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3209(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80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管理学原理(A)☆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文献检索☆

计算机应用基础☆

(1-2节)4-19周/冷兆杰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9周/李海玲/财管
1801;财管1802;工商1801;工
商18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16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4-18周(双)/周丽杰
/信管本1901/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1-2节)1-5周,7周/孙震/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1-2节)4-16周/王立香/广告
1901;广告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2

(1-2节)4-16周/孙秀梅/工业
1901;工业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文献检索☆

(1-2节)10-17周/李涛2/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1-2节)8-13周/纪雪梅/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文献检索☆
(1-2节)14-19周/孙震/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09/
选课人数:10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上午

3

职业素养课Ⅲ☆
(3-4节)2周/管理聘2/信管本
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

4

下午

星期六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A)☆
(3-4节)1-17周/张颖/会计
1701;会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7/ 选课人数:8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管理学原理(B)☆

高等数学(A)Ⅰ☆

(3-4节)1-9周/李海玲/财管
1801;财管1802;工商1801;工
商18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16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4-18周/李秀森/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大学英语读写(B)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3-4节)4-19周/冷兆杰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0-17周/李涛2/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3-4节)4-19周/孙宝连/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5

管理学原理(A)☆

职业素养课Ⅲ☆

文献检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6

(5-6节)4-16周/孙秀梅/工业
1901;工业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5-6节)2周/管理聘2/信管本
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

(5-6节)1-5周,7周/孙震/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5-6节)1-9周/李海玲/财管
1801;财管1802;工商1801;工
商1802/null/ 教学班人数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168/ 选课人数:16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计算机应用基础☆

文献检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5-6节)4-16周/王立香/广告
1901;广告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5-6节)8-13周/纪雪梅/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5-6节)10-17周/李涛2/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文献检索☆
(5-6节)14-19周/孙震/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09/
选课人数:10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晚上

7

高等数学(A)Ⅰ☆

新生研讨课☆

高等数学(A)Ⅰ☆

计算机应用基础☆

8

(7-8节)4-18周/李秀森/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7-8节)4-8周/齐鲁光/财管
1901;财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7-8节)4-18周/李秀森/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7-8节)4-16周/解红/财管
1901;财管1902;工商1901;工
商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新生研讨课☆

10

(9-10节)1-9周/田立群/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9-10节)4-12周/王新军/工
商1901;工商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2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02(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新生研讨课☆

大学英语读写(B)Ⅲ☆

社会心理学☆

(1-2节)2-14周/卢杰
2/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2周/李哲/法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1-2节)2-14周/卢杰
2/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6周/刘海鹰/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大学英语读写(A)Ⅰ☆

法理学(A)☆

大学英语读写(B)Ⅲ☆

法理学(A)☆

(3-4节)4-19周/张蕾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6周/王玲2/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3-4节)2-13周/郑彬1/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3-4节)4-16周/刘晓源/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5

工程制图(D)☆

金融会计(A)☆

工程制图(D)☆

计量经济学(A)☆

6

(5-6节)1-5周,7-13周/夏连明
/工业1801;工业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5-6节)1-9周/曹红霞/会计
1701;会计1702;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5周,7-13周/夏连明
/工业1801;工业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5-6节)1-17周/经济聘20/金
融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7

宪法学☆

会计专业英语☆

宪法学☆

(7-8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7-8节)1-17周(单)/刘玉冰
/会计1704(春)/null/ 教学班
人数:44/ 选课人数:4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7-8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7-8节)3-18周/张扬(讲师
（高校）)/ 借用单位:经济
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
否使用设备:是

3
4

下午

8

财务分析☆
(7-8节)2-16周(双)/张颖/会
计1704(春)/null/ 教学班人
数: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9
晚上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Ⅲ☆

2
上午

星期一

座位数:88

10

新生研讨课☆

自我认知与个人成长☆

(9-10节)4-12周/高峰1/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18

(9-10节)4-12周/奚彦辉/社
工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10(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中国政治行政思想史☆

财务管理专题(A)Ⅱ☆

计算机应用基础☆

(1-2节)4-18周/张连国/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0

(1-2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4-16周/崔孝凤/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1903;会
计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5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微观经济学(A)☆

(3-4节)4-14周/郭军华/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经
济1901;经济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3-4节)4-14周/马列聘3/广
告1901;广告1902;中本
1901;中本1902;中教1901;中
教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25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高等数学(C)Ⅰ☆

中级微观经济学☆

(1-2节)4-18周/董丽/金融本
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1-2节)1-17周/高越/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电子商务(B)☆

计算机应用基础☆

(3-4节)1-17周/桑金琰/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7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4-16周/崔孝凤/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1903;会
计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52

5

形势与政策Ⅰ☆

公司金融(A)☆

计算机财务管理(A)☆

计算机应用基础☆

(5-6节)1-17周(单)/倪淑敏
/金融本1701;金融本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85/
选课人数:8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5-6节)1-11周/耿贵彬/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56/ 选课人数:5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6

(5-6节)2-5周/岳松/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1703;金
融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金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数:264/ 选课人数
:26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
:2/ 总学时:8

(5-6节)4-16周/巨同升/金融
本1902;金融本1903;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2

上午

星期一

座位数:260

3

4

(1-2节)4-14周/郭军华/工商
1901;工商1902;工业1903;会
计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3-4节)4-13周/王振红/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电子商务(B)☆
(5-6节)2-16周(双)/桑金琰
/信管1701;信管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4/ 选课人数:7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下午
7

8

形势与政策Ⅰ☆

计算机应用基础☆

外贸制单(B)☆

(7-8节)2-5周/岳松/金融本
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经济1701;经济1702;经
济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244/ 选课人数:244/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8

(7-8节)4-16周/巨同升/金融
本1902;金融本1903;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7-8节)1-17周(单)/刘福祥
/国贸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4-14周/郭军华/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经
济1901;经济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时:4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307(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3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新生研讨课☆

法理学(A)☆

法理学(A)☆

(1-2节)4-19周/任非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2周/李美香/法本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1-2节)4-16周/王玲2/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1-2节)4-16周/刘晓源/法本
1904(经济法)/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文献检索☆

2

上午

星期二

座位数:180

(1-2节)14-19周/纪雪梅/国
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大学英语读写(A)Ⅰ☆

社会心理学☆

保险学(A)☆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宪法学☆

(3-4节)4-19周/任非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6周/刘海鹰/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3-4节)1-9周/李亮/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7/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9周/李辉/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4(经济法);法本1905(国
际商法)/null/ 教学班人数
: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4

管理运筹学(B)☆
(3-4节)10-17周/高卫中/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5

6

宪法学☆

社会学概论☆

形势与政策Ⅰ☆

形势与政策Ⅰ☆

(5-6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5-6节)4-15周/倪勇/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5-6节)2-5周/岳松/会计
1701;会计1702;会计1703;会
计1704(春)/null/ 教学班人
数:173/ 选课人数:17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8

(5-6节)2-5周/岳松/工业
1701;工业1702;工业1703;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80/ 选课人数:18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8

形势与政策Ⅰ☆

形势与政策Ⅰ☆

(7-8节)2-5周/岳松/财管
1701;财管1702;工商1701;工
商17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5/ 选课人数:165/ 选课备

(7-8节)2-5周/岳松/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152/

下午
7
8

星期六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星期日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8

教3407(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写作(A)Ⅰ☆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A)☆

写作(A)Ⅰ☆

(1-2节)4-19周/周慧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20周/岳庆云/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1-2节)1-9周/田立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6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4-20周/王晓梦/中教
1901;中教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3

大学英语读写(B)Ⅰ☆

计量经济学(A)☆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中国古代文学(A)Ⅰ☆

4

(3-4节)4-19周/余建霞/金融
本1901;金融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32

(3-4节)1-17周/于国才/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3-4节)4-14周/张相宽/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

写作(A)Ⅰ☆

中国古代文学(A)Ⅰ☆

财务管理(A)☆

(5-6节)4-20周/张琳/中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4-17周/朱军/中教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5-6节)1-17周/刘金芹/会计
1701;会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7/ 选课人数:8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7

中国古代文学(A)Ⅰ☆

中国古代文学(A)Ⅰ☆

8

(7-8节)4-17周/朱军/中教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7-8节)4-17周/柏秀叶/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6
下午

9
晚上

星期四

大学英语读写(B)Ⅰ☆

2
上午

星期一

座位数:180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3-4节)4-17周/柏秀叶/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9-10节)4-12周/董梅1/广告
1901;广告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9

(9-10节)4-12周/岳友熙,马宏
基,李晓伟,徐文明/中教
1901;中教1902;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星期日

教3306(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晚上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

大学英语读写(B)Ⅲ☆

大学英语读写(B)Ⅲ☆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2

(1-2节)2-14周/李平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2-14周/李平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

大学英语读写(B)Ⅲ☆

统计学原理☆

大学英语读写(B)Ⅲ☆

国际商务英语☆

(3-4节)2-14周/李平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8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7周/韩春花/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2-14周/李平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8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3周/邢丽荣/国贸
1702;国贸1703/null/ 教学班
人数:73/ 选课人数:3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4

下午

星期一

座位数:88

5

管理信息系统(B)☆

管理学原理(A)☆

6

(5-6节)1-5周,7-9周/刘婷婷
2/市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1/ 选课人数
: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5-6节)4-16周/王新军/工商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7

管理学原理(A)☆

8

(7-8节)4-16周/王新军/财管
1901;财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07(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微观经济学(A)☆

