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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逻辑，飞翔的梦想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关键词 平台经济 资源配置 产业升级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正在

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贯通经济循环发挥着

愈发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大的动能。4月财经

类好书中，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国平台经济政府监管创新研究》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

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数字经济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蓝

图。因此4月财经类好书也聚焦数字经济。《新治理：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及其制度体系，梳理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数字赋能：

数字时代的企业创新逻辑》则剖析数字时代下企业管理的挑战与机遇，着重阐释数字技

术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影响。

数字经济描绘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我国平台经济政府监管创新研究》王玉

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86.00元

ISBN：9787010238197

当前，我国正处于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

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

平台经济成为重要引擎。平台经济由于外部

性、多属性、内生性的特点以及快速变化、跨

界发展和体量巨大的现实特征，使得建立在

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上的“金字塔形”政府监管

模式不再适用。该书系统梳理了我国平台经

济的监管现状，并基于美国、英国、日本的先

进经验进行分析，构建了“核心价值观-治理

理念-实现路径”的多层级监管架构，导出政

府需要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对平台企业进

行有效管理。

《新治理：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

展》刘西友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

月版/69.00元

ISBN：9787504694324

该书从制度体系建设层面研究数字经

济，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及其制度体

系，不但梳理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还分析

了国内外相关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并对我国

的相关体系建设给出了可行性建议。该书借

鉴实践，对当今数字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案例剖析，让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案例去

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蓝图，同时给繁荣的数字

经济发展提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艺术和艺术家：经济学的视角法》[法]格

扎维埃·格雷夫著 王晶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3月版/48.00元

ISBN：9787100206495

艺术是不喜欢经济学的，唯恐经济学的

逻辑取代了美学的逻辑。但艺术活动也是一

种经济活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艺术活动

另当别论。相反，艺术活动如果缺少经济学

分析，它的持续性和坚韧度将会大打折扣。

如何评估艺术产品的质量？如何降低产品风

险？经济学如何关注艺术家的行为？通过阅

读该书，我们可以洞悉艺术经济学诞生的缘

起、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策略。

《实业强国：中国制造自强之路》观察者

网《科工力量栏目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版/68.00元

ISBN：9787300304212

从 20 世纪初民族工业开始繁荣，我国

的实业强国之路从充满荆棘到自立自强，

走过了百年历程。该书由观察者网的几位

青年产业记者共同写作而成。他们长期跟

踪观察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记录我国

科技工业领域上演的鲜活故事，探索全球

产业链格局及背后的成因。书中讲述的 23

个核心产业故事，对民族工业进行了客观

理性的梳理。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徐奇

渊、东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版/108.00元

ISBN：9787300301501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大势。在全球产

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

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挑战。

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

链重构当中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该书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分析主线，同时将疫

