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落实学校“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方略，培养与造就卓越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人才，依照学校 2017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修订完成与之配套

的“上海电机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纲要形式规定一门课程教学内容

的文件。包括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结构、课程

内开设的实验、教学进度和考核方式等。 

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和编写或选用教材的主要依据，也是检查和评定学

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学校要求每位任课教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精心组织教学内容、精心

备课、精心改进教学方法、精心应用多元教学手段，上好每一堂课。各二级学院、

系的负责人应定期组织和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检查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 

 

 

                                                             教务处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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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与投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0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概论 

后续课程：资产评估学、财务策划基础、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双语）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及运行，了解常见金融投资工具，以及

我国金融证券行业的发展史。 

目标 2：掌握资产组合理论，能简单分析金融资产的组合效率，了解金融

风险； 

目标 3：了解并掌握 CAPM均衡模型，套利定价定理，有效市场理论，并学

会用这些理论分析实际； 

目标 4：掌握证券分析方法，学会证券的估值方法，学会基本面分析； 

目标 5：了解固定收益证券，金融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的定义、特点、

功能等。 

二、课程内容 

（一）金融市场模块的基本内容 （8学时） 

1.1 投资环境与市场 （2课时） 

1.2 金融市场与投资工具介绍 （4课时） 

1.3 证券交易、投资机构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 （2课时） 

（二）资产组合理论模块的基本内容 （12课时） 

2.1 风险与收益初步 （4课时） 

2.2 风险资产的配置 （4课时） 

2.3 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选择 （4课时） 

（三）资本市场均衡模块的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 （4课时） 

3.2 套利定价理论 （2课时） 

3.3 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融 （4课时） 

（四）证券市场投资分析模块的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宏观经济与行业分析 （2课时） 

4.2证券估值模型及其应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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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财务报表分析 （2课时） 

4.4 固定收益证券概述 （2课时） 

（五）金融衍生市场投资分析模块 （6课时） 

5.1 期权市场与定价 （3课时） 

5.2 期货合约投资分析 （3课时） 

（六）综合练习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投资学》（原书第 10版），[美]滋维•博迪（Zvi Bodie），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7.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投资学：原理与概念》（第 12版），[美] 查尔斯 P.琼斯（Charles 

P.Jones），2016 

2. 《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证券业从业人员一般从业资格考试专家组，中

国金融出版社 201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20%）、课堂表现（10%）及作业

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基础、

资产组合理论、资本市场均衡理论、证券分析与估价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子军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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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各类

金融市场的发展

及运行，了解金融

投资工具，以及我

国金融证券行业

的发展史。 

目标 2：掌握资

产组合理论，能

简单分析金融资

产的组合效率，

了解金融风险； 

目标 3：了解并

掌握 CAPM模型，

套利定价定理，

有效市场理论； 

目标 4:掌握证

券分析方法，

掌握证券的估

值方法，掌握

基本面分析； 

目标 5：了解固

定收益证券，

金融远期、期

货、期权、互

换的定义、特

点、功能等。 

1.1 投资环境与市场 √     

1.2 金融市场与投资工具介

绍 
√     

1.3 证券交易、投资机构与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 
√     

2.1 风险与收益初步  √    

2.2 风险资产的配置  √    

2.3 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选择  √    

3.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   √   

3.2 套利定价理论   √   

3.3 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

融 
  √   

4.1 宏观经济与行业分析    √  

4.2证券估值模型及其应用     √  

4.3 财务报表分析    √  

4.4 固定收益证券概述    √  

5.1 期权市场与定价     √ 

5.2 期货合约投资分析     √ 

复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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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分析与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1A1             英文名称：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投资学、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基础的随机过程来源、背景和应用，包括定义、经典案例等 

