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
时间

上午 8:30 时

课程信息

下午 14：00 时

晚上 19：00

注：
（1）必修课* 为 54 学时，选修课 36 学时，必修课每次上课为 3 学时（18 周）
，选修每次上课 4 学时（9 周）
。

星期

11111

为跨年级合上课程。

（2）本课程表确定后请勿自行更改，变动上课时间需提前办理有关手续。

专业

（3）课程安排如有变化，请以最新修订时间为准。
（4）教学周为 2017 年 2 月 20 日——6 月 25 日



硕士英语

院研究生办（020－39310352）2017.1.6 修订



网站开发与信息安全* 李志义、唐晓东 学院机
房 412（情 10）

(详见 2016 研究生公共课表)





儿童图书馆研究（单） 束漫 6-203（图 9）

彭连清、吴明琴、张勇 5-505



贝叶斯统计学*

（政 8、西 6、环 2、国 4、区 2、

程振源 6-106（统 3【必】，

劳 1【选】
，共 4 人）
星期一

中级宏观经济学* 吴超林、

金 7、产 5、贸 4、劳 7、数 3、



新中国经济史* 胡靖



中级计量经济学* 刘愿 5-501

6-104（国 4）

统 3，共 51 人）

（理论经济学、

工商管理 共 45 人）
政 8、西 6、环 2、会 6、企 10、技 6、人 2、电 3


世界经济学经典著作导读（单） 蔡一鸣 6-107



彭璧玉、康宛竹、李金华、王洁、乐琦 6-203

（贸 4）



企业理论（双） 朱 琪 6-107（技 6）

（企 9）



区域经济思想演变（单） 张凤超、刘汉辉、曹



宗平、胡靖、林涛
星期二



多学科视角下的组织管理（单）

6-204（区 2、环 1，共 3



国民经济学原著导读* 周怀峰 6-106（国 4）



知识管理* 刘青 6-105（信 8）

每次 3 节课）屠新曙 6-107
（金 7）

数量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 （双）

刘纪显



结构方程模型（双） 张华初 院楼机房 401



（统 3）


魏下海

图书馆管理* 高波

院楼信

管系办 （图 9）

技术经济学* 朱琪、 安宁、蔡圣刚、罗珊、



梅虎 6-202（技 6）


劳动经济学*

院楼人力系办 313 室 （劳 7）

6-203（数 3）


人）

投资学* （1-9 周，2 次/周，

信息组织研究*

张素芳

6-104（信 8）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董佺 6-201（贸 4）



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双）
邬锦雯 6-105 （情 10）




硕士英语

创新创业与电子商务战略研究* 黄楷胤 6-105



（电 3）

(详见 2016 研究生公共课表)

制度经济学(双) 刘志铭
6-106（政 7）



商业银行研究（单） 陈高翔 6-201（西 5）



西方经济思想史（双）



图书馆学前沿专题研究（单周,其中 5/7/9 周 由束



吴乐意 6-201（政 4）

管理经济学*

冯巨章

6-205（企 11）

老师授课，11/13/15//17 周由兼职导师授课，1/3 周

星期三

由高波老师授课【周四晚】
）高波、束漫 6-202 （图

9）



会计理论研究* （1-14 周，4 节/周）张程睿、
刘焰 6-104（会 6）





金融市场与机构经济学* 彭文平 6-105（西 6）

5-508（应用经济学、统 共 36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谌新民

人）


星期四


5-508 （人 2

【必】
、环 2【选】，共 4 人）

国 4、区 2、金 7、产 5、贸 4、

投资学* （1-9 周，2 次/周，每次 3 节课）

劳 7、数 3、统 3

屠新曙 6-203（金 7）



图书馆学前沿专题研究（单

产业体制与产业战略研究（单）江波 6-202

周，1/3 周由高波老师授课，剩

（产 5）

下周次见周三下午安排） 束漫、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双）罗燕 6-201（劳 3）

高波 院楼信管系办（图 9）



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双）杨清 6-202（贸 4,15
劳 1（留）
，共 5 人）

星期五

中级计量经济学* 张天华



网络市场研究（单） 何晓兵 6-201（电 3）



信息伦理研究（双） 谈大军 6-107 （图 9）



西方财税理论（双） 黄国龙 6-105（西 4）



人口理论与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项目评价理论与方法*

马斌 6-108

（环 2【必】
，国【选】，共 3 人）

梅虎、蔡圣刚 6-207

（技 6）


银行经营管理（双） 凌江怀 文 3-413（15 金
7，16 金专 15【合上】，共 22 人）



图书馆职业建设* 盛小平 6-104（信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
时间

课程信息、专业

上午 8:30 时

下午 14：00 时

晚上 19：00

注：
（1）必修课* 为 54 学时，选修课 36 学时，必修课每次上课为 3 学时（18 周）
，选修每次上课 4 学时（9 周）
。

11111

为跨年级合上课程。

（2）本课程表确定后请勿自行更改，变动上课时间需提前办理有关手续。

星期

（3）课程安排如有变化，请以最新修订时间为准。
（4）教学周为 2017 年 2 月 20 日——6 月 25 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院研究生办（020－39310352）2017.1.6 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