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课情况的通报 

 

各教学单位：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于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六至

十九周组织全校学生对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的课程进行了课堂

教学质量评价，毕业班、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及缺课三分之一的学生

已限制评课。在统计成绩时，去掉 5%的最高分和 5%的最低分进行加

权平均，学生参评率低于 50%的所有评分视为无效，教师代课少于 3

周的未纳入本人评课成绩计算。本次评课全校总参评课程为 1313 门

次，学生应参评人次为 177709，实际参评人次是 173251，学生参评

率达到 97.49%；被评课程总数为 736 门，评课结果最高分为 92.06

分，最低分为 69.01 分；学生满意度为 97.89%。现将评课结果予以

通报（详见附件）。 

 

附件： 

1.各开课单位评课情况汇总表 

2.课程评价排行榜(全校排名前 50%) 

3.课程评价排行榜(各开课单位排名前 50%)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19年 10月 16日 



 

附件1：              各开课单位评课情况汇总表 

 

 

 

 

 

 

 

 

 

 

 

 

 

 

 

 

 

 

 

 

 

 

 

 

开课单位 
课程 

门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 

门数 

优秀率 

（90分以上） 

金融与投资学院 62 92.01 85.69 89.58  30 48.39% 

工商管理学院 74 91.39 78.04 88.50 16 21.62% 

保险学院 25 91.51 86.41 90.04 17 68.00%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60 91.73 84.44 89.62  28 46.67% 

会计学院 55 91.73 80.89  89.70 34 61.82% 

法学院 19 91.88 84.75 89.29 9 47.37% 

公共管理学院 98 91.61 69.01 88.96 38 38.78% 

经济贸易学院 49 91.21 84.21 89.06 17 34.69%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59 92.06 82.47 89.77 33 55.93%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77 91.6 79.41 89.01  28 36.36%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65 91.82 83.4 89.71  38 58.46% 

信用管理学院 24 91.58 84.84 88.69  6 25.00% 

体育教学部 7 91.15 89.7  90.47  5 71.43% 

创业教育学院 31 91.61 87.22 90.07  20 64.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90.67 85.87 88.28 2 33.33% 

合  计 711 92.06 69.01 89.38  321 45.15% 



 

附件 2：            课程评价排行榜(全校排名前 50%)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1597002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12039 第二外语（俄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150152 投资组合管理（双语）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636022 刑法Ⅰ 法学院 

15152014 金融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50090 商务口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79 英汉语言对比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150151 金融客户关系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151003 统计软件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0 应用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940080 交替传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240104 抽样技术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150164 投资银行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530046 审计学 会计学院 

15425001 新媒体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140022 税务筹划 金融与投资学院 

26110007 线性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C5170002 银行票据业务虚拟交易实验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50119 金融学导论（全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70021 金融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740042 行政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7625002 思维导图的制作与应用 创业教育学院 

16052002 新媒体产品创意与策划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252005 社会保险综合实训 公共管理学院 

16140047 固定收益证劵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340003 中级财务会计Ⅱ 信用管理学院 

17625003 设计思维商业化流程实训 创业教育学院 

16140001 常微分方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340027 财产与责任保险 保险学院 

15636021 民法Ⅰ 法学院 

15940064 学术英语写作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340030 社会保障学 保险学院 

1554A009 财务报告 会计学院 

1554A004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15960007 商务英语视听说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040065 网络用户行为研究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230005 普通心理学Ⅱ 公共管理学院 

15939026 综合商务英语 IV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66 美国文学赏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71 管理学导论（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550023 银行会计 会计学院 

15930019 综合英语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54A005 业绩管理 会计学院 

15140020 税收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7625011 设计思维与人生设计 创业教育学院 

15650022 电子商务法 法学院 

15260016 消费者行为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16021051 时评写作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50016 行政组织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350056 保险法 保险学院 

15970022 财经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78 汉英笔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060010 外国文学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452003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150081 国债经济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12037 第二外语（日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7621013 《汉书之论语》 创业教育学院 

15750078 老年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15560005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16030037 媒介经营与管理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70018 社会统计分析与 Stata 应用 公共管理学院 

