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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关于调整2019-2020学年本专科生第三次选课及重修选课的通知》，推荐毕业班学生修读课程；请合理规划课程学习和补缓考试。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所在平台 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每周学时 总学时
开课
周次

是否已开
课（是/
否）

开课学校
负责人姓

名
负责人职

称
课程网址链接

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50740210 税收学 2 智慧树 税收学
2020年02月25日 ~
2020年06月30日

2 34 17 是
西安财经学

院
李爱鸽 教授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5887#co
urseDesign

刘老师

 18621689130

2 法学院 200450210 法理学 2 中国大学MOOC 法理学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03日 1-2小时每周 是
西南政法大

学
付子堂 教授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WUPL-1002080017 张雪

18021098262

3 工商管理学
院

130410310 工程项目管理 3 好大学在线 工程项目管理
2020年03月02日 ~
2020年07月05日

2小时每周 36 18 是
上海交通大

学
胡昊 教授 https://www.cnmooc.org/portal/course/5719/15355.mooc 严亘

18021097756

4 工商管理学
院

130490210 供应链管理 2 中国大学MOOC 供应链管理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6月21日

3小时每周 51 是
山东财经大

学
郭艳丽 讲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CJDX-1449597161 严亘

18021097756

5 工商管理学
院

131000210 市场调研与预测 2 中国大学MOOC 市场调查与研
究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30日

 3-5小时/周 40 20 是
南京邮电大

学

雷晶 、 孙
建敏 、 罗

先辉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2056008 严亘

18021097756

6 工商管理学
院

130640410 建设工程造价 4 中国大学MOOC 工程造价
2020年02月13日-
2020年06月28日

2-3小时每周 60 是 同济大学 刘匀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ONGJI-1205720804 严亘

18021097756

7 国际经贸学
院

140030210 宏观经济学 2 中国大学MOOC 宏观经济学
2020年03月12日 ~
2020年06月12日

每周3小时 48 否 武汉大学 文建东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483009 刘明

13764195878

8 国际经贸学
院

140110310 经济学(微观) 3 中国大学MOOC 微观经济学
2020年03月09日 ~
2020年06月09日

2-4小时每周 48 否 武汉大学 文建东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23003 刘明

13764195878

9 国际经贸学
院

140160213 国际经济学(全
英语)

2 中国大学MOOC 国际经济学
（双语）

2020年02月23日 ~
2020年05月31日

每周3小时 45 是
山东工商学

院
姜爱英 副教授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CCEC-1206609805 高鸣霞

13816216143

10 国际经贸学
院

140180310 国际贸易实务 3 中国大学MOOC 国际贸易实务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31日

每周3-6学时 45课时 14 是
西南财经大

学
谢凤燕 副教授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WUFE-1002532010 高鸣霞

13816216143

11 国际经贸学
院

140220310 国际贸易学 3 中国大学MOOC 国际贸易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31日

每周2-3小时 42课时 14 是
北京师范大

学
赵春明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430001 高鸣霞

13816216143

12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160310 成本管理会计 3 中国大学MOOC 管理会计学
2020年02月26日 ~
2020年04月22日

3-5小时每周 45 9 是
西南财经大

学
李玉周 教授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WUFE-1001945002 冯可欣

18021097143

13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220210 高级管理会计
P2 2 Kaplan CIMA P2 Live

online course
2020年03月16日 ~
2020年04月24日

每周2-3小时 54 6 是
Kaplan
Publish

Kaplan
Publish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lassroom/101/courses 冯可欣

18021097143

14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240213 管理会计(全英

语)
2 中国大学MOOC ACCA F2管理

会计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5月31日

每周4小时 60 15 是
西安交通大

学
欧佩玉 副教授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3379016 冯可欣

18021097143

一、推荐本科毕业班学生（含延期毕业学生）修读课程汇总表
（2020年3月2日）

毕业班学生补缓考试课程

（必修）
推荐优质在线课程的情况

序号 开课学院 学分
备注

（开课单位联系人
和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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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250210 管理会计P1 2 Kaplan CIMA P1 Live
online course

2020年03月16日 ~
2020年04月24日

每周2-3小时 54 6 是
Kaplan
Publish

Kaplan
Publish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lassroom/101/courses 冯可欣

18021097143

16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310210 企业价值评估 2

选修110310220
企业价值评估

星期三 11-12 1-
15

企业价值评估
冯可欣

18021097143

17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350210 审计与鉴证A8 2 Kaplan
ACCA AA Live

online course
(F8)

2020年03月16日 ~
2020年04月24日

每周2-3小时 54 6 是
Kaplan
Publish

Kaplan
Publish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ourse/1630 冯可欣

18021097143

18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380310 税法A6 3 Kaplan
ACCA TX Live

online course
(F6)

2020年03月16日 ~
2020年04月24日

每周2-3小时 54 6 是
Kaplan
Publish

Kaplan
Publish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lassroom/101/courses 冯可欣