经济法学(B)☆

大学英语听说(B)Ⅰ☆

计量经济学(A)☆

(1-2节)4-19周/张建军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6周/王振红/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17周/李美香/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1-2节)4-18周(双)/胡静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1-17周/王金田/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2

上午

星期二

座位数:180

大学英语听说(B)Ⅰ☆
(1-2节)5-19周(单)/周丽杰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

大学英语读写(B)Ⅰ☆

政治经济学☆

管理学原理(A)☆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政治经济学☆

(3-4节)4-19周/张建军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6周/曹俊杰/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3周/宋剑锋/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4-18周(双)/胡静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4节)4-12周/李国志/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4

大学英语听说(B)Ⅰ☆
(3-4节)5-19周(单)/周丽杰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下午

晚上

5

微观经济学(A)☆

计算机应用基础☆

公司金融(A)☆

计算机应用基础☆

6

(5-6节)8-18周/侯向丽/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6节)4-16周/解红/财管
1901;财管1902;工商1901;工
商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5-6节)1-17周(单)/张晓杰
/金融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11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5-6节)4-16周/解红/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金
融1901/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7

微观经济学(A)☆

计算机应用基础☆

政治经济学☆

经济法学(B)☆

8

(7-8节)4-15周/崔春晓/金融
本1901;金融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72

(7-8节)4-16周/解红/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金
融1901/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7-8节)4-12周/李国志/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8节)1-17周/罗汉卿/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微观经济学(A)☆

微观经济学(A)☆

(9-10节)4-15周/崔春晓/金

(9-10节)4-14周/崔春晓/金

9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7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20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融本1901;金融本1902/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72

融本1901;金融本1902/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72

教3208(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英语读写(B)Ⅲ☆

高等数学(C)Ⅰ☆

(1-2节)4-19周/张景玲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6周/冷淑霞/金融
1902;金融1903;金融1904(创
新);金融本1901/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1-2节)2-13周/郑彬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1-2节)4-18周/李海玲/经济
1901;经济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文献检索☆
(1-2节)14-19周/纪雪梅/国
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上午

高等数学(A)Ⅰ☆

中国政治行政思想史☆

4

(3-4节)4-18周/黄志霞/信管
1901;信管1902;信管本
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90

(3-4节)4-18周/张连国/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0

5

高等数学(C)Ⅰ☆

大学语文☆

新生研讨课☆

计算机应用基础☆

(5-6节)4-18周/李海玲/经济
1901;经济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5-6节)1-17周/张立新/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4-12周/高峰1/法本
1904(经济法);法本1905(国
际商法)/null/ 教学班人数
: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5-6节)4-16周/冷淑霞/金融
1902;金融1903;金融1904(创
新);金融本1901/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宏观经济学☆

高等数学(A)Ⅰ☆

(7-8节)1-9周/公衍照/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10节)1-9周/高峰2/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8节)4-18周/黄志霞/信管
1901;信管1902;信管本
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90

7

8

9

工业工程专业英语(A)☆ 人员招聘与素质测评
(3-4节)1-9周/高卫中/工业
(A)☆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06/
选课人数:10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17周/陈岩/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5/ 选课人数:5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军事理论☆

3

6

晚上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2

下午

星期四

座位数:180

高等数学(A)Ⅰ☆
(3-4节)4-18周/黄志霞/信管
1901;信管1902;信管本
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90

(3-4节)16-19周/沙作彬/法
本1903(律师班);法本
1904(经济法);法本1905(国
际商法)/null/ 教学班人数
: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2/ 总学时:8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402(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88

星期五

跨文化交际(B)☆

供应链管理(A)☆

决策理论与方法(A)☆

跨文化交际(B)☆

工程经济学(A)☆

(1-2节)2-14周/高建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4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9周/孙强/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1-2节)1-9周/张丽媛/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2-14周/高建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4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9周/李霞1/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管理信息系统(B)☆

项目管理(B)☆

项目管理(B)☆

(1-2节)10-17周/于秀艳/工
业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1-2节)11-16周/史成东/工
业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56/ 选课人数:5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1-2节)11-15周/史成东/工
业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56/ 选课人数:5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跨文化交际(B)☆

劳动经济学(A)☆

供应链管理(A)☆

跨文化交际(B)☆

质量管理☆

(3-4节)2-14周/高建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3/
选课人数:4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7周/周传鹏/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18/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3-4节)1-9周/孙强/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2-14周/高建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3/
选课人数:4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7周/王衍飞/工业
1701;工业1702;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86/
选课人数:8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

基础工业工程☆

企业形象管理☆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物流信息管理☆

6

(5-6节)1-18周/郑春燕/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2

(5-6节)1-17周/梁美丽/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8/ 选课人数:5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5-6节)4-8周/李华伟/广告
1901;广告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5

(5-6节)10-17周/吴美香/工
业1701;工业1702;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

绩效管理☆

零售学☆

工程经济学(A)☆

供应链管理(A)☆

(7-8节)1-17周/蒋兵/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6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7-8节)1-9周/梁美丽/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7-8节)1-9周/李霞1/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7-8节)1-9周/孙强/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2
上午

3
4

下午

8

管理信息系统(B)☆
(7-8节)10-17周/于秀艳/工
业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星期六

星期日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108(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80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高等数学(C)Ⅰ☆

财务管理专题(A)Ⅱ☆

大学英语听说(B)Ⅰ☆

高等数学(C)Ⅰ☆

(1-2节)4-19周/王俊红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8周/傅夕联/财管
1901;财管1902;工商1901;工
商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1-2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4-18周(双)/刘怀生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4-18周/董丽/金融本
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星期六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1-2节)5-19周(单)/刘怀生

2

(1-2节)10-17周/李秀森/信
管1801;信管1802;信管本
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3/ 选课人数:15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上午
3

5

下午

6

/信管本1902/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1-8节)17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20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大学英语读写(B)Ⅰ☆

管理运筹学(B)☆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文献检索☆

高等数学(C)Ⅰ☆

(3-4节)4-19周/王俊红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9周/殷秀清/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7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1-17周/黄志霞/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3-4节)4-18周(双)/刘怀生
/金融本1901;金融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3-4节)8-13周/孙震/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3-4节)4-18周/傅夕联/财管
1901;财管1902;工商1901;工
商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文献检索☆

(3-4节)5-19周(单)/刘怀生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4节)14-19周/纪雪梅/金
融本1901;金融本1902;金融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4

星期日

文献检索☆

微观经济学(A)☆

高等数学(C)Ⅰ☆

计算机应用基础☆

(5-6节)8-13周/孙震/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5-6节)4-14周/王振红/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6节)4-18周/董丽/金融本
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5-6节)4-16周/薛磊江/社工
1901;社工1902;行政1901;行
政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文献检索☆

军事理论☆

(5-6节)14-19周/纪雪梅/金
融本1901;金融本1902;金融

(5-6节)16-19周/赵星/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1903;金

7

8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16

文献检索☆

职业素养课Ⅴ☆

职业素养课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8节)1-5周,7周/白如江/财
管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24

(7-8节)2周/管理聘1/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8/ 选课人数:7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

(7-8节)2周/管理聘1/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8/ 选课人数:7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

(7-8节)1-17周/丁乃顺/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文献检索☆

计算机应用基础☆

文献检索☆

(7-8节)8-13周/李永明/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7-8节)4-16周/薛磊江/社工
1901;社工1902;行政1901;行
政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7-8节)8-13周/李永明/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文献检索☆
(7-8节)14-19周/魏绪秋/金
融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
本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9
晚上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证券投资分析(A)☆
(9-10节)10-17周/宋浩/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5/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教3405(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3
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现代汉语(A)Ⅰ☆

大学英语读写(B)Ⅲ☆

(1-2节)2-14周/张阿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6/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4周/杨金芳/中本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2-14周/张阿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6/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大学英语读写(B)Ⅲ☆

现代汉语(A)Ⅰ☆

(3-4节)2-14周/张阿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14周/杨金芳/中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4节)2-14周/张阿丽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19周/赵红梅/中本
1901;中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48

(1-2节)4-19周/陈玉金/中教
1901;中教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48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6

(5-6节)4-14周/杨金芳/中本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6节)4-14周/高媛/中教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纳税筹划☆

现代汉语(A)Ⅰ☆

(7-8节)4-14周/杨金芳/中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8节)4-18周(双)/赵红梅
/中本1901;中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48

8

(5-6节)1-9周/王衍飞/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8节)1-9周/马玉申/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中国古代文学(A)Ⅰ☆
(7-8节)5-19周(单)/陈恒新
/中本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晚上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Ⅲ☆

5

下午

星期四

座位数:88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40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高级英语口语(B)☆

政治学原理☆

(1-2节)2-14周/刘颖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2-14周/刘颖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8周/王柏松/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0

3

高级英语口语(B)☆

高级英语口语(B)☆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4

(3-4节)2-14周/刘颖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2-14周/刘颖
1/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

自我认知与个人成长☆

民法学总论☆

法理学(A)☆

(5-8节)4-12周/迟丕贤/社工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4-14周/苑全耀/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5-6节)4-16周/刘晓源/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上午

6

晚上

星期五

高级英语口语(B)☆

2

下午

座位数:88

7

社会工作概论☆

8

(7-8节)4-7周,14-18周/秦克
寅/社工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3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中国古代文学(A)Ⅰ☆

广告学概论☆

大学英语读写(B)Ⅲ☆

新闻学概论☆

2

(1-2节)2-14周/谭洪进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20周/陈恒新/中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4-14周/梁绪敏/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2-14周/谭洪进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7/
选课人数:7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4周/焦绪华/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

