编：《人的发展经

济学教程——后现代主义经济

学》，科学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王玮 税收学原理（第 3 版） 教材 独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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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系 廖以臣 网络营销 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退休 颜鹏飞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第二版） 教材 第 2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王德祥 现代外国财政制度（第二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刁莉 转轨经济学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保险系 杨霞 保险学（第四版） 教材 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郑君君 工程估价（第四版）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陆菊春 工程经济学 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程鸿群 工程造价管理（第三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高宝俊 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秦仪 管理学（第 13 版）同步辅导·习题详解·考研真题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何国华 国际金融学 教材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会计系 周亚荣 会计学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会计系 田娟 会计学 教材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赵征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4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黄宪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潘敏 货币金融学（第六版） 教材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侯伟丽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教材 参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陈建安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教材 2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李燕萍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教材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赖一飞 项目管理概论（第 2 版） 教材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中国创新 50 人笔谈（2019） 皮书/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系 叶初升 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8-2019） 皮书/发展报告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张三保 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2020） 皮书/发展报告 参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 

世经系 刁莉 
Госудаоствен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 Китае(1980-1997)（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

（1980-1997）） 
外文专著 独著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

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汪挺松 Liner ship fleet planning: models and algorithm 外文专著 1 Elsevier 2017 

工商系 龚红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Mass Maker  Space of Chinese University 
外文专著 1 

美国 Horizon Research 

Publishing 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陈立敏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Report (EMR) 2019: Emerging Markets: Building 

Constructive Engagement《2019 年度新型经济体跨国企业报告：在新兴市场中建

立建设性的参与》 

外文专著 1 

SC Johnsen College of Business 

at Cornell University（美国康奈

尔大学商学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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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彭红枫 
金融工程：运用衍生工具管理风险（第三版）（Handbook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译著 1 REARSON,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齐绍洲 碳市场计量经济学分析：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清洁发展机制 译著 校对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韩国文 金融市场与机构（原书第 6 版） 译著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严若森 公司治理：组织视角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计量经济学入门：在 R 中的应用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肖光恩 空间数据分析：模型、方法与技术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管工系 陈植元 库存控制和供应链管理研究——基于需求预测更新的视角 译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桂世河 广告学：原理与实务（第 11 版） 译著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工商系 张三保 组织不端行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与案例研究 译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世经系 郭凛 Success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著作 参编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6 

金融系 叶永刚 大别山金融工程——基于中国湖北黄冈的示范分析 著作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刁莉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习题集 著作 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16 

营销系 黄敏学 价格波动风险下钢铁业的营销管理研究 著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叶永刚 农业金融工程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6 

营销系 黄敏学 社会化媒体的价值、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 著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郭熙保 现代经济学大典·发展经济学分册 著作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林玲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九卷）: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 著作 参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经研所 杨艳琳 中国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政策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6 

经研所 刘传江 “两型社会”视域下的产业低碳化发展——以中部地区为例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徐进 地方税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参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黄敏学 基金客户的动态细分与关系稳定策略研究 著作 丛书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退休 颜鹏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著作 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钟水映 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钟水映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著作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黄敏学 虚拟产品的社会化扩散机制研究 著作 丛书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报告（2017） 著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吴传清 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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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著作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游士兵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刘再起 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卫武 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认知及其反应：基于注意力的视角 著作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游士兵 色谱经济分析法理论与应用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陈翥 中国城市服务业经济研究 著作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李燕萍 中国改革 40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与展望 著作 1 科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黄宪 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研究——基于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视角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邓新明 中国情境下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向与行为研究 著作 1 人民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宋敏 新型城镇化蓝皮书  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7） 著作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经研所 辜胜阻 城镇化转型的轨迹与路径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齐绍洲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技经所 张克群 非专利实施实体问题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王恺 复杂生产环境下流程工业生产调度优化方法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苏灵 高管变更、权力重构路径与公司业绩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田娟 会计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研究 专著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保险系 王正文 基于经济资本的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6 

管工系 戴宾 基于室内定位服务的弹性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宋凌峰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部门信用风险传导与反馈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游士兵 经济增长新引擎模式研究 专著 2（导师） 科学出版社 2016 

金融系 余静文 全球经济失衡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转型、制度和金融发展的视角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二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三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经济系 乔洪武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三卷，第一卷) 专著 1 商务印书馆 2016 

管工系 沈校亮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与用户采纳行为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陶厚永 员工关系对组织行为影响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世经系 余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6 