15140026 中国税制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335002 数学分析Ⅱ 保险学院 

16240085 国际劳工标准 公共管理学院 

15150135 兼并、收购和公司重组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340028 人寿与健康保险 保险学院 

15251005 统计软件编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C5470001 大数据工具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25530002 会计学原理（双语） 会计学院 

15940042 口译基础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460010 信息管理专业英语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040049 演讲与口才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450069 管理信息系统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150131 数学文化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40004 非参数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850131 资本市场运作 经济贸易学院 

15252010 STATA 统计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660016 电子商务法 法学院 

17623044 创意广告制作 创业教育学院 

16140055 抽样调查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C5170003 公司财务案例分析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740031 行政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16170032 常微分方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123006 金融发展史 金融与投资学院 

17821009 现代足球欣赏 体育教学部 

C5570002 财务管理 EXCEL 工具应用 会计学院 

15240098 时间序列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350057 社会保障学 保险学院 

17821024 中级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15151010 Excel 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50110 美国文学赏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850159 经济学 C2 经济贸易学院 

15450137 Javascript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550073 税务会计 会计学院 

15240091 采购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760003 农村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550029 税务筹划 会计学院 

15552002 银行会计实验 会计学院 

17623042 歌唱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5770024 广告与消费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7821002 篮球运动 体育教学部 

16160018 应用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7626005 声乐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5170010 投资银行实务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723001 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热点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6230014 心理测量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540025 会计信息系统 会计学院 

15150124 信用担保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160020 统计学原理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360004 应用数理统计 保险学院 

15450140 Java EE 框架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123013 银行岗位技能实训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50048 商务英语写作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860013 经济学 B2 经济贸易学院 

15723007 社会热点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5660006 物权法 法学院 

16030036 媒介经济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370035 金融市场与产品 保险学院 

16038013 新闻采访与写作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160014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251001 SPSS 与 AMOS 统计分析实务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21 社会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640040 民事诉讼法 法学院 

15760047 政治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6052014 融合媒体报道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323002 保险法诠释 保险学院 

15452002 ERP 应用实践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28160002 商法导论（双语） 国际教育学院 

17626012 电影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574002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公共管理学院 

16060019 演讲与口才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540031 中级财务会计Ⅱ 会计学院 

15540015 中级财务会计Ⅰ 会计学院 

15952004 国际商务实训（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060008 民间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21043 经济心理学：经典与前沿实验 公共管理学院 

16023010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7623028 书法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555A006 战略商业报告 会计学院 

15920001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250055 人口统计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60 计量经济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021047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130012 线性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C5570003 财务职业礼仪 会计学院 

16150028 金融数据挖掘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960003 英语视听说 IV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251002 心理学论文写作 公共管理学院 

15450107 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240005 心理学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学院 

15250122 物流工程 工商管理学院 

15850019 国际贸易地理 经济贸易学院 

17627002 中国饮食文化 创业教育学院 

16151006 MATLAB 软件与金融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7623045 国画类艺术品鉴定项目管理 创业教育学院 

16070034 职场沟通技巧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150084 国有资产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550034 会计英语 会计学院 

26210001 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160001 金融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135029 数学分析Ⅱ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51002 SPSS 软件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051002 新闻摄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51002 社会项目评估 公共管理学院 

15170005 国际信贷理论与实务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550036 财会专题 会计学院 

15152016 衍生品投资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050072 职场沟通艺术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7627005 发展心理学 创业教育学院 

15450159 Python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950105 财经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140027 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7624007 绘画心理分析 创业教育学院 

15540003 财务管理学原理 会计学院 

15952002 英语电影评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434017 Java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240090 工会工作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89 社会保障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460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编语言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030017 中国当代文学史（一）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27620004 戏剧欣赏 创业教育学院 

15240116 仓储与库存控制 工商管理学院 

15840103 国际贸易 经济贸易学院 

15450102 数据挖掘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7727001 女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570031 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26025001 历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530047 税法 会计学院 

16140029 金融工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440077 平面图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551001 Excel 在财务中的应用 会计学院 