大学英语读写(B)Ⅲ☆

写作(A)Ⅰ☆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传播学概论☆

4

(3-4节)2-14周/谭洪进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8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20周/张琳/中本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2-14周/谭洪进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8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14周/孟婷/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

广告学概论☆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现代汉语(A)Ⅰ☆

国际商务英语☆

(5-6节)4-14周/梁绪敏/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6节)1-9周/李辉/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5-6节)4-19周/陈玉金/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48

(5-6节)1-13周/邢丽荣/国贸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中国古代文学(A)Ⅰ☆

计算机财务分析(A)☆

新闻学概论☆

(7-8节)4-20周(双)/陈恒新
/中本1901/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11周/耿贵彬/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27/ 选课人数:2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7-8节)4-14周/焦绪华/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
8

晚上

星期二

1

6
下午

星期一

座位数:88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教3107(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财务管理(A)☆

行为金融学☆

大学英语听说(B)Ⅰ☆

高等数学(C)Ⅰ☆

(1-2节)4-19周/乔伟荣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17周/刘金芹/会计
1701;会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7/ 选课人数:8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1-2节)1-9周/李明1/金融
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4-18周(双)/谢萌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4-18周/傅夕联/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经
济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2

上午

星期二

座位数:180

大学英语听说(B)Ⅰ☆
(1-2节)5-19周(单)/房颖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博弈论(A)☆

(3-4节)4-19周/乔伟荣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17周/盛科荣/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4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3-4节)1-9周/王文/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大学英语听说(B)Ⅰ☆
(3-4节)4-18周(双)/谢萌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大学英语听说(B)Ⅰ☆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3-4节)1-9周/王文/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5-19周(单)/房颖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5

下午

6

7

线性代数(A)☆

商业经济学☆

线性代数(A)☆

线性代数(A)☆

(5-6节)1-9周/王涛/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6节)1-9周/侯向丽/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1-9周/王涛/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6节)1-9周/王涛/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线性代数(A)☆

军事理论☆

线性代数(A)☆

线性代数(A)☆

(5-6节)10-17周/王涛/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5-6节)16-19周/靳祺/法本
1901;法本1902;经济1903;社
工1901/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5-6节)10-17周/王涛/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5-6节)10-17周/王涛/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人力资源管理(B)☆

会计学(A)☆

管理信息系统(B)☆

互联网创业☆

(7-8节)1-17周/荣健/工业

(7-8节)1-13周/胡红霞/金融

(7-8节)1-5周,7-9周/刘婷婷

(7-10节)13-16周/张立涛/信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7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20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8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军事理论☆
(7-8节)16-19周/靳祺/会计
1901;会计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9
晚上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新生研讨课☆
(9-10节)4-12周/王振红/经
济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2/市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1/ 选课人数
: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管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15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16

教3309(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3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80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基础会计(B)☆

管理学原理(A)☆

审计学☆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A)☆ 新生研讨课☆

(1-2节)4-19周/马爱凤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7周/曹红霞/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70

(1-2节)4-16周/王衍飞/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1-2节)1-12周/刘玉冰/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1-4节)1-9周/孙强/市销
1601;市销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1-2节)4-8周/齐鲁光/财管
1901;财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微观经济学☆

财务管理(B)☆

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

(3-4节)4-19周/马爱凤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6周/崔继红/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1-17周/宋雪莲/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1-9周/管理聘2/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品牌管理☆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4

(3-4节)10-17周/孙延红/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48

品牌管理☆
(3-4节)10-17周/孙延红/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48

5

6

7
8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新生研讨课☆

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

军事理论☆

基础工业工程☆

微观经济学☆

(5-6节)1-9周/管理聘2/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5-6节)16-19周/张仕杰/国
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经济1901/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16

(5-6节)1-18周/郑春燕/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2

(5-6节)4-16周/崔继红/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管理学原理(A)☆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基础会计(B)☆

新生研讨课☆

(7-8节)4-16周/王衍飞/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8节)1-9周/田立群/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8节)5-17周(单)/曹红霞
/会计1901;会计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5/ 总

(7-8节)4-8周/程钧谟/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品牌管理☆
(5-6节)10-17周/孙延红/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48

下午

星期六

(3-4节)4-8周/程钧谟/工业
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0

星期日

:52

:36

军事理论☆
(7-8节)16-19周/张仕杰/工
业1901;工业1902;工业
1903;信管本1901/null/ 教学
班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16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学时:70

周学时:4/ 总学时:20

教3308(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80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政治学原理☆

计量经济学(A)☆

民法学总论☆

文献检索☆

(1-2节)4-19周/王辛花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8周/王柏松/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0

(1-2节)4-15周/经济聘21/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85/ 选课人数
:8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4-14周/张伟3/法本
1905(国际商法)/null/ 教学
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1-2节)1-5周,7周/白如江/财
管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24

2

文献检索☆
(1-2节)14-19周/魏绪秋/金
融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
本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上午

3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市场调查与预测(B)☆

计量经济学(A)☆

(3-4节)4-19周/王辛花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8周/张健2/中教
1901;中教1902;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5

(3-4节)1-9周/周涛/工商
1601;工商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4-15周/经济聘21/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85/ 选课人数
:8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4

下午

(3-4节)9-12周/孙明/法本
1903(律师班);法本1904(经
济法);法本1905(国际商法
)/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
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
学时:1/ 总学时:4

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宪法学☆

高等数学(C)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6

(5-6节)1-17周/李亿民/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1803;金
融18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47/ 选课人数:14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68

(5-6节)4-18周/李海玲/经济
1901;经济1902;市销1901;市
销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5-6节)1-17周/李亿民/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1803;金
融18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47/ 选课人数:14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68

(5-6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4(经济法);法本1905(国
际商法)/null/ 教学班人数
: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军事理论☆
(5-6节)16-19周/李振铭/社
工1902;行政1901;行政

星期六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星期日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晚上

7

军事理论☆

法理学(A)☆

8

(7-8节)16-19周/李振铭/信
管1901;信管1902;信管本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7-8节)4-16周/刘晓源/法本
1904(经济法)/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41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35

星期五

企业诊断(A)☆

财务治理☆

管理学原理(A)☆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A)☆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A)☆ 融资与股权☆

(1-2节)1-9周/张峰2/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69/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9周/宋晓娜/财管
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1-9周/梁家强/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1-2节)1-9周/綦振法/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2

(1-2节)1-9周/綦振法/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2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项目管理(B)☆
(1-2节)11-15周/史成东/工
业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56/ 选课人数:5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上午

3

管理学原理(A)☆

企业诊断(A)☆

财务管理案例分析☆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A)☆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A)☆

(3-4节)1-17周/梁家强/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1-9周/张峰2/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69/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9周/黄业德/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9周/綦振法/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2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1-9周/綦振法/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网络营销(A)☆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4

5

下午

6

星期六

(3-4节)10-17周/孙芳1/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5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3-4节)10-17周/李鹏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财务管理案例分析☆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组织行为学(C)☆

财务治理☆

(5-6节)1-9周/黄业德/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6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6节)1-9周/宋晓娜/财管
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5-6节)10-17周/李鹏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5-6节)1-9周/周传鹏/工业
1601;工业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67/ 选课人数:6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4节)1-9周/迟考勋/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2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星期日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7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企业诊断(A)☆
(7-8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2/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8

(7-8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2/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7-8节)1-9周/张峰2/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69/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7-8节)10-17周/李鹏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4号机房(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HTML/CSS设计基础☆

虚拟化与云计算☆

HTML/CSS设计基础☆

2

(1-2节)1-9周/王玮1/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4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1-9周/张立涛/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1-9周/王玮1/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6

3

HTML/CSS设计基础☆

JAVA程序设计基础Ⅰ☆ HTML/CSS设计基础☆

(3-4节)1-9周/王玮1/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8/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6

(3-4节)4-16周/孙爱香/信管
本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4

晚上

星期三

1

上午

下午

星期二

座位数:10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4节)10-17周/王玮1/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5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2

(3-4节)10-17周/王玮1/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5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2

5

JAVA程序设计基础Ⅰ☆

JAVA程序设计基础Ⅰ☆

6

(5-6节)4-16周/孙爱香/信管
本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5-6节)4-16周/孙爱香/信管
1901;信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7

JAVA程序设计基础Ⅰ☆

虚拟化与云计算☆

8

(7-8节)4-16周/孙爱香/信管
1901;信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7-8节)1-9周/张立涛/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3-4节)1-9周/王玮1/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4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408(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3

上午

星期一

6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管理运筹学☆

企业管理(A)☆

物流成本管理(A)☆

计算机基础☆

(1-2节)4-19周/阚晓华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17周/殷秀清/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1-17周/周传鹏/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1-9周/宋雪莲/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0-17周/刘婷婷2/信
管1901;信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
时:32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市场调查与预测(B)☆

微观经济学☆

证券投资学(A)☆

管理信息系统(B)☆

(3-4节)4-19周/阚晓华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9周/周涛/工商
1601;工商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1-17周/高勇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3-4节)1-17周/庄云蓓/财管
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3-4节)1-9周/刘婷婷2/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4

5

星期二

座位数:180

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运筹学(B)☆

(3-4节)10-16周(双)/张正民
/市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3-4节)10-17周/高卫中/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组织行为学(C)☆

计算机基础☆

管理信息系统(B)☆

(5-6节)1-9周/周传鹏/工业
1601;工业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67/ 选课人数:6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5-6节)10-17周/刘婷婷2/信
管1901;信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
时:32