18021097143

19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410210 银行会计 2

选修110410220
银行会计（本学

期）

星期三 9-10 1-15

银行会计
冯可欣

18021097143

20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410310 银行会计 3

选修110410220
银行会计（本学

期）

星期三 9-10 1-15

银行会计
冯可欣

18021097143

21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0420210 战略管理E3 2 中国大学mooc 战略管理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5月06日

2-4小时每周 64 12 是
南京邮电大

学
王娟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1755407 冯可欣

18021097143

22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教育中心）

112040210 商务分析P3 2 中国大学mooc 战略管理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5月06日

2-4小时每周 64 12 是
南京邮电大

学
王娟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1755407 冯可欣

18021097143

23 金融学院 120450210 金融工程学 2 学堂在线 金融工程
2020年02月17日 至

2020年07月31日 是 复旦大学 蒋祥林 副教授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FDU02031000063/15118
48

1章/周，共12周
张文超

18021097939

24 金融学院 120480210 金融时间序列分
析

2 中国大学MOOC 时间序列分析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31日

3-5小时每周 56 是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汪家义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NUEDU-1207055804 张文超

18021097939

25 金融学院 120490310 金融市场学 3 中国大学MOOC 金融市场学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6月15日

2-3小时每周 64 是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
何丽芬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UIBE-1206448830 张文超

18021097939

26 金融学院 120820310 银行信贷管理 3 中国大学MOOC 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学

2020年02月26日 ~
2020年07月10日

3-6小时每周 48 是
东北财经大

学
丁宁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FE-
1206459841?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
hare&utm_source=

张文超

18021097939

27 人文艺术学
院

WG01005 对外汉语（三） 3 中国大学MOOC 你好，中文
2020年02月10日 ~
2020年06月25日

3-4小时每周 20周 是
上海交通大

学
王骏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3363022 沈源源

18021098495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lassroom/101/courses
https://www.kaplancitic.com.cn/course/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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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175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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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FDU02031000063/151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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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030410 高等数学B—微

积分(一)
4 中国大学MOOC 微积分（上）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24日

4小时每周 是 河北大学 王娴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BU-1206007801 张霭琳

13671769099

29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060210 线性代数(经管) 2 中国大学MOOC 经济数学-线性

代数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7月01日

3-5小时每周 是
武汉理工大

学
杨文霞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529002 张霭琳

13671769099

30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100210 运筹学 2 中国大学MOOC 运筹学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6月14日

每周3课时 48 是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党耀国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AA-1001753428 张霭琳

13671769099

31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130610 高等数学A(一) 6 中国大学MOOC 高等数学
（一）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27日

5小时每周 是
南京工业大

学
施庆生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TECH-1449608162 张霭琳

13671769099

32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160310 线性代数(理工) 3 中国大学MOOC 线性代数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08日

3-6小时每周 是 同济大学 靳全勤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ONGJI-481001 张霭琳

13671769099

33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260310 常微分方程 3 中国大学MOOC 常微分方程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7月20日 是

江苏师范大
学

王广瓦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449791175 张霭琳

13671769099

34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260410 常微分方程 4 中国大学MOOC 常微分方程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7月20日 是

江苏师范大
学

王广瓦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449791175 张霭琳

13671769099

35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290310 多元统计分析 3 中国大学MOOC 多元统计分析
2020年02月25日 ~
2020年06月15日 是

上海财经大
学

王学民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ufc-1003381022 张霭琳

13671769099

36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340410 高等代数(上) 4 中国大学MOOC 高等代数
2020年02月20日 ~
2020年06月30日

 3-5小时每周 是
盐城师范大

学
张勇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TC-1449777177 张霭琳

13671769099

37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360410 高等代数(一) 4 中国大学MOOC 高等代数
2020年02月20日 ~
2020年06月30日

 3-5小时每周 是
盐城师范大

学
张勇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TC-1449777177 张霭琳

13671769099

38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400411 高等数学—微积

分
4 中国大学MOOC 微积分（一）

2020年02月08日 ~
2020年06月28日

 3-5小时每周 是
江西师范大

学
曾广洪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XNU-1003765009 张霭琳

13671769099

39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680310 时间序列分析 3 中国大学MOOC 时间序列分析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31日

3-5小时每周 是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汪家义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NUEDU-1207055804 张霭琳

13671769099

40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760610 数学分析(上) 6 中国大学MOOC
数学分析

（一）-一元微

积分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7月15日

 3-5小时每周 是 南京大学 梅加强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3628001 张霭琳

13671769099

41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780610 数学分析(一) 6 中国大学MOOC 数学分析
（一）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17日

3-5小时每周 是
江苏师范大

学
朱江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001754201 张霭琳

1367176909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BU-1206007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529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AA-100175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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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449791175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ufc-100338102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TC-144977717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TC-144977717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XNU-100376500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NUEDU-120705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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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0800410 数学分析(三) 4 中国大学MOOC 数学分析
（三）