17626008 中国戏曲鉴赏 创业教育学院 

16374001 资产评估综合案例 信用管理学院 

16130009 高等数学 II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750006 公共财政学 公共管理学院 

16050077 视觉传播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40040 社会保障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252023 电商物流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实验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14 零售学 工商管理学院 

16351002 信用管理专业论文写作 信用管理学院 

15440044 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7626002 合唱与指挥 创业教育学院 

1554A002 会计师与企业 会计学院 

16040077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870008 经济学名著选读 经济贸易学院 

15770016 小组工作实务与技巧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14 社会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250017 金融营销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424011 Office 高级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7624005 税务筹划学 创业教育学院 

15440004 Web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350003 保险中介 保险学院 

15551002 用友财务软件应用 会计学院 

15450146 人工智能与金融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C5570004 税务筹划案例分析 会计学院 

16352006 资产评估综合实验 信用管理学院 

15840069 金融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760042 伦理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7821023 中国棍法实战术 肇庆校区 

16150126 复变函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21065 红色旅游文化漫谈 工商管理学院 

15550035 企业内部控制 会计学院 

1564004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16051003 手机摄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250018 客户关系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762400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创业教育学院 

16026004 优秀传媒作品欣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340016 利息理论 保险学院 

15340029 保险学 保险学院 

16022001 文学与电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823020 海外经济形势与政策 经济贸易学院 

15152005 国际结算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840080 商业银行经营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950084 英语演讲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250035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5840002 产业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950095 英语修辞学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39024 综合商务英语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16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5004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424005 Photoshop 图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252007 劳动争议处理综合实验 公共管理学院 

15170036 贸易金融理论与行业案例研讨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38 投资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912038 第二外语（德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335004 保险学 保险学院 

15740030 机关事务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45 企业年金与养老保险 公共管理学院 

1554A003 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15550040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16150112 数据挖掘原理与实践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760002 城市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570030 会计电算化上机实验 会计学院 

1622101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公共管理学院 



 

15250156 酒店商务英语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02 企业经营沙盘模拟 工商管理学院 

15750079 比较政府与政治 公共管理学院 

15723006 社会问题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6152001 金融计量综合实验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050085 书法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150130 近世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450048 Matlab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350047 海上保险学 保险学院 

15160005 财政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7823003 奥林匹克历史文化鉴赏 体育教学部 

16060015 广告学概论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770019 团体心理辅导 公共管理学院 

16160016 数学模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450157 网页脚本语言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160007 证券投资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340017 企业价值评估 信用管理学院 

15450004 Oracle 数据库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960014 美国社会与文化（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823019 博弈论平话 经济贸易学院 

15440057 NET 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7623043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创业教育学院 

15951004 英语笔译实务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540046 财务报告分析 会计学院 

15451003 平面动画制作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603001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7923001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古建筑文化 肇庆校区 

15352004 寿险精算综合实验 保险学院 

15340032 精算模型Ⅱ 保险学院 

15922014 英语诗歌赏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240023 薪酬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52 现代服务业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530051 中级财务会计 II 会计学院 

15636020 经济法 法学院 

15540039 内部控制 会计学院 

15860004 经济学 C2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166 行为金融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170037 政治经济学应用 经济贸易学院 

16150082 最优化方法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350041 保险经营管理学 保险学院 

15440054 Linux 操作系统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240061 品牌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5150169 权益证券分析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840065 发展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140052 商业银行经营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160019 计量经济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660018 仲裁法律实务 法学院 

15860002 计量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6030006 新闻编辑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440026 算法分析与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152002 商业银行业务综合实验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55A007 战略商业领袖 会计学院 

16150127 经济统计模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950092 商务会议模拟翻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460009 信息安全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28110001 高级英语口语 国际教育学院 

15240121 国民经济核算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440027 计算机网络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7723001 涉外礼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140057 国家预算 金融与投资学院 

10025009 文化地理 教务处 

16150081 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数学模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851005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 经济贸易学院 

17923009 乒乓球专项 体育教学部 

15550089 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15930015 综合英语Ⅳ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7626023 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赏析 创业教育学院 

16340018 消费者信用管理 信用管理学院 

16023016 影视艺术鉴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223009 茶文化与茶水品鉴 工商管理学院 