目标 2： 掌握金融数据分析与处理软件的基本应用，包括软件的编程环境、

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以及一些基本的计算编程。 

目标 3： 掌握金融计算的理论与模型，包括中国股市的 CAPM 模型、固定

收益率模型、风险度量模型、期望-方差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等。 

二、课程内容 

（一）应用随机过程基础 （2课时） 

1.1了解典型随机过程 （1课时） 

1.2了解随机现象 （1课时） 

（二）金融数据处理软件的简要介绍与应用 （8课时） 

2.1 学会使用软件菜单和一些菜单的基本模块。 （4课时） 

2.2 能用 SAS系统做一些简单的数据读入、数据输出等。 （4课时） 

（三）金融学基础指标计算模块 （10课时） 

3.1股票收益、固定收益证券、收益波动率的定义、模型和计算。（6课时） 

3.2股票指数计算、股权风险溢价计算、债券指数、的定义、模型和计算。 

 （4课时） 

（四）股票定价模块 （8课时） 

4.1中国股市 CAPM的定义及计算 （2课时） 

4.2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模型、理论和计算。 （4课时） 

4.3中国股市 CAPM验证的意义及实现方法。 （2课时） 

(五) 风险度量模块 （4课时） 

5.1 简单介绍基本的 VaR 度量和事后检验、证券组合市场 VaR 度量、债券

组合市场信用 VaR度量等。 （2课时） 

5.2 掌握 VaR度量的计算方法、模型构造。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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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金融数据分析技术（基于 Excel 和 Matlab）》，元如林等，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6-06-12 

2.《经济管理数据统计分析--SPSS22.0 操作与应用》，赖流滨等，湖南人民

出版社 2016-12 

3. 《金融计算与建模：理论、算法与 SAS 程序》，朱世武著，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0-05-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SAS 编程技术与金融数据处理》（第 4 版），朱世武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03-07-01 

2.《应用随机过程》，林元烈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11-01 

3.《金融数据分析导论：基于 R 语言》（美）蔡瑞胸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0 

4.《SPSS 数据处理与分析》王旭，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8-01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课堂表现（20%）及作

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学基础指

标、股票定价、风险度量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银凤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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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基础的

随机过程来源、背

景和应用 

目标 2： 掌握金融数据分析与处

理软件的基本应用，包括软件的

编程环境、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以

及一些基本的计算编程。 

目标 2：掌握金融

计算的理论与模

型 

1.1了解典型随机过程 √  √ 

1.2了解随机现象 √  √ 

2.1 学会使用软件菜单和一些菜单的基本

模块。 
 √ √ 

2.2 能用 SAS系统做一些简单的数据读入、

数据输出等。 
 √ √ 

3.1 股票收益、固定收益证券、收益波动率

的定义、模型和计算。 
  √ 

3.2 股票指数计算、股权风险溢价计算、债

券指数、的定义、模型和计算。 
  √ 

4.1中国股市 CAPM的定义及计算   √ 

4.2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模型、理论和计算。   √ 

4.3中国股市 CAPM验证的意义及实现方法。    √ 

5.1 简单介绍基本的 VaR度量和事后检验、

证券组合市场 VaR度量、债券组合市场信用

VaR度量等。 

  √ 

5.2 掌握 VaR度量的计算方法、模型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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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98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Fina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金融市场学 国际金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货币的内涵与货币职能，了解货币的起源与货币形态，学会

货币的层次分析以及各层次货币变化对微观和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掌握货币

制度的内容和历史上货币制度的演变，了解我国目前的货币制度以及未来世界

货币制度的变化趋势。 

目标 2：掌握信用的内涵及形式，掌握利率的决定因素与影响，学分单利、

复利的概念与计算。 

目标 3：了解外汇与汇率的概念，掌握汇率的影响因素。 

目标 4：了解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分类及功能，掌握各层次金融市场的

运行；掌握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了解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组

织结构，并掌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与经营。 

目标 5：掌握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及货币供给模型；了解费雪方程式与剑

桥方程式的货币需求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异同；掌握凯恩斯货币均衡理论分析模

型及发展；了解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 

目标 6：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和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学会对

现实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进行系统分析。 

目标 7：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掌握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的理

论与实践。 

二、课程内容 

(一) 货币与货币制度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1.1 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的定义和种种货币形式的特点，货币的本质

和职能，以及各种职能的内在联系 （2课时） 

1.2 货币层次划分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2课时） 

1.3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和演变历史 （2课时） 

（二）信用与利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2.1 信用概念的及其本质特征，主要信用形式的特点及作用，信用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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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主要信用工具的概念及特征 （2课时） 

2.2 利率的分类，利息的计算，利率的决定理论，均衡利率的主要影响因

素 （2课时） 

（三）外汇与汇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3.1 外汇的概念与种类；汇率及汇率的标价方法 （1课时） 

3.2 汇率的决定与影响因素。 

（四）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金融市场的概念和主要构成要素；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1课时） 

4.2 商业银行的基本概念、性质与职能，商业银行的类型和组织结构；商

业银行的各项业务及其构成 （3课时） 

4.3 中央银行的性质和基本职能，中央银行的制度类型，中央银行的主要

业务 （2课时） 

（五）货币供求理论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5.1 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与货币供给过程 （4课时） 