(5-6节)1-9周/刘婷婷2/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物流成本管理(A)☆

基础会计(B)☆

(7-8节)1-17周/高勇1/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7-8节)1-17周(单)/高勇1/信
管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

(7-8节)1-9周/宋雪莲/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7-8节)4-17周/曹红霞/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管理运筹学(B)☆
(5-6节)10-17周/高卫中/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下午

7
8

星期六

星期日

:51

时:51

微观经济学☆
(7-8节)2-16周(双)/高勇1/信
管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
: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周学时:6/ 总学时:54

:70

教3106(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上午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企业诊断(B)☆

社会学概论☆

高等数学(C)Ⅰ☆

(1-2节)4-19周/张志强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9周/李辉/工商
1601;工商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4-17周/倪勇/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1-2节)4-18周/李亿民/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1903;金
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2

3

星期二

座位数:180

(1-2节)10-17周/李秀森/信
管1801;信管1802;信管本
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3/ 选课人数:15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审计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高等数学(C)Ⅰ☆

文献检索☆

(3-4节)4-19周/张志强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12周/刘玉冰/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3-4节)1-9周/陈茹/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99/
选课人数:9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5周,7周/孙震/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99/
选课人数:9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3-4节)4-18周/傅夕联/财管
1901;财管1902;工商1901;工
商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国际市场营销☆

文献检索☆

(3-4节)10-17周/张正民/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48

(3-4节)8-13周/冯晓娜/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魏绪秋/经
济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5
下午

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5-6节)1-17周/黄志霞/经济 (A)☆
1801;经济1802;经济

(5-6节)1-9周/耿佃友/市销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1-8节)17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20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大学英语读写(A)Ⅰ☆

4

星期六

高等数学(C)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5-6节)4-18周/李亿民/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1903;金

(5-6节)1-9周/陈茹/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1601;市销1602/null/ 教学班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周学时:4/ 总学时:68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99/
选课人数:9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军事理论☆

(5-6节)10-17周/李秀森/信
管1801;信管1802;信管本
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3/ 选课人数:15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
学时:48

(5-6节)16-19周/高甲杰/金
融本1901;金融本1902;金融
本1903;经济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16

7

财务分析☆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A)☆ 文献检索☆

(7-8节)1-17周/张颖/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9周/孙强/市销
1601;市销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7-8节)1-5周,7周/孙震/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99/
选课人数:9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军事理论☆

文献检索☆

(7-8节)16-19周/高甲杰/财
管1901;财管1902;工商
1901;工商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16

(7-8节)8-13周/冯晓娜/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8

文献检索☆
(7-8节)14-19周/魏绪秋/经
济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05(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计量经济学(A)☆

公司金融(A)☆

大学英语听说(A)Ⅰ☆

基础工业工程☆

(1-2节)4-19周/岳红丽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17周/于国才/金融
1701;金融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1-2节)1-17周/倪淑敏/金融
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4-18周(双)/王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1-18周/李辉/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72

2

上午

星期二

座位数:88

大学英语听说(A)Ⅰ☆
(1-2节)5-19周(单)/王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

大学英语读写(A)Ⅰ☆

国际贸易学(B)☆

国际贸易学(B)☆

大学英语听说(A)Ⅰ☆

财务管理☆

(3-4节)4-19周/岳红丽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13周/林冰/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3周/林冰/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4-18周(双)/王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4节)1-17周/陈刚2/经济
1801;经济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4

大学英语听说(A)Ⅰ☆
(3-4节)5-19周(单)/王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下午

晚上

5

国际商务英语☆

非盈利组织营销(B)☆

统计学原理☆

6

(5-6节)1-13周/邢丽荣/国贸
1702;国贸1703/null/ 教学班
人数:73/ 选课人数:3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5-6节)1-9周/王琦/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5-6节)1-17周/韩春花/经济
1801;经济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7

统计学原理☆

产业经济学(A)☆

微观经济学(A)☆

产业经济学(A)☆

8

(7-8节)1-17周/宋剑锋/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09/
选课人数:5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8节)1-13周/任希丽/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4-15周/崔春晓/金融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72

(7-8节)1-13周/任希丽/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9

微观经济学(A)☆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公司兼并与重组☆

公司兼并与重组☆

(9-10节)4-15周/崔春晓/金

(9-10节)1-9周/公衍照/国贸

(9-10节)10-17周/胡胜/金融

(9-10节)10-17周/胡胜/金融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0

融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72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5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701;金融1702;金融1703;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
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238/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701;金融1702;金融1703;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
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238/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教320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88

星期五

中国古代文学(A)Ⅰ☆

大学英语听说(A)Ⅰ☆

高等数学(A)Ⅰ☆

数据科学理论与应用☆

(1-2节)4-14周/马冲/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4-20周/陈恒新/中本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4-18周(双)/李振仙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4-18周/李秀森/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1-4节)10-17周/张军5/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2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2

大学英语听说(A)Ⅰ☆

大学英语读写(A)Ⅰ☆

广告学概论☆

会计专业英语☆

大学英语听说(A)Ⅰ☆

文献检索☆

(3-4节)4-19周/刘明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4周/梁绪敏/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4节)1-17周/刘玉冰/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5-19周(单)/李振仙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4节)1-5周,7周/吴红/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文献检索☆
(3-4节)8-13周/纪雪梅/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4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孙震/金融
1901;金融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下午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传播学概论☆

(1-2节)4-19周/刘明霞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5-19周(单)/李振仙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上午

星期日

大学英语读写(A)Ⅰ☆

2

3

星期六

5

高等数学(A)Ⅰ☆

现代物流管理(B)☆

高等数学(A)Ⅰ☆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6

(5-6节)4-18周/李秀森/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5-6节)1-9周/郑春燕/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4-18周/李秀森/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5-6节)4-14周/高媛/中教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传播学概论☆

供应链管理(A)☆

文献检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7-8节)4-14周/马冲/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8节)1-9周/闫秀霞/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7-8节)1-5周,7周/吴红/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7-8节)4-14周/张相宽/中教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军事理论☆

7

(7-8节)16-19周/李华伟/中
本1901;中本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16

文献检索☆
(7-8节)8-13周/纪雪梅/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文献检索☆
(7-8节)14-19周/孙震/金融
1901;金融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8

晚上

9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10

(9-10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88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民法学总论☆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文献检索☆

(1-2节)4-19周/杨明
1/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4周/张伟3/法本
1905(国际商法)/null/ 教学
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1-2节)4-18周(双)/杨明坤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1-5周,7周/李长玲/信
管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24

大学英语听说(A)Ⅰ☆

2

3
上午

(1-2节)5-19周(单)/杨明坤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IT治理(A)☆
(1-2节)10-17周/于秀艳/信
管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4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2

大学英语读写(A)Ⅰ☆

网络营销(A)☆

国际商务谈判☆

大学英语听说(B)Ⅰ☆

文献检索☆

(3-4节)4-19周/杨明
1/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0-17周/孙芳1/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5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3-4节)1-9周/邹松岐/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4-18周(双)/杨明坤
/金融本1903/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3-4节)1-5周,7周/李长玲/信
管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
: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大学英语听说(A)Ⅰ☆
(3-4节)5-19周(单)/杨明坤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4

文献检索☆
(3-4节)8-13周/李子臣/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李永明/金
融1903;金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24

下午

5

工程制图(D)☆

新生研讨课☆

工程制图(D)☆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6

(5-6节)1-5周,7-13周/张秀德
/工业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5-6节)4-12周/张连国/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5-6节)1-5周,7-13周/张秀德
/工业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5-6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9/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7
8

晚上

: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18

: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选课人数: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自我认知与个人成长☆

(7-8节)3-18周/张扬(讲师
（高校）)/ 借用单位:经济
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
否使用设备:是

法理学(A)☆

(7-8节)3-18周/张扬(讲师
（高校）)/ 借用单位:经济
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
否使用设备:是

(7-8节)4-12周/奚彦辉/社工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8节)4-16周/法学聘11/法
本1905(国际商法)/null/ 教
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9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10

(9-10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9/
选课人数: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206(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传播学概论☆

中外广告史☆

大学英语听说(A)Ⅰ☆

新闻学概论☆

(1-2节)4-19周/孔海燕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4-14周/孟婷/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4-14周/李新华/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4-18周(双)/王莉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1-2节)4-14周/孟婷/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2

上午

星期四

座位数:88

大学英语听说(B)Ⅰ☆
(1-2节)5-19周(单)/赵红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

大学英语读写(A)Ⅰ☆

新闻学概论☆

大学英语听说(A)Ⅰ☆

广告学概论☆

(3-4节)4-19周/孔海燕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4-14周/孟婷/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4节)4-18周(双)/王莉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3-4节)4-14周/梁绪敏/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4

大学英语听说(B)Ⅰ☆
(3-4节)5-19周(单)/赵红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7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16

下午

晚上

5

中外广告史☆

6

(5-6节)4-14周/李新华/广告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

中外广告史☆

8

(7-8节)4-14周/李新华/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9

(5-6节)2-18周(双)/张扬(讲
师（高校）)/ 借用单位:经
济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否使用设备:是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中国古代文学(A)Ⅰ☆

(5-6节)4-8周/田明月/中本
1901;中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1/ 总学时:5

(5-6节)4-17周/李贺/中教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7-8节)3-18周/张扬(讲师
（高校）)/ 借用单位:经济
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
否使用设备:是

中外广告史☆

新生研讨课☆

(7-8节)4-14周/李新华/广告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7-8节)4-12周/岳友熙,徐文
明,李晓伟,马宏基/中本
1901;中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18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1二层东合堂(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行为金融学☆