15750005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5150144 经济学（全英）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250109 物流成本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6240074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公共管理学院 

15540002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15770015 公共事业管理实训 公共管理学院 

15950081 中西文化比较（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150136 风险投资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350063 计量经济学 保险学院 

17812004 体育Ⅳ 体育教学部 

15750070 矫正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15150024 金融理财 金融与投资学院 

16240096 异常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28110005 跨文化交际 国际教育学院 

16250139 心理咨询实务 公共管理学院 

16040079 美学原理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5823016 趣味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350025 再保险 保险学院 

15750065 信息管理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850107 国贸专业论文写作 经济贸易学院 

15250169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工商管理学院 

15550032 财务报告分析 会计学院 

15270025 创业与风险投资实务 工商管理学院 

15540048 税法 会计学院 

C7570001 Excel 在经管中的应用 实验教学中心 

15530044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院 

15960004 英语口语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260012 消费者行为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440066 设计模式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636023 商业银行法 法学院 

16350011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信用管理学院 

15851004 国际贸易业务 ERP 经济贸易学院 

16135002 数学分析Ⅱ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7626013 素描与色彩 创业教育学院 

17520002 金融 ERP 风险管理（资金转移定价） 实验教学中心 

15240060 营销策划 工商管理学院 

15770023 中国劳动关系治理 公共管理学院 

16050080 《道德经》讲读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350001 投资业务与风险管理 信用管理学院 

16050055 剧本选评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145005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940016 商务英语写作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025002 中国茶文化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28120002 商务导论 国际教育学院 

 

 

 

 

 

 

 

 

 

 

 

 

 

 

 

 



 

附件 3：            课程评价排行榜(学院排名前 50%)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15340027 财产与责任保险 保险学院 

15340030 社会保障学 保险学院 

15350056 保险法 保险学院 

15335002 数学分析Ⅱ 保险学院 

15340028 人寿与健康保险 保险学院 

15350057 社会保障学 保险学院 

15360004 应用数理统计 保险学院 

15370035 金融市场与产品 保险学院 

15323002 保险法诠释 保险学院 

15350003 保险中介 保险学院 

15340016 利息理论 保险学院 

15340029 保险学 保险学院 

15335004 保险学 保险学院 

16052002 新媒体产品创意与策划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40065 网络用户行为研究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1051 时评写作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60010 外国文学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0037 媒介经营与管理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40049 演讲与口才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0036 媒介经济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8013 新闻采访与写作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2014 融合媒体报道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60019 演讲与口才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60008 民间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3010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1047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70034 职场沟通技巧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1002 新闻摄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72 职场沟通艺术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0017 中国当代文学史（一）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26025001 历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77 视觉传播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40077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1003 手机摄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6004 优秀传媒作品欣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2001 文学与电影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85 书法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60015 广告学概论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001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30006 新闻编辑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3016 影视艺术鉴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40079 美学原理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80 《道德经》讲读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55 剧本选评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5002 中国茶文化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70005 活动策划与执行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50084 中国现当代诗歌鉴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6001 中国古典小说欣赏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1050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40069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5010 国学与智慧人生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6021043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 

17625002 思维导图的制作与应用 创业教育学院 

17625003 设计思维商业化流程实训 创业教育学院 

17625011 设计思维与人生设计 创业教育学院 

17621013 《汉书之论语》 创业教育学院 

17623044 创意广告制作 创业教育学院 

17623042 歌唱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7626005 声乐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7626012 电影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7623028 书法艺术 创业教育学院 

17627002 中国饮食文化 创业教育学院 

17623045 国画类艺术品鉴定项目管理 创业教育学院 

17627005 发展心理学 创业教育学院 

17624007 绘画心理分析 创业教育学院 

27620004 戏剧欣赏 创业教育学院 

17626008 中国戏曲鉴赏 创业教育学院 

17626002 合唱与指挥 创业教育学院 

15636022 刑法Ⅰ 法学院 

15636021 民法Ⅰ 法学院 

15650022 电子商务法 法学院 

15660016 电子商务法 法学院 

15660006 物权法 法学院 

15640040 民事诉讼法 法学院 

1564004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15636020 经济法 法学院 

15660018 仲裁法律实务 法学院 

15636023 商业银行法 法学院 

15260016 消费者行为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91 采购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22 物流工程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116 仓储与库存控制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23 电商物流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实验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14 零售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017 金融营销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221065 红色旅游文化漫谈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018 客户关系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035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56 酒店商务英语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02 企业经营沙盘模拟 工商管理学院 

