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海南经济

作者简介：胡光辉(1959-)，湖南人，经济学

硕士。现任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著有《现代工业：海南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海南向全面小康社会奋进》等。欧阳卉然

(1966-)，江西人，硕士，副研究员。现任海

南省政府研究室调研处副处长。著有《海洋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探讨》、《资产重组：海南上市公司解困良方》等。

内容简介：本书把海南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大背景下，

深入分析海南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提出了海南参与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总体构想，对几个重点合作领域提出了很好的

思路和应对建议。

6.贸易论:三种 (英) 托马斯·孟, 尼古拉斯·巴尔本, 达德利·诺

思著

7.贸易论:三种 商务印书馆 2009

个人责任者:托马斯·曼(Mun, Thomas), 1571-1641 、巴尔

邦 (Barbon, Nicholas),约 1640-1698 、诺思 (North,

Dudley), 1641-1691

提要文摘附注:本书收录的三部《贸易论》，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托马斯·孟、尼古拉、巴尔本和达德到·诺思的著作。这三

部《贸易论》适应十七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



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们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对后来的经济学说有一定的影响，是了

解和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及其发展的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10.自贸区大时代:从福建自贸试验区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团体责任者:福建师范大学福建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著

内容简介:2015 年 4 月，福建自贸区正式挂牌，作为自贸区 2.0 时

代布局在海峡对岸的自贸区，同时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福建的未来发展备受关注。本书的主体内容即围绕福建自贸区

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展开，全书分为三篇，上篇是自贸区概述，

主要讲全球自贸区现状、中国自贸区 2.0 时代局面、上海自贸区现

状。中篇重点讲福建自贸区问题，主要内容有福建自贸区是什么，

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挑战，未来如何。下篇讲福建自贸区的影响，

主要内容是福建自贸区对福建。

11.赢在自贸区 2,经济新常态下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

团体责任者: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 编著

内容简介:上海以及上海自贸区是新一轮改革的排头兵，其将直接决

定这次改革的成败以及中国经济是否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局势下翻身。

本书修订的背景：1）第一版内容主要为读者普及了上海自贸区的基

本知识，许多已经很陈旧；2）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读者经历了信



息大爆炸，不免会有混乱，需要权威的梳理导向；3）上海自贸区三

年内肩负着为深化改革积累经验的任务，三年内都将成为社会各界

的关注焦点；4）本书的作者团队与政府决策部门深度互动，对自贸

区有深入的体认。在此背景下，本书启动第二版的修订，修订幅度

超过 60%，主要内容包括：1）自贸区自挂牌来做了什么，未来两年

还有什么需要做？会给政商各界带来什么样的机会？2）在政府管理、

投资、金融、贸易、法律等领域，目前的问题是什么？改革的难点

在哪里？如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本次修订的最大特点是实务

导向，从自贸区挂牌以来的真实案例出发，为读者提供切实有用的

指导。

12.基地报告.第 2卷,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思路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作者:裴长洪著

内容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揭开了我国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序幕，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

开放战略”的标志性事件，新一轮对外开放究竟“新”在哪里，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又如何体现这个“新”的内涵，本书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研

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构

想。

13.全球视野下的自由贸易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冯叔君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在判断全球趋势、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向的基础上，

对全球化最新趋势、全球价值链分工及中国应对、中国外贸升级与

自贸区的关系、中国金融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资本

项的自由兑换、全球价值链中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及中国的应

对、自贸区的“营改增”税收实践、自贸区离岸再保险中心建设等

问题作出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14.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定位研究 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5

作者:陈淑梅著

内容简介:21 世纪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彰显出规则化、巨型化、跨区

域、多边化和机制化等特征。本书探讨了我国区域贸易协定（RTA）

的战略定位和贸易政策，由理论篇、实证篇、比较篇和战略篇四部

分组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调整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必然选择。

15.胜在自贸区:赵晓雷和他的团队论自贸区的扩大与深化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赵晓雷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自贸区扩大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 ;

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自贸区与经济新常态 ; 自贸区第三方

评估及复制推广。



16.比较视野下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机制与法律规范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5

作者:胡岩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 自由贸易区概述、自由贸易区的特征、自

由贸易区运行理论、自由贸易区的运作、自由贸易区立法比较研究、

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条件等。

17.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

作者:刘晨阳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中日韩 FTA 的背景 ; 中日韩 FTA 的