金融工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行为金融学☆

(1-2节)1-9周/李明1/金融
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11周/谭霞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1-17周/张海伟/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5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1-2节)4-16周/曹俊杰/经济
1901;经济1902;经济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9周/李明1/金融本
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1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金融工程☆
财务分析(A)☆
(1-2节)10-17周/于明涛/金
融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5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上午

星期二

(1-2节)12-18周/谭霞2/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2

3

产业经济学(A)☆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

外国经济学说史☆

金融工程☆

4

(3-4节)1-17周/任希丽/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3周/余万林/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3周/余万林/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7周/张玉/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1-11周/谭霞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

中级微观经济学☆

新生研讨课☆

商业经济学☆

6

(5-6节)1-17周/高越/金融本
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0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4-12周/余万林/金融
本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5-6节)1-9周/侯向丽/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

新生研讨课☆

财务分析(A)☆

(7-8节)4-12周/余万林/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7-8节)10-17周/于明涛/金
融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5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职业素质训练Ⅴ（企业
承担）★

下午

8

(7-8节)1-9周/经济聘3/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专题讲座Ⅴ●
(7-8节)10-11周/经济聘1/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
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座位数:210

星期六

星期日

: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109(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3

4

5

6

下午

7

8

9
晚上

1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260

星期五

星期六

高等数学(C)Ⅰ☆

行为金融学☆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1-2节)4-18周/傅夕联/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经
济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1-2节)1-9周/李明1/金融本
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1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17周/李增祥/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1803;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97/ 选课人数:19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68

(1-2节)1-17周/王丽1/金融
1804(创新);金融本1801;金
融本1802;金融本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58/ 选课人数
:15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
:2/ 总学时:34

(1-2节)4-16周/李艳/中本
1901;中本1902;中教1901;中
教1902;中教1903/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52

(1-2节)1-17周/李增祥/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1803;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97/ 选课人数:19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68

投资基金管理(A)☆

国际经济学Ⅰ☆

货币金融学☆

(3-4节)1-17周/田朔/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4节)1-17周/杨宽欣/金融
1701;金融1703;金融本
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03/
选课人数:4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1-17周/王丽1/财管
1801;财管1802;信管1801;信
管1802;信管本1801/null/ 教
学班人数:204/ 选课人数
:20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
:2/ 总学时:34

(3-4节)1-17周/陈敏/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09/
选课人数:10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微观经济学(A)☆

计算机应用基础☆

高等数学(C)Ⅰ☆

计算机应用基础☆

(5-6节)4-15周/王振红/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6节)4-16周/李艳/中本
1901;中本1902;中教1901;中
教1902;中教1903/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52

(5-6节)4-18周/傅夕联/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1903;经
济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68/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90

(5-6节)4-16周/宋吉和/法本
1901;法本1902;法本1903(律
师班);法本1904(经济法);法
本1905(国际商法)/null/ 教
学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

会计学(A)☆

(7-8节)1-17周/李晓培/工商
1801;工商1802;会计1801;会
计1802;会计1803/null/ 教学
班人数:206/ 选课人数:20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34

(7-8节)4-16周/宋吉和/法本
1901;法本1902;法本1903(律
师班);法本1904(经济法);法
本1905(国际商法)/null/ 教
学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7-8节)1-13周/胡红霞/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证券投资分析(A)☆

微观经济学(A)☆

证券投资分析(A)☆

(9-10节)10-17周/宋浩/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9-10节)4-15周/王振红/经
济1901;经济1902;经济

(9-10节)10-17周/宋浩/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3-4节)4-14周/马列聘3/金
融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金融本1901;金融本
1902;金融本1903/null/ 教学
班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7-8节)4-14周/马列聘3/金
融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金融本1901;金融本
1902;金融本1903/null/ 教学
班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星期日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5/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选课人数: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周学时:4/ 总学时:68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5/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8

教131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1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A)☆

微观经济学(A)☆

2

(1-2节)1-9周/田立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6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4-14周/崔春晓/金融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72

3

经贸英语口译☆

会计学(A)☆

经贸英语口译☆

经贸英语口译☆

(3-4节)10-17周/孙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2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1-17周(单)/赵广忠
/经济1801/null/ 教学班人数
:36/ 选课人数:36/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0-17周/孙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2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10-17周/孙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上午

4

星期二

星期三

会计学(A)☆
(3-4节)2-16周(双)/赵广忠
/经济1802/null/ 教学班人数
:36/ 选课人数:36/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下午

晚上

5

经贸英语口译☆

国际贸易学(B)☆

国际贸易学(B)☆

6

(5-6节)10-17周/孙凤/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5-6节)1-13周/林冰/国贸
1801;国贸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5-6节)1-13周/林冰/国贸
1801;国贸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7

计量经济学(A)☆

8

(7-8节)6-16周/经济聘21/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85/ 选课人数
:8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四

座位数:90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409(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A)Ⅰ☆

生产运作管理(A)☆

会计学(A)☆

管理学原理☆

(1-2节)4-19周/李静
2/2019/null/ 教学班人数:45/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17周/辛广茜/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1-2节)1-17周/赵广忠/经济
1801/null/ 教学班人数:36/
选课人数:3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17周/梁家强/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管理学原理(A)☆

公司金融(A)☆

计量经济学(A)☆

会计学(A)☆

4

(3-4节)1-9周/陈茹/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99/
选课人数:9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13周/宋剑锋/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7周/倪淑敏/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85/ 选课人数:8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3-4节)1-17周/于国才/金融
1701;金融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3-4节)1-13周/陈英新/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

财务管理(B)☆

会计学(A)☆

中级宏观经济学(B)☆

(5-6节)1-17周(单)/宋雪莲
/工商1701;工商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5-6节)1-13周/陈英新/金融
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5-6节)1-9周/李国志/经济
1601;经济1602;经济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0/
选课人数:11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6

生产运作管理(A)☆
(5-6节)2-16周(双)/辛广茜
/工商1701;工商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下午

7

搜索引擎优化☆

大学语文☆

投资银行学☆

8

(7-8节)10-17周/管理聘1/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7-8节)1-17周/沈传河/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09/
选课人数:10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10节)1-9周/孙德华/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3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9
晚上

星期一

座位数:180

10

投资银行学☆
(7-10节)1-9周/孙德华/金融
1701;金融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6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投资银行学☆
(9-10节)1-9周/孙德华/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星期六

星期日

:36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周学时:4/ 总学时:36

教121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90

星期五

统计学原理(A)☆

商业模式☆

项目管理与评估(A)☆

商品学☆

(1-2节)1-17周/庞学升/信管
本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17周/刘晓平/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1-17周/王衍飞/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33/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1-17周/杜军燕/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

统计学原理(A)☆

管理会计(A)☆

内部控制☆

4

(3-4节)1-17周/庞学升/信管
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7周/唐家海/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9周/唐家海/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

微观经济学☆

现代物流管理(B)☆

微观经济学☆

资产评估☆

(5-6节)1-17周/崔继红/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5-6节)1-9周/辛广茜/工业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17周(单)/崔继红
/市销1801;市销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5-6节)1-9周/马玉申/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2
上午

6

商品学☆
(5-6节)2-16周(双)/杜军燕
/市销1801;市销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下午

7

8

现代物流管理(B)☆

会计理论专题☆

纳税筹划☆

(7-8节)1-9周/辛广茜/工业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4/
选课人数:3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8节)1-3周/赵艳,乔贵涛
,李明惠,朱湘忆/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18

(7-8节)1-9周/马玉申/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会计学专业学科前沿
Ⅱ☆
(7-8节)4-5周,7周/赵艳,乔贵
涛,李明惠,朱湘忆/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星期六

星期日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1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1一层西合堂(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管理会计(A)☆

电子商务(B)☆

会计信息系统(C)☆

中级财务会计Ⅱ☆

新生研讨课☆

2

(1-2节)1-17周/唐家海/会计
1701;会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7/ 选课人数:8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1-2节)1-17周/耿佃友/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1-2节)1-17周/陈福军/会计
1701;会计1702;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9/
选课人数:1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13周/赵艳/会计
1801;会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1-4节)4-8周/张立涛/信管
1901;信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3

管理学原理(A)☆

证券投资学☆

管理运筹学(B)☆

决策理论与方法(A)☆

证券投资学☆

(3-4节)4-16周/王新军/财管
1901;财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3-4节)1-17周(单)/庄云蓓
/会计1604(春)/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1-9周/殷秀清/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7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1-9周/张丽媛/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69/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1-17周/庄云蓓/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4

生产运作管理(B)☆
(3-4节)10-17周/殷秀清/财
管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5

管理运筹学(B)☆

财务管理☆

中级财务会计Ⅱ☆

生产运作管理(B)☆

6

(5-6节)1-9周/殷秀清/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7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5-6节)1-17周/侯艳丽/工业
1801;工业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5-6节)1-13周/赵艳/会计
1801;会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5-6节)10-17周/殷秀清/财
管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7

会计信息系统(C)☆

新生研讨课☆

组织行为学(A)☆

新生研讨课☆

(7-8节)1-17周/陈福军/会计
1701;会计1702;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9/
选课人数:12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7-8节)4-12周/乔贵涛,唐家
海,刘金芹,赵耀/会计
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7-8节)1-17周/陈岩/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7-10节)4-8周/张立涛/信管
本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20

8

晚上

星期六

1

上午

下午

座位数:204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日

教1210(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3

上午

星期一

6
下午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统计学原理(A)☆

决策理论与方法(A)☆

中级财务管理(A)☆

中级财务管理(A)☆

中级财务管理(A)☆

(1-2节)1-17周/滕兴乐/信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9周/张丽媛/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69/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17周/白福萍/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17周(单)/白福萍
/财管1702/null/ 教学班人数
: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17周/白福萍/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基础工业工程☆