16240023 薪酬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52 现代服务业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61 品牌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5223009 茶文化与茶水品鉴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09 物流成本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69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工商管理学院 

15270025 创业与风险投资实务 工商管理学院 

15260012 消费者行为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60 营销策划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27 运输组织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44 旅行社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24006 商战模拟 工商管理学院 

15270030 酒水文化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070 产品开发与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64 现代公司治理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75 物流设施与设备 工商管理学院 

15251001 Excel 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63 电子商务营销案例专题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030 商务礼仪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68 管理运筹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250103 管理运筹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21 酒店服务与管理综合实验（双语）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13 市场调查与预测综合案例 工商管理学院 

15252025 供应链管理设计实验 工商管理学院 

15240026 消费者行为学 工商管理学院 

15740042 行政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6252005 社会保险综合实训 公共管理学院 

16230005 普通心理学Ⅱ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16 行政组织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78 老年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18 社会统计分析与 Stata 应用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85 国际劳工标准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31 行政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03 农村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24 广告与消费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23001 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热点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6230014 心理测量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23007 社会热点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6251001 SPSS 与 AMOS 统计分析实务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21 社会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47 政治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2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公共管理学院 

15721043 经济心理学：经典与前沿实验 公共管理学院 

16251002 心理学论文写作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05 心理学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学院 

26210001 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51002 社会项目评估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90 工会工作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89 社会保障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06 公共财政学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40 社会保障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16 小组工作实务与技巧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14 社会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42 伦理学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6252007 劳动争议处理综合实验 公共管理学院 

15740030 机关事务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45 企业年金与养老保险 公共管理学院 

15760002 城市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院 

1622101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79 比较政府与政治 公共管理学院 

15723006 社会问题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19 团体心理辅导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05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74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15 公共事业管理实训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70 矫正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16240096 异常心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16250139 心理咨询实务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65 信息管理概论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23 中国劳动关系治理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13 个案工作实务与技巧 公共管理学院 

15752007 员工管理综合实训 公共管理学院 

15750012 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5770022 劳动法与职业权益保护 公共管理学院 

15425001 新媒体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2003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C5470001 大数据工具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60010 信息管理专业英语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069 管理信息系统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37 Javascript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40 Java EE 框架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2002 ERP 应用实践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07 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59 Python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34017 Java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60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编语言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02 数据挖掘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77 平面图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44 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24011 Office 高级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04 Web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46 人工智能与金融应用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24005 Photoshop 图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048 Matlab 程序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157 网页脚本语言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0004 Oracle 数据库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57 NET 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1003 平面动画制作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54 Linux 操作系统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26 算法分析与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60009 信息安全技术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27 计算机网络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40066 设计模式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452008 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程学院 

15530046 审计学 会计学院 

1554A009 财务报告 会计学院 

1554A004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15550023 银行会计 会计学院 

1554A005 业绩管理 会计学院 

15560005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25530002 会计学原理（双语） 会计学院 

C5570002 财务管理 EXCEL 工具应用 会计学院 

15550073 税务会计 会计学院 

15550029 税务筹划 会计学院 

15552002 银行会计实验 会计学院 

15540025 会计信息系统 会计学院 

15540031 中级财务会计Ⅱ 会计学院 

15540015 中级财务会计Ⅰ 会计学院 

1555A006 战略商业报告 会计学院 

C5570003 财务职业礼仪 会计学院 

15550034 会计英语 会计学院 



 

