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在院系

1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经济法概论 法学院

3 市场营销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4 国际贸易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5 财政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6 会计学 会计学院

7 货币银行学 金融学院

8 大学语文 人文学院

9 哲学 人文学院

10 统计学 统计与管理学院

11 大学英语 外国语学院

12 经济管理中的计算机应用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13 大学体育 体育教学部

14 高等数学 数学学院

15 战略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6 产业经济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7 法律基础 法学院

18 法理学 法学院

19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人文学院

20 保险学 金融学院

21 统计预测与决策 统计与管理学院

22 税收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3 资产评估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4 C程序设计基础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5 数据库系统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6 成本会计 会计学院

27 公司财务 会计学院

28 数学分析 数学学院

29 线性代数 数学学院

30 国民经济核算 统计与管理学院

31 国际投资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3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33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34 电子商务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35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36 金融计量学 金融学院

37 社会统计学 人文学院

38 思想道德修养 人文学院

39 概率论(数理统计) 数学学院

40 数学建模 数学学院

41 民法学 法学院

42 国际经济法 法学院

43 中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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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本论》选读 经济学院

45 管理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46 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47 基础会计 会计学院

48 高等代数 数学学院

49 国际金融 金融学院

50 金融工程学 金融学院

51 时间序列分析 统计与管理学院

52 综合英语 外国语学院

53 商务汉语（留学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54 最优化方法 数学学院

55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56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院

57 中国宪法学 法学院

58 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59 中国法制史 法学院

60 多元统计分析 统计与管理学院

61 投资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62 企业资源计划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63 现代汉语（留学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64 回归分析 统计与管理学院

65 国际商法 法学院

66 数据结构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67 ERP综合实验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68 运筹学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69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70  投资学 金融学院

71 卫生保健 门诊部

72 国际法学 法学院

73 供应链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74 消费者行为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75 运营管理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76 商务英语听说 外国语学院

77 数理统计 统计与管理学院

78 抽样技术 统计与管理学院

79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 金融学院

80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81 刑事诉讼法 法学院

82 文学意趣与人生境界 人文学院

83 全球视野下的投资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84 房地产与经济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85 市场调研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86 计算机编程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87 新闻学概论 人文学院



8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 现代政治经济学热点问题 经济学院

90 公司金融 金融学院

91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法学院



课程负责
人姓名

批准时间

马艳 2005年6月

马洪 2005年6月

晁钢令 2005年6月

邹琪 2005年6月

蒋洪 2005年6月

陈信元 2005年6月

戴国强 2005年6月

左鹏 2005年6月

范宝舟 2005年6月

周勇 2005年6月

张洁 2005年6月

刘兰娟 2005年6月

吕季东 2005年6月

梁治安 2005年6月

董静 2006年5月

李眺 2006年5月

王士如 2006年5月

胡凌 2006年5月

丁晓钦 2006年5月

钟明 2006年5月

徐国祥 2006年5月

胡怡建 2006年5月

刘伟 2006年5月

冯佳昕 2006年5月

李艳红 2006年5月

潘飞 2006年5月

张纯 2006年5月

殷承元 2006年5月

顾桂定 2006年5月

张鸣芳 2007年6月

杨大楷 2007年6月

曾坚 2007年6月

张鸣 2007年6月

覃正 2007年6月

韩冬梅 2007年6月

邹平 2007年6月

张彦 2007年6月

徐大建 2007年6月

何其祥 2007年6月

董程栋 2007年6月

洪庚明 2008年4月

宋晓燕 2008年4月

钱逢胜 2008年4月



马艳 2008年4月

王琴 2008年4月

潘飞、张
鸣

2008年4月

瞿灿鑫 2008年4月

张远征 2008年4月

奚君羊 2008年4月

王安兴 2008年4月

王黎明 2009年5月

刘宝权 2009年5月

雷淑娟 2009年5月

王燕军 2009年5月

沈凌 2010年6月

张德远 2010年6月

梁兴国 2010年6月

刘水林 2010年6月

李红梅 2010年6月

王学民 2010年6月

方芳 2010年6月

张涛 2010年6月

刘焱 2010年6月

王黎明 2012年12月

张圣翠 2012年12月

竹宇光

2012年12月 

韩景倜

2012年12月 

刘春梅 2012年12月

 沈根祥 2013年12月

金德环 2013年12月

何敏 2013年12月

周杰普 2013年12月

谢家平 2014年12月

王晓玉 2014年12月

许淑君 2014年12月

孙艳 2014年12月

吴纯杰 2014年12月

王学民 2014年12月

陈选娟 2014年12月

叶海春 2015年12月

赵维加 2015年12月

李桂奎 2015年12月

杨大楷 2015年12月

姚玲珍 2015年12月

江晓东 2015年12月

韩冬梅 2015年12月

林晖 2016年12月



刘光峰 2016年12月

马艳 2016年12月

李曜 2016年12月

郑少华 201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