货物贸易自由化 ; 中日韩 FTA 的投资自由化 ; 中日韩 FTA 的服务

贸易自由化 ; 中日韩FTA贸易便利化合作和中日韩FTA的发展趋势

六章。

18.中日韩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袁立波, 1979- 著

内容简介:本书就中日韩三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整体服务贸易情况、发展特点以及产业内贸易

水平进行研究, 并结合中日韩服务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分析, 寻找它

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和竞争性的领域 ; 通过对中日韩已参与的区域

服务贸易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分析在多边和区域框架下的服务贸易

开放程度、贸易壁垒和国内规制的情况, 以为中日韩服务贸易协定

的建立寻找一个既符合三者利益又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



本书通过实证方法来分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给中日韩三国带来的

服务贸易创造效应, 最后为中国参与中日韩区域服务贸易合作提供

政策建议。

20.新功能主义理论与中日韩 FTA 建构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4

作者:李冬新, 1982- 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是通过批判性研究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理论

范式, 确立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是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最佳适

合路径 ; 继而探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各种构想, 包括中日韩三

方各自提出了哪些战略性建议、具体方案以及三国各自的关注点和

可能的利益冲突点 ; 进而对中日韩三国在农业、服务业、制造业、

水产业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的合作进行损益比较, 并通过借鉴欧盟和

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的实践经验, 构建“三高”的三国自由贸

易区理论。

21.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与治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作者:陈万灵、吴喜龄著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历

程, 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的状况, 阐述了双方经贸合

作对各自的影响, 并对其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 继而对中国一东里

经贸合作的背景、面临的问题以及战略选择进行分析, 提出打造中



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中长期目标和提升一体化水平的战略

方向。

23.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转型升

级:2014 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蓝皮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作者:石良平、孙浩、黄丙志著

内容简介:本书稿是 2014 年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蓝皮书。书稿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路径进行了分析, 回顾了

外贸战略调整过程中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历程 ; 就上海国际

贸易中心建设实证分析、自贸区 (FTA) 战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等问题作了独到而有深入的理论分析。

24.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挑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作者:李向阳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论文讨论的主题是中日韩自贸区，地理范围主要是指

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包括东盟和美国等在内的东亚甚至亚太也有

涉及；研究的主要问题，既包括与中日韩 FTA 直接相关的农业与农

产品贸易、主导权之争、阻碍与促进因素等，也包括美国的 FTA 政

策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影响、东盟的态度等，以及中日韩之间的历史

问题、领土争端、地区安全局势等。

25.赢在自贸区:寻找改革红利时代的财富与机遇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4

作者:赵晓雷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从自贸区研究智库的角度，以国际贸易规则重塑和十

八大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大背景，深入分析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宏

观/微观、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权威解读上海自贸区所涉及

的相关行业领域的机遇与挑战，深入探讨上海自贸区推出的政策创

新与体制调整，为企业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快速融入上海自贸区并

加速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

26.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

社2014

作者简介:曾文革, 1966 年生, 重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业

贸易的定义、特征、政治经济基础和基本国际法框架等理论问题, 分

析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业贸易现状和各自比较优势, 挖掘中国-东

盟自贸区农业贸易的政治经济基础, 归纳总结自贸区农业贸易的国

际法体系。第二章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区与 WTO 在农业贸易规则上的

基本关系, 既考察 WTO 体系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合法基础, 也审

视二者在哪些问题上形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而哪些问题仍然

适用 WTO 的相关规定, 通过对此的详尽梳理来探寻发挥二者协同效

应满足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贸易需要的未来图景。第三章着眼于中

国-东盟自贸区农产品贸易主要法律问题等。

27.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报

告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团体责任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内容简介:本书分课题报告和研讨纪要两个部分, 收录的论文包括:

袁志刚《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 罗长远《借力上

海自贸区建设, 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等。

28.自由贸易区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作者:李璐玲主编、张娜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四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 自由贸易区管理体

制法律问题研究、自由贸易区市场准入与经营主体法律问题研究等。

29.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陈文芝 (1982-), 女, 浙江瑞安人, 2004 年毕业于浙江

工商大学,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四章, 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 文

献综述; 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 中国制造业现实; 贸易自由化

与行业生产率: 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等。

31.自贸区打通关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

作者: 顾卫荣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为国内首本自贸区通俗服务指南, 从实战出发, 以