工商系 叶晓倩 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与回任管理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会计系 蒋德权 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及经济后果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财税系 吴俊培 地方税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专著 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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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谢珺 董事会治理，CEO 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决策行为研究 专著 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徐岚 服务参与中的顾客社会化：策略、机制与后果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7 

营销系 崔楠 服务参与中的顾客社会化：策略、机制与后果 专著 2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李燕萍 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员工多焦点嵌入和工作行为研究——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胡晶晶 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机制研究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李艳丽 汇率预期影响下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与货币政策选择研究 专著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黄宪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研究 专著 2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代军勋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非常态—中国县域金融工程笔记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高宝俊 金融市场仿真——从微观个体行为到复杂宏观市场动态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赵征 金融体系风险配置机制的创新与优化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管工系 赖一飞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体制优化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周伟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及其影响研究：从宏观到微观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李雪松 农村水环境问题的经济机理分析与管理创新制度研究 专著 独著 科学出版社 2017 

工商系 刘艳 青年职业选择及发展：基于科学实证的建议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人力资本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和移民户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come growth of the re-

settler household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专著 2（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吴俊培 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技经所 王学军 
以就业为导向的三峡库区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研究（Study on the employment 

oriente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ing capacity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专著 2（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财税系 卢洪友 中国环境污染效应及治理机制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程承坪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专著 独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叶永刚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6）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7 

金融系 宋凌峰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6） 专著 2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罗知 中国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多重任务、效率损失与制度约束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研所 辜胜阻 转型时代的创业与创新 专著 独著 人民出版社 2017 

经济系 孙兴全 追寻制度文明的脚印——财政治理与财政监督问题的公共讨论 专著 独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7 

世经系 李锴 FDI 对中国工业能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8 

退休 魏华林 城市风险管理 专著 1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朱华伟 冲动购买内在机制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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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系 温兴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学研合作政策框架的主要脉络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技经所 陈昊雯 管理者关系与机会捕获：不同制度环境下资源储备与组织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陈继勇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8 

经研所 魏珊 湖北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状态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罗琦 控股股东投融资决策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胡羚燕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颜鹏飞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构建学说的现代意蕴 专著 2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经研所 辜胜阻 民营经济转型与新时代新动能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8 

营销系 寿志钢 内部营销理论的拓展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刘艳 青年职业选择及发展：基于科学实证的建议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金融系 李艳丽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王罡 市场—政府双元力量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作用机理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体系与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六人谈 2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工商系 李锡元 心理所有权的产生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 专著 1 上海交通大学 2018 

会计系 林晚发 债券市场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效率比较研究——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经济系 王今朝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专著 1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 

退休 简新华 著名经济学家纵论新时代经济 专著 1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世经系 刘威 G20 框架下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财税系 龚锋 财政激励、机会平等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经研所 董延芳 城镇化进程中代际分化的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温兴琦 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夏清华 电子竞技商业模式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数理系 邹薇 反贫困的中国路径：基于能力开发的视角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世经系 李卓 工业化中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专著 1 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谭力文 管理学学科地图 专著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吴传清 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 专著 1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张培 基于无标度网络的主权信用风险传染及应对策略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数理系 张芬 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世经系 齐绍洲 全球主要碳市场制度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李绍龙 授权型领导研究：影响效果、因素及其在团队中的分配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144 

退休 李健 我的诗与远方 专著 1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吴传清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报告（2018）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胡婷 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市场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制度变迁的视角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19 

经济系 王今朝 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 专著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营销系 汪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工商系 杜旌 中庸研究：探寻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传统文化力量 专著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金融系 宋凌峰 2019 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20 

保险系 魏华林 保险大国 专著 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创造套利—中国市域金融工程笔记 专著 1 东方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叶永刚 金融最后一公里 专著 1 东方出版社 2020 

世经系 刘再起 晋商与万里茶道 专著 独 人民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绿色金融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宋敏 区块链+金融科技 案例分析 专著 2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世经系 刘再起 世界主要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研究 专著 3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财税系 吴俊培 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金融系 胡志强 新股发行制度、技术创新与产品市场竞争的 IPO 决策机理研究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系 胡晶晶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研究 专著 1 人民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再探索 专著 1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研究 专著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 专著 1 济南出版社 2020 

经济所 杨艳琳 《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 

经济所 魏珊 湖北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劳动力因素影响研究 专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胡晖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营销系 汪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 

经济系 李旭超 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专著  人民出版社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