CI原理☆

计算机财务分析(A)☆

组织行为学(C)☆

(3-4节)1-18周/李辉/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72

(3-4节)2-8周(双)/梁美丽/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
时:45

(3-4节)1-11周/耿贵彬/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27/ 选课人数:2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3-4节)1-9周/周传鹏/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4

5

星期二

座位数:100

审计学☆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3-4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3-4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资产评估(A)☆

资产评估(A)☆

中级财务管理(A)☆

人力资源管理☆

(5-6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17周(单)/白福萍
/财管1701/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5-6节)1-9周/王衍飞/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审计学☆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5-6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5-6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7

资产评估(A)☆

资产评估(A)☆

8

(7-8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8节)1-9周/郭景先/财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星期六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1-2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星期日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A)☆
(7-8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审计学☆
(7-8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教122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物联网基础及应用☆

统计学原理(A)☆

财务管理(A)☆

财务管理案例分析☆

会计职业道德☆

(1-2节)1-9周/杜军燕/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1-2节)1-17周/冯立超/信管
1701;信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4/ 选课人数:35/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1-17周(单)/庞学升
/信管本1701/null/ 教学班人
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17周/刘金芹/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9周/黄业德/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8节)1-2周/唐家海/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统计学原理(A)☆

审计学☆

职业素养提升☆

(1-2节)2-16周(双)/庞学升
/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1-2节)10-17周/王文/财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8节)3-4周/唐家海/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18

服务营销☆

3

税法与纳税实务☆

现代推销学(A)☆

税法与纳税实务☆

非盈利组织营销(B)☆

4

(3-4节)1-17周/乔贵涛/会计
1801;会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3-4节)1-9周/杜军燕/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1-17周/乔贵涛/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3-4节)1-9周/王琦/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5

财务管理(A)☆

税法与纳税实务☆

税法与纳税实务☆

(5-6节)1-17周/刘金芹/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6节)1-17周/乔贵涛/会计
1801;会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8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5-6节)1-17周/乔贵涛/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供应链管理(A)☆

服务营销☆

供应链管理(A)☆

(7-8节)1-9周/闫秀霞/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7-8节)10-17周/孙芳1/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40

(7-8节)1-9周/闫秀霞/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6
7
下午

8

星期六

现代推销学(A)☆

(1-2节)10-17周/孙芳1/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40

上午

星期三

座位数:100

服务营销☆
(7-8节)10-13周/孙芳1/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40

星期日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410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35

星期五

工程经济学(A)☆

管理运筹学☆

管理运筹学☆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管理学原理(A)☆

(1-2节)1-9周/李霞1/工业
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1-2节)1-18周/李霞1/工业
1801;工业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2

(1-2节)1-18周/李霞1/工业
1801;工业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72

(1-2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17周/王心娟/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组织行为学(C)☆
(1-2节)10-17周/王心娟/财
管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上午

3

管理会计(A)☆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3-4节)1-17周/陈刚2/财管
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4节)1-9周/孙洪运/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4

财务案例分析(A)☆
(3-4节)10-17周/黄业德/财
管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
班人数:27/ 选课人数:2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财务案例分析(A)☆
(3-4节)10-17周/黄业德/财
管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
班人数:27/ 选课人数:27/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5

下午

6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5-6节)1-9周/孙洪运/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计算机基础☆

管理学原理(A)☆

(5-8节)4-12周/高群/信管本
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
时:32

(5-6节)1-17周(单)/王心娟
/信管本1801;信管本
1802/null/ 教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管理会计(A)☆
(5-6节)2-16周(双)/陈刚2/财
管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

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B)☆
(5-6节)1-9周/孙洪运/信管
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星期六

星期日

班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
时:51

7

8

晚上

9

会计理论专题☆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7-10节)1-3周/赵艳,乔贵涛
,李明惠,朱湘忆/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18

(7-8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2/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组织行为学(C)☆
会计学专业学科前沿
Ⅱ☆
(7-10节)4-5周,7周/赵艳,乔
贵涛,李明惠,朱湘忆/会计
16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7/ 选课人数:47/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6/ 总学时:18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7-8节)10-17周/王心娟/财
管1701;财管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83/ 选课人数:83/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教14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
上午

4

下午

7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1-8节)1-5周/公茂刚/经创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6/ 总学时:80

3

6

星期五

中级宏观经济学(A)☆

2

5

星期四

座位数:64

中级宏观经济学(A)☆

中级宏观经济学(A)☆

(5-8节)1-5周/公茂刚/经创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6/ 总学时:80

(5-8节)1-5周/公茂刚/经创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16/ 总学时:80

星期日

教12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决策理论与方法(A)☆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A)☆ 现代物流管理(B)☆

财务管理☆

(1-2节)1-9周/张丽媛/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9周/王心娟/工商
1601/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17周/侯艳丽/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1-2节)1-9周/辛广茜/工业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4/
选课人数:3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项目管理(B)☆
物流系统工程☆

(1-2节)11-15周/董会忠/工
业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0/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2节)10-17周/李霞1/工业
1701;工业1702;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

星期四

座位数:99

管理学原理(A)☆

管理学原理(A)☆

现代物流管理(B)☆

零售学☆

(3-4节)4-16周/孙秀梅/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16周/王新军/工商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9周/辛广茜/工业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1-9周/梁美丽/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4

物流系统工程☆
(3-4节)10-17周/李霞1/工业
1701;工业1702;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

管理学原理(A)☆

管理学原理(A)☆

生产运作管理(B)☆

生产运作管理(B)☆

6

(5-6节)4-16周/王新军/工商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5-6节)4-16周/孙秀梅/工业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5-6节)1-9周/辛广茜/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51/ 选课人数:5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6

(5-6节)1-9周/辛广茜/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51/ 选课人数:5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6

7

管理学原理(A)☆

统计学原理(A)☆

工程经济学(A)☆

(7-8节)4-16周/王新军/工商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7-8节)1-17周(单)/滕兴乐
/信管1702/null/ 教学班人数
:35/ 选课人数:35/ 选课备注

(7-8节)1-9周/吴美香/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下午

8

星期六

星期日

周学时:4/ 总学时:52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统计学原理(A)☆
(7-8节)2-16周(双)/滕兴乐
/信管1701/null/ 教学班人数
: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周学时:6/ 总学时:54

教1一层东合堂(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经济数学☆

国际经济合作☆

经济数学☆

微观经济学(A)☆

金融工程☆

(1-2节)1-9周/王金田/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9周/周锐/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0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9周/王金田/经济
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4-14周/王振红/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11周/谭霞2/金融
1701;金融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国际贸易学☆

计量经济学(A)☆

国际贸易学☆

金融工程☆

(1-2节)10-17周/公衍照/经
济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2节)10-17周/王金田/国
贸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0-17周/公衍照/经
济1801;经济1802;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11/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2节)12-18周/谭霞2/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2

外贸制单(B)☆

金融工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中级宏观经济学(B)☆

职业素质训练初级●

(3-4节)1-17周/刘福祥/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79/
选课人数: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1周/谭霞2/金融
1701;金融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3-4节)1-17周/张海伟/金融
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9-10节)1-9周/李国志
/经济1601;经济1602;经济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0/
选课人数:11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4-12周/经济聘3/金
融本1901;金融本1902;金融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4

金融工程☆
(3-4节)12-18周/谭霞2/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42

5

下午

BPO英语实训Ⅲ★
(5-6节)1-9周/经济聘3/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6

星期五

职业素质训练Ⅲ（企业
承担）★
(5-6节)1-9周/经济聘2/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计量经济学(A)☆
(5-6节)10-17周/王金田/国
贸1701;国贸1702;国贸

座位数:210

星期六

星期日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晚上

7

专题讲座Ⅲ●

投资银行学☆

8

(7-8节)9-10周/经济聘4/金
融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
本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4

(7-8节)1-9周/孙德华/金融
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本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25/
选课人数:11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9

BPO英语实训Ⅴ★

中级宏观经济学(B)☆

(9-10节)1-9周/经济聘3/金
融本1701;金融本1702;金融
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125/ 选课人数:125/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3-4节,9-10节)1-9周/李国志
/经济1601;经济1602;经济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0/
选课人数:11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507(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下午

晚上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80

星期五

1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计量经济学(A)☆

2

(1-2节)2-13周/郑彬1/信管
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1-2节)4-14周/高媛/中教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1-2节)1-17周/于国才/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1/
选课人数:4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3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保险学(A)☆

保险学(A)☆

计量经济学(A)☆

4

(3-4节)2-13周/郑彬1/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8

(3-4节)1-9周/李亮/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7/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9周/李亮/金融
1601;金融1602;金融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17/
选课人数:11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7周/经济聘20/金
融本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

中国现当代文学(A)Ⅰ☆

人力资源管理(B)☆

6

(5-6节)4-14周/高媛/中教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5-6节)1-17周/荣健/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

中国古代文学(A)Ⅰ☆

8

(7-8节)4-17周/李贺/中教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6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4217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

上午

JSP/SERVLET程序设计
☆
(1-2节)10-17周/张立涛/信
管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2

2

3
4
5
6
7
下午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四

JSP/SERVLET程序设计
☆
(7-8节)10-17周/张立涛/信
管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2

座位数:40

星期五

星期六
Unix/Linux基础技术☆
(1-4节)1-9周/付军/信管
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3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6