5.2 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货币需求思想 （1课时） 

5.3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以及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2课时） 

5.4 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 （1课时） 

（六）货币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6.1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间目标的选择标准和特

点 （1课时） 

6.2货币政策的工具体系，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和特点 （2课时） 

6.3 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 （1课时） 

（七）金融创新、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7.1 金融创新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金融创新的内容。 （1课时） 

7.2 金融稳定的含义及其内容；金融危机的含义、类型与生成机理；金融

危机的传导机制；金融业的监管。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金融学概论》，陈开焕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第二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货币金融学》，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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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回答问题（20%）、平时测验(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货币的本质与职

能，货币层次的划分，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与演变，信用的概念与信用形式，

利率的决定与利息的计算，外汇的标价与汇率的决定，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

商业银行的性质、职能与业务，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货币的供给与需求理

论，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与传导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黄彦菁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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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货

币的内涵与货

币职能，了解货

币的起源与货

币形态，学会货

币的层次分析

以及各层次货

币变化对微观

和宏观经济活

动的影响。掌握

货币制度的内

容和历史上货

币制度的演变，

了解我国目前

的货币制度以

及未来世界货

币制度的变化

趋势。 

目标 2：

掌握信

用的内

涵及形

式，掌握

利率的

决定因

素与影

响，学分

单利、复

利的概

念与计

算。 

 

目标 3：

了解外

汇与汇

率的概

念，掌握

汇率的

影响因

素。 

 

目标 4：了解

金融市场的

构成要素、分

类及功能，掌

握各层次金

融市场的运

行；掌握商业

银行与中央

银行的性质

与职能，了解

商业银行与

中央银行的

组织结构，并

掌握各类金

融机构的业

务与经营。 

目标 5：掌握

商业银行的存

款创造及货币

供给模型；了

解费雪方程式

与剑桥方程式

的货币需求思

想及它们之间

的异同；掌握

凯恩斯货币均

衡理论分析模

型及发展；了

解货币主义的

货币需求理论

的主要观点。 

 

目标 6：

掌握货

币政策

的目标、

传导机

制和主

要的货

币政策

工具，学

会对现

实经济

中的货

币政策

进行系

统分析。 

 

目标 7：

了解金

融创新

与金融

稳定的

关系，掌

握金融

稳定与

金融监

管的理

论与实

践。 

 

1.1 货币的产生和发

展，货币的定义和种种

货币形式的特点，货币

的本质和职能，以及各

种职能的内在联系 

√       

1.2 货币层次划分的目

的、依据和方法 
√       

1.3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

素和演变历史 
√       

2.1 信用概念的及其本

质特征，主要信用形式

的特点及作用，信用工

具的内涵，主要信用工

具的概念及特征 

 √      

2.2 利率的分类，利息

的计算，利率的决定理

论，均衡利率的主要影

响因素 

 √      

3.1 外汇的概念与种

类；汇率及汇率的标价

方法 

  √     

3.2 汇率的决定与影响

因素。 
  √     

4.1 金融市场的概念和

主要构成要素；我国现

行的金融机构体系 

   √    

4.2 商业银行的基本概

念、性质与职能，商业

银行的类型和组织结

构；商业银行的各项业

务及其构成 

   √    

4.3 中央银行的性质和

基本职能，中央银行的

制度类型，中央银行的

主要业务 

   √    

 5.1 商业银行的存款

创造与货币供给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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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费雪方程式与剑桥

方程式的货币需求思想 
    √   

5.3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

论以及凯恩斯货币需求

理论的发展 

    √   

5.4 货币主义的货币需

求理论的主要观点 
    √   

6.1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

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中间目标的选择标准和

特点 

     √  

6.2货币政策的工具体

系，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的作用机理和特点 

     √  

6.3 货币政策的多种传

导机制 
     √  

7.1 金融创新的概念及

其理论基础；金融创新

的内容。 

      √ 

7.2 金融稳定的含义及

其内容；金融危机的含

义、类型与生成机理；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金融业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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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44A1        英文名称：Import & Export Trade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融资、机电外贸英语函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进出口贸易过程中涉及的国际贸易法规与惯例。 

目标 2：掌握进出口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能阅读和签订英文合同。 

目标 3：掌握国际货物运输方法，能安排货物的跨国运输，计算运费。 

目标 4：掌握货物保险知识，能为进出口货物选择合适的保险险别，计算

保费。 

目标 5：掌握常用的货款结算方式，能完成货款的收付。 

目标 6：熟悉进出口贸易的一般流程和基本业务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1、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的特点 （0.5学时） 