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在理论

上提炼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

控的二元悖论，并进行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

政策实践探讨。

《四万万顾客》[美]卡尔·克劳著 徐阳译/

九州出版社 2022年4月版/48.00元

ISBN：9787522507347

该书是负有盛名的“外国人看中国”著述

之一，作者卡尔·克劳在中国生活了25年，是老

资格的“中国通”，他以丰富的经历、灵动的文

笔，淋漓尽致地书写了东方古国的风土人情。

克劳创办的广告公司是20世纪初上海四大外

资广告企业之一，它在多个领域首开先河，如

成功使用“摩登女郎”形象，引领民国广告业风

潮；推出与商品相关的出版物，促进国人对新

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灵活调整促销方式使赠品

适应中国市场等。丰富的案例及对顾客心理

的精准研究，不仅在当时向外国人澄清了对中

国的种种误解，而且在全民带货的今天，对中

国卖家及买家也具有别样的启发和参考。

《三精管理》宋志平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年4月版/79.00元

ISBN：9787111702870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扎根企业40多年，

曾带领两家企业双双跻身世界 500 强行列。

他潜心创造出一套中国式企业工法——三精

十二化，集管理和经营于一体，兼顾效率和效

益，兼修内功和外功，让管理者看得懂、可实

操、有成效。三精管理的理念体现为全员参

与、持续改进、系统优化。全员参与：每个人

都是三精管理的践行者和维护者；持续改进：

坚持目标导向，紧盯细节，以持续创新的思维

寻求突破、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努力改进；系统

优化：三精管理的着眼点必须是全要素的，而

不能割裂到每条业务线上各自推动。学习三

精管理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组织的健康度、产

品的竞争力和经营的整体效益。

《数字赋能：数字时代的企业创新逻辑》

苏钟海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4月版/

58.00元

ISBN：9787308223621

该书首先对“数字赋能”概念进行辨析，

剖析数字时代下企业管理的挑战与机遇。其

次，着重从数字时代企业战略分析框架、产品

创新、制造创新、营销创新等几方面阐释数字

技术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影响。该书将向读者

呈现一张关于数字赋能全面全新的概览图，

书中所呈现的不仅是企业在数字时代的生存

之道，也是应对未来挑战的思想武器。

《把思考作为习惯》韩焱著/天津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22年4月版/89.00元

ISBN：9787557689322

该书是湛庐创始人韩焱的新作，在书中，

她真诚地揭示出湛庐成功的秘密。作者创新

性地为我们构建起一个关于“把思考变为习

惯”的实践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自己的固

有思维，不断抓住进阶机会，完善自己的能力

拼图，以从容应对复杂问题。

《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贾

康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版/78.00元

ISBN：9787521737455

该书为著名经济学家贾康，针对中国改

革问题，本着研究真问题，拿出真见解的原

则，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从制度、要素、战

略和底线四个部分，阐述中国改革中的难点

和卡脖子问题，例如，如何推进财税制度改

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落实“双循

环”、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面对老

龄化、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如何实现共同

富裕等等，契合改革热点，直击改革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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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

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段鑫星等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 年 2 月版/

59.80元

ISBN：9787115576125

该书涵盖了九大人格类型，并且

围绕每一种介绍了一个以该种人格类

型者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通过本

书，读者可以学习在亲密关系中各个

人格类型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感

受；他们的恋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

感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双方

应该做些什么让爱情更甜蜜；从书中

看到自己爱情故事的影子，或者找到

实用的建议。

《餐馆》[英]威廉·席特维尔著 吴慈

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 3月版/

59.00元

ISBN：9787218151601

该书是英国美食作家、评论家威

廉·席特维尔全新力作，是一段“出去

吃”的趣味历史，一个关于艺术、政

治、革命、渴望和享乐主义的故事。

一个餐馆就是一座文化博物馆，作者

记录了各国著名餐馆及不同年代人

们的饮食偏好、餐桌礼仪、待客之道和

文化禁忌，展现了各国文明的兴衰和

时代变迁。

《环球扶摇九万里：我的68天飞行

手记》张博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

年4月版/78.00元

ISBN：9787519292553

该书是一部环球飞行手记，也是一

部关于梦想、勇气和爱的诗篇。作者曾

飞越北极冰原，跨越欧亚大陆，在格陵

兰冰山峡谷间穿行，在灯光明灭的欧城

镇陆上空夜航，在辽阔的中亚荒漠俯瞰

……以充满激情和勇气的飞行经历，展

现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作者

在书中以第一人称方式，深情展现这次

不同寻常的飞行，不仅淋漓尽致地演绎

了人类的自由飞行之梦，更以纯真的态

度讴歌了亲情、友情，以及超越民族和

信仰的人间温情。

《简单的逻辑学》刘洪波著/四川文

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45.00元

ISBN：9787541162886

该书是一本入门逻辑学的简明读

本。作者继《基本演绎法》之后，再一

次“厚书讲薄”，化晦涩难懂为通俗有

趣，运用超过 120 个生动鲜活的事例，

阐述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好读、

好懂、好用，让人走出思维误区，重塑

思维体系，使说话更有条理，决策更清

晰，行动更高效。

《图书馆杂记》[英] 克莱尔·科克-

斯塔基著 陆紫莹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4月版/55.00元

ISBN：9787100188463

该书不仅是讲述全球图书馆的整

体面貌，还选出一些世界上最有名、

最具代表性的图书馆馆藏珍品和工

作细节进行单独、详细的介绍。书中

内容还包括了世界上各种奇特的图

书馆以及相关逸事。该书可以帮人

了解千奇百怪的图书馆和陈列室，探

知图书馆运作的秘密、学习专业的图

书馆术语，走近令人称奇的藏书与藏

品背后的奇人异事。

科普类（5种）

《地层“金钉子”：地球演化历史的关

键节点》詹仁斌、张元动著/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2022年1月版/600.00元