2020年02月18日 ~
2020年07月18日

3-5小时每周 是
江苏师范大

学
朱江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002223026 张霭琳

13671769099

43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1010310 统计学导论 3 学银在线 统计学
2020年02月01日

~2020年07月01日
36 是

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

单薇 教授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752420 张霭琳

13671769099

44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1150310 应用时间序列分
析

3 中国大学MOOC 时间序列分析
2020年02月24日 ~
2020年05月31日

3-5小时每周 是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汪家义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NUEDU-1207055804 张霭琳

13671769099

45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1160310 应用数学基础 3 中国大学MOOC 微积分（上）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24日

4小时每周 是 河北大学 王娴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BU-1206007801 张霭琳

13671769099

46 统计与数学
学院

161290310 高等数学-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
3 中国大学MOOC

经济数学—概

率论与数理统
计

 2020年02月07日 ~
2020年07月15日

 3-5小时每周 是
武汉理工大

学
彭凯 副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530002 张霭琳

13671769099

47 外国语学院 180010310 大学英语(一) 3 爱课程
大学英语 始终开放 4学时每周 60 15 是 南开大学 黄跃华 教授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692.html

仅供参加网上学习，
不能考试；考试安排
请关注学校通知

蔡激扬

18021098406

48 外国语学院 180030310 大学英语(三) 3 爱课程 大学英语 始终开放 4学时每周 60 15 是 南开大学 黄跃华 教授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692.html

仅供参加网上学习，
不能考试；考试安排
请关注学校通知

蔡激扬

18021098406

49 外国语学院 180070310 通用学术英语
(三)

3 中国大学MOOC 大学英语学术
阅读

2020年02月10日 ~
2020年06月20日

3-4小时每周 74 是 南京大学 王海啸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1753386 蔡激扬

18021098406

50 外国语学院 181850110 高级商务英语写
作(二)

1 中国高校外语慕
课平台

数字时代的商
务英语写作

2020年02月10日 ~
2020年06月08日

3小时每周 54 18 是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
冯海颖 副教授 http://moocs.unipus.cn/course/474 高莉敏

18021098365

51 外国语学院 184130210 英语国家社会与
文化

2 学堂在线 英语国家概况
2020年02月17 日～

2020年07月31日
1.5小时每周 30 是 暨南大学 陈穗珊 讲师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JNU05021000161/151548
8

忻之琳
13524362906

52 信息管理学
院

170010210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超星
计算机应用基

础
2020年3月16日 2 30 是

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

陈乃激 副教授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385536.html 陈乃激

18021098143

53 信息管理学
院

170230310 ERP原理与应用 3 中国大学MOOC 企业资源规划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4月30日

3-5小时每周 40 11 是
南京邮电大
学

黄卫东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2186001 胡翠华

18021098083

54 信息管理学
院

170260210 Java程序设计 2 中国大学MOOC Java程序设计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24日

 4-6小时每周 是 北京大学 唐大仕 讲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001941004 赵丽娜

1802109809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002223026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752420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NUEDU-120705580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BU-1206007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530002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692.html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692.html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1753386
http://moocs.unipus.cn/course/474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JNU05021000161/1515488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JNU05021000161/1515488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385536.html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218600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0019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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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关于调整2019-2020学年本专科生第三次选课及重修选课的通知》，推荐毕业班学生修读课程；请合理规划课程学习和补缓考试。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所在平台 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每周学时 总学时
开课
周次

是否已开
课（是/
否）

开课学校
负责人姓

名
负责人职

称
课程网址链接

一、推荐本科毕业班学生（含延期毕业学生）修读课程汇总表
（2020年3月2日）

毕业班学生补缓考试课程

（必修）
推荐优质在线课程的情况

序号 开课学院 学分
备注

（开课单位联系人
和咨询电话）

55 信息管理学
院

170360310 操作系统 3 中国大学MOOC 计算机操作系
统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7月31日

3-6小时每周 是 青岛大学 孙英华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0809QDU008-
1206575805?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
hare&utm_source=#/info

曹顺良

18021098119

56 信息管理学
院

170390310 电子商务概论 3 中国大学MOOC 电子商务概论
2020年02月17日 ~
2020年06月07日

3小时每周 48 1 是
东北财经大
学

杨兴凯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FE-1003330002 王霞

18021098101

57 统计与数学
学院

WG04001
（留学生）

经济数学（一） 4 中国大学MOOC
微积分1

（Calculus I）
（全英）

2020年02月20日 ~
2020年07月31日

5小时每周 是
华南理工大

学
邓雪 教授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UT-1003367019 张霭琳

1367176909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0809QDU008-1206575805?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hare&utm_sourc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0809QDU008-1206575805?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hare&utm_sourc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0809QDU008-1206575805?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hare&utm_sourc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FE-1003330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UT-1003367019

	1.本科毕业生必修课程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