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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件 

 
立信会计金融教〔2020〕1号 

——————————————————————————— 

 
 

关于公布 2019 年校级金课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第二届“教学质量月”活动方

案的通知》（立信会计金融教〔2019〕20 号）关于校级金课遴选

的要求和《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本科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修订）》

（立信会计金融教〔2019〕21 号），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专

家组评议、校教学委员会投票、校内公示等程序，决定立项 2019

年校级金课 32 门，其中校级线下金课 2 门，校级全英语金课 3

门，校级实验实训金课 3门，校级混合式教学金课 8门，校级优

质在线金课 16门；同意 23门校级课程升级建设校级金课申请并

予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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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级线下金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会计学院 审计学原理 何芹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法与会计准则差异分析 赵海益  

3 会计学院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袁国红 升级立项 

4 会计学院 财经数据分析与业务建模 王昕 升级立项 

5 会计学院 会计理论专题 王志伟 升级立项 

6 会计学院 内部控制规范与案例 魏晓雁 升级立项 

7 会计学院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 邵丽丽 升级立项 

8 金融学院 信托公司经营管理 李文 升级立项 

9 金融学院 文献选读与论文写作 王东明 升级立项 

10 金融学院 消费者信用管理 吴洁 升级立项 

11 金融学院 公司金融 李光洲 升级立项 

12 金融学院 金融衍生品交易 赵捧莲 升级立项 

13 金融学院 期货与期权 尚秀芬 升级立项 

14 金融学院 信用评级 黄燕 升级立项 

15 工商管理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开发与管理 王剑 升级立项 

16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调研与预测 洪明 升级立项 

1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李响 升级立项 

1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养老保险与年金保险 凌云 升级立项 

1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社会学 张乐川 升级立项 

20 信息管理学院 金融数据分析技术 李广明 升级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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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级全英语金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工商管理学院 公司治理（全英语） 杨玉红  

2 工商管理学院 战略管理（全英语） 陈瑜  

3 保险学院 人寿保险公司运作（全英语） 万晴瑶  

4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全英语） 翟海燕 升级立项 

三、校级实验实训金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会计学院 企业会计综合实验 王昕  

2 金融学院 金融程序化交易 李威  

3 人文艺术学院 视觉艺术表现 徐真  

4 金融学院 信用评级实训 黄燕 升级立项 

四、校级混合式教学金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国际经贸学院 微观经济学 黄伟  

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孔炯炯  

3 国际经贸学院 宏观经济学（全英语） 刘明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刘燚  

5 法学院 社区工作 李国林  

6 金融科技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基础 杨超  

7 人文艺术学院 应用文写作 姚惠兰  



 —4—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8 序伦书院 高等数学 I（荣誉课程） 陈娓  

9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全英语） 原海英 升级立项 

10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心理学 洪明 升级立项 

五、校级优质在线金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学 鲁春义  

2 国际经贸学院 计量经济学 杨智峰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税制（一） 王晓玲  

4 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据可视化 方茂中  

5 会计学院 财务分析学 杨克泉  

6 会计学院 注册会计师会计 叶敏  

7 会计学院 注册会计师审计 高圣荣  

8 会计学院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魏晓雁  

9 金融学院 金融理财规划 张云  

10 金融学院 个人理财 陈兵  

1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收学 闫锐  

1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胡俊芳  

13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回归分析 俞昊东  

14 保险学院 财产保险 陈玲  

15 金融科技学院 诚信领导力 顾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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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6 法学院 经济法 龙英锋  

17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市场营销（全英语） 郭小婷 升级立项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0年 1月 2日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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