ISBN：9787571324315

该书介绍全球的“金钉子”（“全球界

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的俗称），按照地球所

有岩石形成时代（时间）的先后，从前寒武

系到第四系，每个系为一章，述说全球范

围内该系的概况，介绍该系的国际标准年

代地层划分框架，然后以“阶”为单位，按

顺序逐个建设每个“阶”底界的“金钉子”

内容，包括定义、地质和地理描述、永久性

标志牌、辅助层型介绍、公认性等。

《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赵

思家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2月

版/58.00元

ISBN：9787571013653

该书是一本有关大脑神经的趣味科

普通俗读物。作者在书中用生活化的语

言为人们系统专业地解释什么是神经递

质，它们在大脑中的工作机制是什么，对7

种最常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血清

素、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谷氨酸、

GABA、内啡肽一一清楚讲解。

《让火箭起飞的女孩》[美] 娜塔莉亚·
霍尔特著 阳曦译/九州出版社2022年3月

版/56.00元

ISBN：9787522506821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招募了一群年轻女性来完成所有关

键的计算工作。她们打破了女性只能从

事无关紧要的文秘工作的固有印象。同

样身为女性的科学家娜塔莉亚·霍尔特敏

锐又细致地刻画了她们拥有女性、母亲和

科技工作者多重身份的光辉与挑战。该

书基于大量的访谈、档案和文献，以这些

杰出女性的人生故事为主线，既是一部科

技领域女性的生命史，也是一部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发展史和

人类太空探索史。

《我们从哪里来：史前环境与中华文

明的起源》罗三洋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4月版/80.00元

ISBN：9787559659484

作者将观察视角锁定在 9.6 亿年前至

公元前4000 年的那片后来被称为“ 中国 ”

的陆地上。那是怎样沧海桑田的环境变

迁？我们的祖先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翻天覆

地的变化？与现代人脑容量相当的祖先们

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在单纯依靠历史学

无法探知的领域，作者综合运用人类学、环

境学、考古学、地质学、神话传说等诸多领

域知识，试图解答“我们从哪里来”。

《未来500年：迈向太空的生命工程

之旅》[美]克里斯托弗·梅森著 何万青、何

佳茗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2年 4月版/

54.00元

ISBN：9787121430619

作者曾担任7个NASA空间任务的首

席研究员，通过对太空宇航员血液、骨骼、

基因等变化的研究，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和前沿的生物科技为基础，把科学家的严

谨务实和星辰大海的愿景通过 10 年、20

年、50年、100年、500年的跨度铺开，铺陈

每一个阶段面临的生物科学、宇航科学和

围绕人类身体的诸多挑战和应对之道，其

中的挑战远多于科幻作品中描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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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新时代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路径密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党建读物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了《怎样成长为新

时代优秀年轻干部》一书，近日起在全国发行。

从2019 年春季学期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六次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六次重要讲话主题各有侧重但又一脉相承，围绕新时代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年轻干部、怎样成长为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年轻干部等主题作了深刻阐述，强调

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希望年轻干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

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为广大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为加强新时代年轻干

部队伍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该书对标对表中央要求，回顾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阐释了新时代年轻干部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通过讲故事、学先进、教方法、解疑惑，提出了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路径密码，是广

大年轻干部成长为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学习参考。 （文萱）

享用各种美食，是人生活中的一大快事。《餐馆》一书中，作者吃遍各国著名

的餐馆，大快朵颐的同时也传播了异域文化。在因疫情不能去往远方的当下，

给人精神上的慰藉。环球飞行向来承载着梦想家的勇敢和野心，《环球扶摇九

万里》记载了作者68天的手记。人类一直在探索天空和更远的太空，这其中女

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以文献为基础，刻画了杰出女性群

体的故事。《未来500年：迈向太空的生命工程之旅》则把人类的美好愿景，延伸

到了更远的时间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