时尚而轻松的文字, 从实用而又专业的角度, 对自贸区进行了“脱

水”解读, “干货”遍布字里行间。



32.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及其地位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3

作者简介:王新哲 (1964-), 男, 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教授, 院长,

管理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中国一东盟研究中心 (广西科学实验中

心) 研究员。刘志雄 (1982-), 男, 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会计系主任, 广西“十百千”拔尖会计

人才, “十百”层次学术类第一期培养对象。

内容简介: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扩大了中国与东盟

区域经济合作之路。纵观英国、美国上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

现, 世界强国无一不是贸易强国, 贸易强国并不只是出口强国, 也

伴随着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和资本输出与金融霸权的确立。本书将

围绕产品的市场提供、资本输出和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这三个层面,

研究市场提供者经济地位演进的规律, 在研究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

的基础上, 分析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及地位, 探究中国作

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的动力机制, 揭示中国实现作为东盟国家市

场提供者的路径。

33.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150 问 格致出版社 2013

团体责任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有关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方面知

识的普及性读物。通过问答的形式形象地解释了有关上海自贸区的



相关问题, 包括: 指导思想与基础知识、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

的开放等内容。

34.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格致出版社 2013

作者:袁志刚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十二章, 主要内容包括: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与中国应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战略思考、借力上海自贸试验区

建设, 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等。

35.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4

作者: 陶蔚莲、李九领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上海自贸区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了国际自贸区

的演进与发展, 从功能定位、政策体系、管理体制和法治建设方面

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海关监管制度入手, 提

出了制度创新的架构和路径安排, 对上海自贸区的功能拓展与海关

制度创新思路进行了探索, 并展望了中国自贸区战略与海关监管制

度创新的发展前景。

43.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制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作者:温树英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范为主题，以论述金融

服务贸易多边法律规范和区域性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为基础，分析

了多边法律规范和区域性法律规范的相互作用。



44.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0

作者:昂格尔 (Unger, Roberto Mangabeira), 1947- 著

个人次要责任者:高健译

内容简介:本书为美国著名学者昂格尔 2007 年出版的新作，作者作

为世界上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在本书中，对传统的自由贸易进行了

修正，作者并非像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者那样攻击自由贸易，而

是通过修正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来实现一种新的

经济贸易体系。作者指出的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弊端，提出我们可

以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化的观点，通过研究劳动的世界分工的特点来

实现一种合理、高效的经济全球化。

46.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作者:杨贵言著

内容简介:本书共五章内容。包括东亚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由贸

易理论问题、中日韩贸易战略及关系、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中

日关系探讨等。

52.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重构与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

社2011

作者:蔡宏波, 1982-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当今世界区域化的最集中表现-双边自由贸易为对

象，对其形成和发展机理重新进行系统阐释，构建起由市场份额、



工业化水平、自由贸易协定（FTA）存量、产品替代率和初始外部关

税 5个要素共同决定的 FTA 理论的全新框架，并通过应用数据统计、

引力模型和数值模拟等工具为其提供现实佐证。

53.备受非议的自由贸易 中信出版社 2003

作者:欧文,道格拉斯·A. 著

内容简介: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人们对自由贸易

政策的敌视？本书对双方在上个世纪的多次理论冲突进行了纵向的

考察，深入分析了自由贸易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等。

54.今日自由贸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巴格沃蒂, J. (Bhagwati, Jagdish)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经济全球化正遭受的全面攻击为背景，应用贸易政

策理论的革命性发展来证明社会环境目标和自由贸易两者的兼得性，

讨论了实现自由贸易的几种途径等。

55.贸易自由化与有效环境保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作者:佘群芝著

内容简介:本书述评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并对实践探讨，重点分析

NAFTA 的贸易和环境效应，探讨 NAFTA 的贸易自由化和环保趋势对

中国的影响等。

57.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作者:周申著



内容简介:本书归纳了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策配合的基

本理论线索及其发展方向,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

策配合的必要性。

59.境外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保税区比较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李友华著

