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移动终端，电子商务，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普及和发展，互联网掀起了一个

新的经济革命浪潮被称之为“共享经济”。在“互联网+”的时代，共享经济正在不断颠覆

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本期书展旨在为读者呈现多元化视角下的网络经济给传统经济带来

的重大影响和挑战。 

书  展  目  录 

 书   名 著（译）者 出 版 社 本馆索书号 

1 互联网银行：数字化新金融时代 
克里斯.斯进纳著 

张建敏译 
中信出版社 F830.49/80 

2 马云的局：阿里巴巴上市内幕 陈玉新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F724.6/65 

3 互联网+掘金 王长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272.7/120 

4 微商 3.0：移动电商实战 熊友君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221 

5 移动电商：运营方向 孔宇强 洪鹤麟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239 

6 互联网+营销 毛鹏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312 

7 微信公众号营销一本通 魏艳 朱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F713.365.2/202 

8 移动互联网时代 周旭阳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713.365.2/205 

9 读懂新常态：大变局与新动力 2 朱克力著 中信出版集团 F12/301 

10 
移动支付：“开启互联网+”商务之

门 
坚鹏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F830.73/98 

11 共享经济 艾瑞克.罗威特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2/390 

12 互联网经济新时代 崔荣光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49/114 

13 互联网+投资理财 褚超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830.59/520 

14 互联网+微媒体 
刘兴隆 康咏铧 程子

桉 董绍春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713.365.2/195 

15 社群+互联网+企业行动路线图 卢彦  纳兰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6.3/244 

16 互联网+酒店 李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9.2/326 

17 阿里巴巴品牌营销 108 招 陈志红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241 

18 手把手教你玩转微店功能 王俞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F713.365.2/207 

19 微商：这么营销才赚钱 
深圳市马帮云商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著 
机械出版社 F713.365.2/214 

20 
电商、微电商、销售口才与成交心

理学 
崔小西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F713.365/16 

21 互联网+微创业 郭春光  赵月阳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272.7/104 

22 
微商 2.0：打造月入百万的微商新模

式 
魏 星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194 

23 
互联网+交通：智能交通新革命时代

来临 
赵光辉  朱谷生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512/4 

24 一本书搞懂互联网金融 宁小军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F830.49/93 

25 
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传统商业模式

颠覆与重构 
郭勤贵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2.7/123 

26 
小米战记：深度解密雷军的参与感 

营销 
何志康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426.63/24 

27 
移动赢销：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么

营销就对了 
丁士安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189 

28 互联网+普惠金融：新金融时代 曹磊  钱海利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830.49/91 

29 华为哲学：任正非的企业之道 周留征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632.765.3/25 

30 魅力：苹果的魔法 盖伊.川崎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F471.266/104 



31 幸存者：手游创业之红海博弈 唐一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F426.63/27 

32 
全球制造大变局：互联网+时代的造

物革命 
梅伊鲍姆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407.4/61 

33 
工业互联网：打破智慧与机器的边

界 

（美）通用电气公司  

编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F403/5 

34 
越界：互联网+时代必先搞懂的大败

局 
张书乐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279.244.4/34 

35 互联网+电子招标采购实物教程 朱晋华  孙建文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284/108 

36 腾讯方法 潘东燕  王晓明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9.244.4/37 

37 
互联网+：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实

战完全攻略 
徐张生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F279.244.4/38 

38 腾讯之道 
艾永亮 刘官华 

梁璐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9.244.4/44 

39 腾讯帝国真相 彭垚 饶威祥 涂途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279.244.4/43 

40 粉丝日破百万的秘诀 付振乾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334 

41 玩转流量 
《销售与市场》杂志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324 

42 流量红利 郭广超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302 

43 从零开始学推广：互联网新思维 杨浩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306 

44 互联网+小米案例版 刘润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

版 
F426.63/21 

45 APP 营销解密 
程成 曾永红 王宪伟 

彭盾 王吉斌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 

46 互联网+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研究 
王振 李伟 陆军荣 

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F713.365.2/139 

 

47 一本书搞懂跨境电商 武亮  王跃进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F713.365/17 