星期日

教34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3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商务英语☆

工程经济学(A)☆

工程经济学(A)☆

商务英语☆

组织与工作设计☆

(1-2节)2-14周/亓云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5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9周/吴美香/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9周/吴美香/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2-14周/亓云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3/
选课人数:5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17周/荣健/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34/ 选课人数:35/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项目管理(B)☆

项目管理(B)☆

(1-2节)11-16周/董会忠/工
业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0/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2节)11-15周/董会忠/工
业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0/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商务英语☆

物流成本管理(A)☆

CI原理☆

商务英语☆

(3-4节)2-14周/亓云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4/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9周/宋雪莲/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4节)1-9周/梁美丽/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45

(3-4节)2-14周/亓云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4/
选课人数:6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A)☆

2

上午

星期二

座位数:88

4

(3-4节)1-17周/张颖/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物流信息管理☆
(3-4节)10-17周/吴美香/工
业1701;工业1702;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

下午

6

内部控制☆

资产评估☆

文献检索☆

计算机财务管理(A)☆

(5-6节)1-9周/唐家海/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9周/马玉申/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5周,7周/李长玲/信
管1801;信管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6/ 选课人数:76/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24

(5-6节)1-11周/耿贵彬/财管
1601;财管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56/ 选课人数:56/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IT治理(A)☆
(5-6节)10-17周/于秀艳/信
管1701;信管1702;信管本
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152/ 选课人数:4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星期六

星期日

学时:32

7

非盈利组织营销(B)☆

组织行为学(C)☆

文献检索☆

CI原理☆

(7-8节)1-9周/王琦/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7-8节)1-9周/周传鹏/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7-8节)1-5周,7周/李长玲/信
管本1801;信管本1802/null/
教学班人数:77/ 选课人数
:7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24

(7-8节)1-9周/梁美丽/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47/ 选课人数:47/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5/ 总学时
:45

搜索引擎优化☆
管理信息系统(B)☆

8

(7-8节)10-17周/于秀艳/工
业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7-8节)10-17周/管理聘1/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文献检索☆
(7-8节)8-13周/李子臣/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4

文献检索☆
(7-8节)14-19周/李永明/金
融1903;金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2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1221(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64

星期五

1

会计信息系统☆

管理运筹学☆

管理运筹学☆

现代物流管理(B)☆

财务管理(B)☆

2

(1-2节)1-17周/陈福军/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1-2节)1-18周/闫秀霞/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72

(1-2节)1-18周/闫秀霞/工业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72

(1-2节)1-9周/郑春燕/工业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7/
选课人数:3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4-16周/齐鲁光/工商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9

3

中级财务会计Ⅱ☆

财务管理(B)☆

管理会计(A)☆

现代推销学(A)☆

财务管理(B)☆

中级财务会计Ⅱ☆

(3-4节)1-13周/赵耀/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4-16周/齐鲁光/工商
1901/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9

(3-4节)1-17周(单)/唐家海
/会计1703/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9周/杜军燕/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4-16周/齐鲁光/工商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9

(3-4节)1-13周/赵耀/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4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财务管理(B)☆

物联网基础及应用☆

(5-6节)4-16周/齐鲁光/工商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9

(5-6节)1-17周/冯立超/信管
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3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34

统计学原理(A)☆

会计学(A)☆

会计信息系统☆

会计学(A)☆

(7-8节)1-17周/滕兴乐/信管
1702/null/ 教学班人数:35/
选课人数:3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17周/赵广忠/市销
1801/null/ 教学班人数:31/
选课人数:3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5周/陈福军/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7-8节)1-17周(单)/赵广忠
/市销1802/null/ 教学班人数
:30/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4
5
6
7
下午

8

会计学(A)☆
(7-8节)2-16周(双)/赵广忠
/市销1801/null/ 教学班人数
:31/ 选课人数:31/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9
晚上

星期六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会计学(A)☆
(9-10节)1-17周/赵广忠/市
销1802/null/ 教学班人数:30/
选课人数:3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星期日

教4101(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160

星期五

证券原理(A)☆

新生研讨课☆

证券原理(A)☆

新生研讨课☆

证券原理(A)☆

(1-2节)1-9周/孙智勇/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4-5周,7-8周/张红霞
/国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1-2节)1-9周/孙智勇/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4-5周,7-8周/张红霞
/国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16

(1-2节)1-9周/孙智勇/金融
本1801;金融本1802;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0/
选课人数:12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外贸商品学☆

外贸商品学☆

(1-2节)10-17周/田朔/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1-2节)10-17周/田朔/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2

国际商务谈判☆

政治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A)☆

国际经济学Ⅰ☆

(3-4节)1-9周/邹松岐/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4-12周/周锐/金融本
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1-17周(单)/任希丽
/经济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9周/田朔/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12/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4

博弈论(A)☆
(3-4节)2-16周(双)/盛科荣
/经济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5

政治经济学☆

国际经济合作☆

公司金融(A)☆

6

(5-6节)4-12周/周锐/金融本
1901;金融本1902;金融本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9周/周锐/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2/
选课人数:10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17周/张晓杰/金融
1701;金融1702;金融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3/
选课人数:11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7-8节)4-5周,7-12周/周锐
/国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无/

(7-8节)4-5周,7-12周/周锐
/国贸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无/

下午

8

星期六

星期日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周学时:4/ 总学时:32

教3410(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一

1

社会工作概论☆

2

(1-2节)4-19周/秦克寅/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3

现代汉语(A)Ⅰ☆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2节)4-14周/马列聘2/财
管1901;财管1902;信管
1901;信管本1901;信管本
1902;中教1903/null/ 教学班
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3-4节)4-18周(双)/陈玉金
/中教1903/null/ 教学班人数
: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48

(3-4节)4-14周/马列聘2/法
本1905(国际商法);金融
1904(创新);经济1903;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4

现代汉语(A)Ⅰ☆

5

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审计案例(A)☆

6

(5-8节)4-16周/崔达/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52

(5-6节)1-9周/王文/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选课人数:12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5-19周(单)/陈玉金
/中教1901;中教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48

下午
7

8

座位数:260

星期五

(1-2节)1-17周/关利平/国贸
1801;国贸1802;国贸1803;金
融1801;金融1802;金融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221/
选课人数:22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4节)1-17周/关利平/工业
1801;工业1802;工业1803;市
销1801;市销1802;信管本
1802/null/ 教学班人数:197/
选课人数:19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5-6节)4-14周/马列聘2/财
管1901;财管1902;信管
1901;信管本1901;信管本
1902;中教1903/null/ 教学班
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会计学专业学科前沿
(A)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7-8节)4-14周/马列聘3/广
告1901;广告1902;中本
1901;中本1902;中教1901;中
教1902/null/ 教学班人数

(7-8节)1-9周/赵艳,李明惠
,乔贵涛,朱湘忆/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7-8节)4-14周/马列聘2/法
本1905(国际商法);金融
1904(创新);经济1903;行政
1901;行政1902/null/ 教学班

星期六

星期日

:25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选课人数:11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教1405(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下午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金融学(C)☆

金融学(C)☆

金融学(C)☆

2

(1-2节)1-9周/蔡雯霞/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9周/蔡雯霞/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1-2节)1-9周/蔡雯霞/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3

宏观经济学(B)☆

基础会计(A)☆

宏观经济学(B)☆

4

(3-4节)1-13周/张玉/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13周/胡红霞/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1-13周/张玉/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5

基础会计(A)☆

中国传统文化☆

6

(5-6节)1-13周/胡红霞/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5-6节)1-13周/邱文山/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26

7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8

(7-8节)1-9周/梁家强/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8节)1-9周/梁家强/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9
晚上

星期二

座位数:64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大学生创业基础☆
(9-10节)1-9周/齐丹丹/金融
18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8/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6

星期六

星期日

教1二层西合堂(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1

公司治理(A)☆

新产品管理(A)☆

新产品管理(A)☆

2

(1-2节)1-17周/周传鹏/工商
1701;工商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1-9周/朱振中/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1-2节)1-9周/朱振中/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

组织行为学(A)☆

管理会计(A)☆

基础会计☆

4

(3-4节)2-16周(双)/陈岩/工
商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
时:51

(3-4节)2-16周(双)/唐家海
/会计1701;会计1702/null/ 教
学班人数:87/ 选课人数:8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3-4节)1-17周/于明涛/财管
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5

金融学☆

宏观经济学☆

金融学☆

(5-6节)1-11周/孙雁冰/财管
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5-6节)1-17周/王晓丹/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5-6节)1-11周/孙雁冰/财管
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A)☆

6

(5-6节)1-9周/耿佃友/市销
1601;市销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2/ 选课人数:82/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电子商务(B)☆
(5-6节)10-17周/耿佃友/信
管本1701;信管本1702/null/
教学班人数:78/ 选课人数
: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下午

晚上

星期四

7

宏观经济学☆

金融学(B)☆

基础会计☆

8

(7-8节)1-17周/王晓丹/财管
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7-8节)1-17周/孙雁冰/会计
1801;会计1802;会计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2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8节)2-16周(双)/于明涛
/财管1801;财管1802/null/ 教
学班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
学时:51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座位数:210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305(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Ⅲ☆

信息资源管理(A)☆

市场调查与预测(C)☆

大学英语读写(B)Ⅲ☆

金融会计(A)☆

(1-2节)2-14周/时洁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6/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9周/Benazir
Quad/信管1901/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2

(1-2节)1-17周/周涛/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1-2节)2-14周/时洁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66/
选课人数:7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1-9周/曹红霞/会计
1701;会计1702;会计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23/
选课人数:23/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2