内容简介:本书从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区域、类型、功能、管理体

制的自由贸易区的立法形式、设区主体、功能定位及管理体制模式

比较研究中，设计出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最优体制模式，

并对我国保税区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拓展、政策调整、管理体制改革

等，提出我国保税区转型过程中体制改革的方案。

60.环境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作者:国冬梅著

内容简介: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WTO 有关环境货物与服务新一轮谈

判的总体分析、WTO 有关环境货物与服务谈判焦点问题分析、我国

环境货物与服务市场供求及其贸易自由化分析等。

6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霍伟东著

内容简介:本书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经济学、国际政治

经济学以及文化等学科，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学理论

背景、国际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



6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与中国方略 经济科学出版

社2010

作者:杨克斯 (1949~) 著

内容简介:本书分三篇从战略及其推进、引导策略、成员国经济贸易

政策协调和保障等几个方面探讨政府、企业以及中国各区域如何应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64.中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高巍著

内容简介:《中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研究》结合当今国际贸易领

域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兴起和中印

两国的崛起，对中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重大命题展开具

体而系统的分析。全书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为切入点，

着重对中国和印度的产业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其

他领域的合作进行比较研究，多角度地分析中印双方经济贸易的比

较优势及互补性；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论述中印签订 FTA 的必要

性及现实可行性；充分论证中印两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对于巩固中印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和提高两国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影响。作者通过

自行设计的分析框架，综合各种因素，对中印签订 FTA 的前景进行

研判：运用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中印签订 FTA 为双方带来

的影响，并对推进中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最终签订 FTA 提出相



关对策建议。 本书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65.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

商务出版社 2005

作者:施本植主编、戴杰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 11 章，包括：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化发展态

势、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历史发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次区域合作及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东盟国家的

区域化发展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意义。

67.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理论·实践·前景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2008

作者:尤安山著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自由贸易区理论与中国－东盟实践、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经济的互动关系、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有待突破的问题等

69.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胡庆江 (经济学)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出发，

深入探讨了影响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的经济基础和约

束条件，通过对南北型自由贸易区路径选择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东



亚国家应如何借鉴 EU、NAFTA 的成功经验并吸取 APEC 自由贸易安排

的教训。

71.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企业如何应对:how the business is

respond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作者:(日)河合正弘主编、(英)维格那拉加(Wignaraja,

Ganesha)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概论、东北亚、东盟经济体、结论。主要内容包