15550036 财会专题 会计学院 

15540003 财务管理学原理 会计学院 

15570031 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15530047 税法 会计学院 

15551001 Excel 在财务中的应用 会计学院 

1554A002 会计师与企业 会计学院 

15551002 用友财务软件应用 会计学院 

C5570004 税务筹划案例分析 会计学院 

15550035 企业内部控制 会计学院 

1554A003 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15550040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16151003 统计软件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0 应用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40104 抽样技术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26110007 线性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47 固定收益证劵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01 常微分方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51005 统计软件编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0131 数学文化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40004 非参数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52010 STATA 统计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55 抽样调查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70032 常微分方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40098 时间序列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8 应用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20 统计学原理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4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50055 人口统计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60 计量经济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30012 线性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0028 金融数据挖掘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1006 MATLAB 软件与金融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35029 数学分析Ⅱ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51002 SPSS 软件应用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27 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0029 金融工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30009 高等数学 II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0126 复变函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45004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0112 数据挖掘原理与实践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2001 金融计量综合实验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50130 近世代数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6160016 数学模型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5150152 投资组合管理（双语）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2014 金融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51 金融客户关系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64 投资银行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40022 税务筹划 金融与投资学院 

C5170002 银行票据业务虚拟交易实验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40020 税收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081 国债经济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40026 中国税制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35 兼并、收购和公司重组 金融与投资学院 

C5170003 公司财务案例分析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23006 金融发展史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1010 Excel 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70010 投资银行实务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24 信用担保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23013 银行岗位技能实训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084 国有资产管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60001 金融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70005 国际信贷理论与实务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2016 衍生品投资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2005 国际结算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70036 贸易金融理论与行业案例研讨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38 投资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60005 财政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60007 证券投资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69 权益证券分析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40052 商业银行经营学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2002 商业银行业务综合实验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40057 国家预算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44 经济学（全英）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150136 风险投资 金融与投资学院 

15850131 资本市场运作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159 经济学 C2 经济贸易学院 

15860013 经济学 B2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019 国际贸易地理 经济贸易学院 

15840103 国际贸易 经济贸易学院 

15870008 经济学名著选读 经济贸易学院 

15840069 金融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23020 海外经济形势与政策 经济贸易学院 

15840080 商业银行经营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40002 产业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23019 博弈论平话 经济贸易学院 



 

15860004 经济学 C2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166 行为金融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170037 政治经济学应用 经济贸易学院 

15840065 发展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60002 计量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51005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 经济贸易学院 

15823016 趣味经济学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107 国贸专业论文写作 经济贸易学院 

15851004 国际贸易业务 ERP 经济贸易学院 

15870005 国际贸易实务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008 博弈论 经济贸易学院 

15850108 经济学专业论文写作 经济贸易学院 

15823017 网络贸易 经济贸易学院 

15823010 国际贸易地理 经济贸易学院 

17727001 女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723001 涉外礼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711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821009 现代足球欣赏 体育教学部 

17821024 中级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17821002 篮球运动 体育教学部 

17823003 奥林匹克历史文化鉴赏 体育教学部 

1597002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12039 第二外语（俄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90 商务口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79 英汉语言对比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80 交替传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119 金融学导论（全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70021 金融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64 学术英语写作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60007 商务英语视听说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39026 综合商务英语 IV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66 美国文学赏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71 管理学导论（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30019 综合英语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70022 财经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78 汉英笔译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12037 第二外语（日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40042 口译基础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110 美国文学赏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48 商务英语写作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2004 国际商务实训（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20001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60003 英语视听说 IV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105 财经英语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2002 英语电影评析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84 英语演讲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0095 英语修辞学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39024 综合商务英语 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12038 第二外语（德语）II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60014 美国社会与文化（英）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5951004 英语笔译实务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16340003 中级财务会计Ⅱ 信用管理学院 

16374001 资产评估综合案例 信用管理学院 

16351002 信用管理专业论文写作 信用管理学院 

16352006 资产评估综合实验 信用管理学院 

16340017 企业价值评估 信用管理学院 

16340018 消费者信用管理 信用管理学院 

16350011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信用管理学院 

16350001 投资业务与风险管理 信用管理学院 

16323012 信用管理概论 信用管理学院 

16330001 会计学原理 信用管理学院 

16352004 信用评级综合实验 信用管理学院 

16352005 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信用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