技术创业☆
(1-2节)10-17周/付丙海/工
业1801;工业18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
时:18

上午
3

4

5

下午

座位数:88

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信息资源管理(A)☆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大学语文☆

(3-4节)1-9周/陈华涛/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1-9周/陈华涛/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3-4节)1-16周/王立/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2

(3-4节)4-19周/Benazir
Quad/信管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2

(3-4节)1-9周/胡红霞/会计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管理信息系统(B)☆
技术创业☆

创新管理☆

(3-4节)10-17周/付丙海/工
业1803/null/ 教学班人数:28/
选课人数:2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3-4节)10-17周/刘晓平/工
商1802/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10-17周/于秀艳/工
业1701;工业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2/ 选课人数:72/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32

管理运筹学☆

大学语文☆

零售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D)☆

(5-6节)1-9周/高卫中/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5-6节)1-17周/王立/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5-6节)1-9周/梁美丽/市销
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班
人数:24/ 选课人数:2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5-6节)1-9周/陈华涛/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54

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

(5-6节)10-17周/刘晓平/工
商18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10-17周/刘晓平/工
商18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6节)10-17周/刘晓平/工
商1802/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4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新生研讨课☆
(3-4节)4-8周/杜军燕/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7

市场调查与预测(C)☆

管理运筹学☆

大学语文☆

新生研讨课☆

(7-8节)1-17周/周涛/市销
1801;市销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61/ 选课人数:6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7-8节)1-9周/高卫中/工商
1801;工商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7-8节)1-17周/王立/财管
1801;财管1802/null/ 教学班
人数:88/ 选课人数:88/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7-8节)4-8周/杜军燕/市销
1901;市销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20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教3508(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大学英语读写(B)Ⅰ☆

公共关系学☆

民法学总论☆

法理学(A)☆

2

(1-2节)4-19周/余建霞/信管
本1901;信管本1902/null/ 教
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
学时:32

(1-2节)4-18周/胡安水/社工
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1-2节)4-14周/苑全耀/法本
1903(律师班)/null/ 教学班
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1-2节)4-16周/法学聘11/法
本1905(国际商法)/null/ 教
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52

3

大学英语读写(B)Ⅲ☆

公共关系学☆

(3-4节)2-13周/时洁/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3-4节)4-7周,14-16周/胡安
水/社工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44

5

新生研讨课☆

宪法学☆

6

(5-8节)13-16周/李德营/社
工1901;社工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16

(5-6节)4-14周/蒲红/法本
1901;法本1902/null/ 教学班
人数:84/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44

7
8
晚上

星期二

1

4

下午

星期一

座位数:180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310(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星期一

星期二

高等数学(C)Ⅰ☆

星期三
会计学专业学科前沿
(A)Ⅰ☆

(1-2节)4-18周/李亿民/金融
1901;金融1902;金融1903;金
融19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168/ 选课人数: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
:90

财政学☆

(1-2节)1-9周/曹红霞/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选课人数:12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1-2节)1-17周/侯娜/经济
1701;经济1702;经济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119/
选课人数:11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微观经济学(A)☆

(3-4节)4-14周/马列聘1/法
本1901;法本1902;法本
1903(律师班);法本1904(经
济法);社工1901;社工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4节)4-14周/马列聘1/工
业1901;工业1902;市销
1901;市销1902;信管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3

审计案例(A)☆

微观经济学(A)☆

4

(3-4节)1-9周/王文/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选课人数:12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3-4节)8-18周/侯向丽/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5

金融会计(A)☆

工业工程专业英语(A)☆ 企业诊断(B)☆

(5-6节)1-9周/曹红霞/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选课人数:127/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5-6节)1-9周/高卫中/工业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06/
选课人数:10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下午
7

8

星期五

金融会计(A)☆

(1-2节)1-9周/赵艳,乔贵涛
,李明惠,朱湘忆/会计
1601;会计1602;会计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27/
选课人数:11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36
国际市场营销☆
(1-2节)10-17周/张正民/市
销1701;市销1702/null/ 教学
班人数:71/ 选课人数:71/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
时:48

上午

6

星期四

座位数:260

(5-6节)1-9周/李辉/工商
1601;工商1602/null/ 教学班
人数:80/ 选课人数:80/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6

(3-4节)8-17周/侯向丽/国贸
1901;国贸1902;国贸
1903/null/ 教学班人数:126/
选课人数:1/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5-6节)4-14周/郭军华/工商
1901;工商1902;工业1903;会
计1901;会计1902/null/ 教学
班人数:210/ 选课人数:0/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
时:44

工业工程专业英语(A)☆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7-8节)1-9周/高卫中/工业
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1601;工业1602;工业
1603/null/ 教学班人数:106/
选课人数:10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6/ 总学时:54

(7-8节)4-14周/马列聘1/法
本1901;法本1902;法本
1903(律师班);法本1904(经
济法);社工1901;社工

(7-8节)4-14周/马列聘1/工
业1901;工业1902;市销
1901;市销1902;信管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210/

星期六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5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2313621/ 是否使
用设备:否

星期日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1902/null/ 教学班人数:25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4

教142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计量经济学(A)☆

数理金融☆

计量经济学(A)☆

国家税收☆

2

(1-2节)4-15周/经济聘17/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1-2节)8-15周/经济聘18/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4-15周/经济聘17/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1-2节)1-17周/侯娜/金融
17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

公司金融(A)☆

投资组合管理☆

投资组合管理☆

股权资产估值☆

数理金融☆

(3-4节)1-17周/张晓杰/金融
17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3-4节)10-17周/经济聘
19/金融1704(创新)/null/ 教
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2

(3-4节)10-17周/经济聘
19/金融1704(创新)/null/ 教
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
学时:32

(3-4节)1-17周/陈敏/金融
17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8-15周/经济聘18/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5

财务报表分析(A)☆

财务报表分析(A)☆

公司金融(A)☆

计量经济学(A)☆

6

(5-6节)10-17周/于明涛/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2

(5-6节)10-17周/于明涛/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32

(5-6节)2-16周(双)/张晓杰
/金融1704(创新)/null/ 教学
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
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
时:51

(5-6节)4-14周/经济聘17/金
融1704(创新)/null/ 教学班
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
:68

7
8
晚上

星期二

1

4

下午

星期一

座位数:60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304(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中西文化比较(B)☆

大学英语读写(B)Ⅰ☆

会计学☆

中西文化比较(B)☆

(1-2节)2-14周/李宗政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1-2节)4-19周/周慧霞/金融
本1903/null/ 教学班人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1-2节)1-17周/赵洪宝/国贸
1802;国贸1803/null/ 教学班
人数:69/ 选课人数:41/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
:34

(1-2节)2-14周/李宗政
/2018/null/ 教学班人数:50/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

大学英语读写(B)Ⅰ☆

会计学☆

国际商务英语☆

大学英语读写(B)Ⅲ☆

财务管理☆

4

(3-4节)4-19周/张景玲
/2019/null/ 教学班人数:57/
选课人数:0/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2

(3-4节)1-17周/赵洪宝/国贸
1801/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35/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3-4节)1-13周/邢丽荣/国贸
1701/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7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52

(3-4节)2-13周/时洁/金融本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40/
选课人数:38/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48

(3-4节)1-17周/宋雪莲/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2
上午

5

会计学(A)☆

6

(5-6节)1-17周/赵广忠/经济
1803/null/ 教学班人数: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
下午

会计学(A)☆

外贸制单(B)☆

会计学(A)☆

(7-8节)1-17周/赵广忠/经济
1802/null/ 教学班人数:36/
选课人数:36/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17周/刘福祥/国贸
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7-8节)1-17周(单)/赵广忠
/经济1803/null/ 教学班人数
:39/ 选课人数:39/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8

晚上

星期三

座位数:88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外贸制单(B)☆
(7-8节)2-16周(双)/刘福祥
/国贸1701;国贸1702;国贸
1703/null/ 教学班人数:33/
选课人数:34/ 选课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51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3号机房(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

(1-4节)1-5周,7-13周/陈福军
/会计1704(春)/null/ 教学班
人数:44/ 选课人数:44/ 选课
备注:无/ 周学时:3/ 总学时
:51

3
4

下午

5

会计信息系统☆

6

(5-6节)7-17周/陈福军/会计
1704(春)/null/ 教学班人数
:44/ 选课人数:44/ 选课备注
: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7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五
Excel在会计和财务中的
应用☆

2
上午

星期四

座位数:100

星期六

星期日

教1410(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下午

晚上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微观经济学(A)☆

2

(1-2节)4-15周/王黎明/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座位数:60

星期五

3

微观经济学(A)☆

政治经济学☆

4

(3-4节)4-16周/王黎明/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3-4节)4-12周/曹俊杰/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5

政治经济学☆

6

(5-6节)4-12周/曹俊杰/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34

7

金融学学科导论☆

微观经济学(A)☆

8

(7-8节)4-12周/余万林/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2/ 总学时:18

(7-8节)4-13周/王黎明/金融
1904(创新)/null/ 教学班人
数:42/ 选课人数:0/ 选课备
注:无/ 周学时:4/ 总学时:68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六

星期日

教3103(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上午

2
3
4
5

下午

6
7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座位数:88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1-8节)10周/赵立煜(实验师
)/ 借用单位: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0533-2313619/ 是
否使用设备:否

教3509(东)场地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上午

2
3
4
5

下午

6
7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4节)3-18周/张扬(讲师
（高校）)/ 借用单位:经济
学院/ 联系电话:2313936/ 是
否使用设备:是

座位数:180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