括：导论；主要研究结果和政策含义；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海南经济
	作者简介：胡光辉(1959-)，湖南人，经济学硕士。现任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著有《现代
	内容简介：本书把海南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大背景下，深入分析海南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提出了
	6.贸易论:三种  (英) 托马斯·孟, 尼古拉斯·巴尔本, 达德利·诺思著 
	7.贸易论:三种 商务印书馆 2009 
	个人责任者:托马斯·曼 (Mun, Thomas), 1571-1641 、巴尔邦 (Barbon,
	提要文摘附注:本书收录的三部《贸易论》，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尼古拉、巴尔本和达德到
	10.自贸区大时代:从福建自贸试验区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团体责任者: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著
	内容简介:2015年4月，福建自贸区正式挂牌，作为自贸区2.0时代布局在海峡对岸的自贸区，同时作为"
	11.赢在自贸区2,经济新常态下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团体责任者:上海财经大学 自由贸易区研究院 编著
	内容简介:上海以及上海自贸区是新一轮改革的排头兵，其将直接决定这次改革的成败以及中国经济是否在复杂的
	12.基地报告.第2卷,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思路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作者:裴长洪 著
	内容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揭开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序幕，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必须
	13.全球视野下的自由贸易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作者:冯叔君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在判断全球趋势、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向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最新趋势、全球价值链分工及中国
	14.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定位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作者:陈淑梅 著
	内容简介:21世纪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彰显出规则化、巨型化、跨区域、多边化和机制化等特征。本书探讨了我国
	15.胜在自贸区:赵晓雷和他的团队论自贸区的扩大与深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作者:赵晓雷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自贸区扩大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 ; 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自贸区与
	16.比较视野下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机制与法律规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作者:胡岩 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 自由贸易区概述、自由贸易区的特征、自由贸易区运行理论、自由贸易区的运作、自
	17.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 
	作者:刘晨阳 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中日韩FTA的背景 ; 中日韩FTA的货物贸易自由化 ; 中日韩FTA
	18.中日韩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作者:袁立波, 1979- 著
	内容简介:本书就中日韩三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整体服务贸易情况、发展
	20.新功能主义理论与中日韩FTA建构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作者:李冬新, 1982- 著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是通过批判性研究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理论范式, 确立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是构建中日韩
	21.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与治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作者:陈万灵 、吴喜龄 著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的状况
	23.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转型升级:2014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蓝
	作者:石良平、孙浩、黄丙志著
	内容简介:本书稿是2014年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蓝皮书。书稿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路
	24.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挑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作者:李向阳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论文讨论的主题是中日韩自贸区，地理范围主要是指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包括东盟和美国等在内
	25.赢在自贸区:寻找改革红利时代的财富与机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作者:赵晓雷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从自贸区研究智库的角度，以国际贸易规则重塑和十八大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大背景，深入分析
	26.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作者简介:曾文革, 1966年生, 重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业贸易的定义、特征、政治经济基础和基本国
	27.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报告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团体责任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内容简介:本书分课题报告和研讨纪要两个部分, 收录的论文包括: 袁志刚《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应对策略
	28.自由贸易区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作者:李璐玲 主编、张娜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四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 自由贸易区管理体制法律问题研究、自由贸易区市场准入与经
	29.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陈文芝 (1982-), 女, 浙江瑞安人, 2004年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 获经济学学士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四章, 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 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 中
	31.自贸区打通关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 
	作者: 顾卫荣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为国内首本自贸区通俗服务指南, 从实战出发, 以时尚而轻松的文字, 从实用而又专业的角
	32.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及其地位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王新哲 (1964-), 男, 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教授, 院长, 管理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之路。纵观英国、美国上
	33.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 格致出版社 2013 
	团体责任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有关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方面知识的普及性读物。通过问答的形式形象地解
	34.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格致出版社 2013 
	作者:袁志刚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十二章, 主要内容包括: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应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战略思考
	35.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作者: 陶蔚莲、李九领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上海自贸区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了国际自贸区的演进与发展, 从功能定位、政策体系、管
	43.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制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作者:温树英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范为主题，以论述金融服务贸易多边法律规范和区域性法律规范的主
	44.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作者:昂格尔 (Unger, Roberto Mangabeira), 1947- 著
	个人次要责任者:高健 译
	内容简介:本书为美国著名学者昂格尔2007年出版的新作，作者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在本书中，对
	46.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作者:杨贵言 著
	内容简介:本书共五章内容。包括东亚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由贸易理论问题、中日韩贸易战略及关系、中日韩
	52.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重构与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作者:蔡宏波, 1982-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当今世界区域化的最集中表现-双边自由贸易为对象，对其形成和发展机理重新进行系统阐释，
	53.备受非议的自由贸易 中信出版社 2003 
	作者:欧文, 道格拉斯·A. 著
	内容简介: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人们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敌视？本书对双方在上个世纪的多次
	54.今日自由贸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巴格沃蒂, J. (Bhagwati, Jagdish)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以经济全球化正遭受的全面攻击为背景，应用贸易政策理论的革命性发展来证明社会环境目标和自
	55.贸易自由化与有效环境保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作者:佘群芝 著
	内容简介:本书述评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并对实践探讨，重点分析NAFTA的贸易和环境效应，探讨NAFTA
	57.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作者:周申 著
	内容简介:本书归纳了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策配合的基本理论线索及其发展方向,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贸
	59.境外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保税区比较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作者:李友华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从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区域、类型、功能、管理体制的自由贸易区的立法形式、设区主体、功能
	60.环境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作者:国冬梅 著
	内容简介: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WTO有关环境货物与服务新一轮谈判的总体分析、WTO有关环境货物与服
	6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霍伟东 著
	内容简介:本书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等学科，讨论中国—东盟自由
	6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与中国方略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作者:杨克斯 (1949~) 著
	内容简介:本书分三篇从战略及其推进、引导策略、成员国经济贸易政策协调和保障等几个方面探讨政府、企业以
	64.中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作者:高巍 著
	内容简介:《中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研究》结合当今国际贸易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一自由贸易
	65.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作者:施本植 主编、戴杰 主编
	内容简介:本书共11章，包括：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化发展态势、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历史发展、
	67.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理论·实践·前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作者:尤安山 著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自由贸易区理论与中国－东盟实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经济的互动关系、建
	69.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路径选择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作者:胡庆江 (经济学) 著
	内容简介:本书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出发，深入探讨了影响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
	71.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企业如何应对:how the business is responding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概论、东北亚、东盟经济体、结论。主要内容包括：导论；主要研究结果和政策含义；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