48 引爆社群 唐兴通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52 

49 赢在移动终端 苏高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107 

50 网上开店、装修与推广 科教工作室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41 

51 百度 SEO 一本通 潘坚  李迅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45 

52 全网营销与 SEO 费舍金、哈根哈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293 

53 互联网金融 姚文平著 中信出版社 F830.49/76 

54 互联网+O2O 商业生态破局与重构 姜德敬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61 

55 移动互联网+新常态下的商业机会 曾响铃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274 

56 超级 IP：互联网时代的跨界营销 高德著 现代出版社 F713.365.2/280 

57 
双线融合：传统工业企业电商操盘

实战 
托尼富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260 

 

58 电商运营 阿里巴巴学院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250 

59 互联网+时代：外贸新手成长之路 莫伟雄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40.4/230 

60 
Photoshop 淘宝天猫网店美工与广告

设计：实战从入门到精通 
张子杰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P391.41/2298 

61 
点石成金：访客之上的 Web 和移动

可用性设计秘笈 
克鲁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P393.092/911 

62 机器人新时代 安德里亚.福尼 机械工业出版社 TP242/126 

63 一本书读懂移动物联网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

心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P393.4/519 

64 一本书读懂互联网+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

心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062.5/66 



65 
互联网+：传统经营者与创业者的新

盈利模式 
林军政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272.7/125 

66 互联网+的红利时代 陈逵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F49/115 

67 互联网+营销 毛鹏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312 

68 一本书读懂社区 O2O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

心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262 

69 大数据思维赢利模式 林汶奎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272.7/147 

70 
移动互联网时代：O2O 战略落地方法

与营销实战 
谭贤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713.365.2/222 

71 
碎片化时代：重新定义互联网+商业

新常态 
史蒂夫.萨马蒂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713.365.2/184 

72 我是微商：月入 50 万微商修炼笔记 徐东遙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56 

73 网络支付与结算 陈银凤, 贾玢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F830.49/106 

74 互联网+：金融理财新玩法 程侠义，魏艳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F830.49/107 

75 
网络帝国的王者：青年恺撒马

克·扎克伯格传奇 
鲁大庆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K837.125.38=6/25 

76 80 后财富新贵 永良编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K828.4=76/3 

77 生存力 韩威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

司 
K828.4/8 

78 网站建设与管理 李洪心, 刘继山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TP393.092.1/25 

79 
20 几岁凭什么改变世界：扎克伯格

传 
吴宇鑫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K837.125.38=6/40 

80 
一键下单：杰夫·贝佐斯与亚马逊

的崛起 

(美)理查德·勃兰特

(Richard L. 

Brandt)著 

中信出版社 K837.125.38=6/21 

81 自营销互联网方法 

(美)乔·普立兹(Joe 

Pulizzi)著, 张晓

青，王冬梅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79 

82 
APP 蓝图：Axure RP7.0 移动互联网

产品原型设计 
吕皓月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P393.092/898 

83 
探索与社交 

 

(美)罗布·加纳著 , 

张科译 
中国电力出版社 F713.365.2/73 

84 你早该这么玩微信 郭春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67 

85 博客·微博创建与营销全攻略 科教工作室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53 

86 互联网巨头创业微语录 马海峰，龚学刚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279.244.4/25 

87 大数据时代的电信与互联网管理 吴志鹏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F632/14 

88 共享经济时代 

雷切尔·博茨曼, 

路·罗杰斯著 ,唐朝

文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F713.365.2/130 

89 产业互联网时代下的商业模式变革 王大勇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27 

90 O2O 落地 张波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06 

91 自媒体红利 井婷婷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F713.365.2/114 

92 APP 营销实战 胡保坤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713.365.2/93 

93 微信营销实战 胡炬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713.365.2/52 

94 淘宝网店美工 DIY 攻略 曹天佑 王涛 胡渤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365.2/50 

95 海量运维、运营规划之道 唐文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93.092.1/12 

96 CSS3+DIV 网页样式与布局案例课堂 刘玉红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P393.092.2/102 

97 网站运维技术与实践 饶琛琳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93.092.1/9 

98 电商淘金 恒盛杰电商资讯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2/172 

http://202.193.99.166/opac/search?searchWay=title&q=%E6%8E%A2%E7%B4%A2%E4%B8%8E%E7%A4%BE%E4%BA%A4
http://202.193.99.166/opac/search?searchWay=title&q=%E6%8E%A2%E7%B4%A2%E4%B8%8E%E7%A4%BE%E4%BA%A4


99 微信公众营销与运营完全攻略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

心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713.365.2/235 

100 马化腾的经营观 李强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279.244.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