2、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相关的法律和惯例 （0.5学时） 

3、了解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 （0.5学时） 

4、了解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0.5学时） 

（二）贸易术语 （6学时） 

1、了解贸易术语的含义和含义 （0.5学时） 

2、熟悉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 （0.5学时） 

3、掌握《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规定的 6种主要贸易术语（5学时） 

（三）合同的标的 （10学时） 

1、掌握表示商品品名的方法和品名条款，了解品名的重要性 （1.5学时） 

2、掌握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和品质条款，了解品质的重要性 （2学时） 

3、掌握计量方法和合同中的数量条款，了解商品的计量单位 （2学时） 

4、掌握出口商品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的要求；中性包装和定牌的做法；包

装标志；合同中包装条款的内容 （3学时） 

5、掌握佣金折扣的运用；掌握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1.5学时） 

（四） 货物的交付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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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海洋运输方式、集装箱运输方式、联合运输货运单据 （5学时） 

2、了解铁路运输方式、航空运输、邮政运输 （0.5学时） 

3、掌握如何制订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0.5学时） 

（五）货物的保险 （6学时） 

1、掌握海上运输保险，包括风险与损失、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险别 

 （5学时） 

2、掌握我国进出口货物保险的基本做法 （0.5学时） 

3、掌握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0.5学时） 

（六）货款的支付 （10学时） 

1、掌握支付工具；支付方式 （9学时） 

2、掌握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0.5学时） 

3、熟悉各种支付方式的优缺点 （0.5学时） 

4、了解托收的国际惯例；信用证的国际惯例 

（七）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4学时） 

1、了解各种商检证书，掌握合同中的商检条款 （1学时） 

2、熟悉争议、索赔、理赔、仲裁的概念，掌握合同中的索赔条款（1学时） 

3、了解不可抗力的界定和法律后果，熟悉援引不可抗力应注意的事项。 

 （1学时） 

4、了解索赔责任范围划分，熟悉索赔要求。 

（八）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 (2学时) 

1、掌握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包括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 （1学时） 

2、了解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1学时） 

（九）课程的回顾与复习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七版），吴佰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二)参考教材 

1.《国际贸易实务》，冯世崇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国际贸易实务》，薛荣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60%，可由考勤、作业、课堂提问、小组成果展示、

测验等构成，具体构成由任课教师决定。 

2.期末考核占比 60%-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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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惯例、合同的标的、货物的运输、货物的保险、货款的支付、合同的基

本条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君茹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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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进出口贸易

过程中涉及

的国际贸易

法规与惯例 

目标 2：掌握

进出口贸易合

同的基本条

款，能阅读和

签订英文合

同。 

目标 3：掌握国

际货物运输方

法，能安排货物

的跨国运输，计

算运费。 

目标 4：掌握货

物保险知识，

能为进出口货

物选择合适的

保险险别，计

算保费。 

目标 5：掌握常

用的货款结算方

式，能完成货款

的收付。 

目标 6：熟

悉进出口贸

易的一般流

程和基本业

务程序。 

1.1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的特点 
√ √     

1.2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相关的法律和

惯例 

√ √     

1.3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的基本内

容 

√ √    √ 

1.4了解进出口贸

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 √    √ 

2.1了解贸易术语

的含义和含义 
√ √ √ √ √ √ 

2.2熟悉有关贸易

术语的国际惯例 
√ √ √ √ √ √ 

2.3掌握《国际贸

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规定的 6种

主要贸易术语 

√ √ √ √ √ √ 

3.1掌握表示商品

品名的方法和品名

条款，了解品名的

重要性 

√ √ √ √ √ √ 

3.2掌握表示商品

品质的方法和品质

条款，了解品质的

重要性 

√ √ √ √ √ √ 

3.3掌握计量方法

和合同中的数量条

款，了解商品的计

量单位 

√ √ √ √ √ √ 

3.4掌握出口商品

运输包装和销售包

装的要求；中性包

装和定牌的做法；

包装标志；合同中

包装条款的内容 

√ √ √ √ √ √ 

3.5掌握出口商品

运输包装和销售包

装的要求；中性包

装和定牌的做法；

包装标志；合同中

包装条款的内容 

√ √ √ √ √ √ 

4.1掌握海洋运输

方式、集装箱运输

方式、联合运输货

运单据 

√ √ √ √ √ √ 

4.2了解铁路运输

方式、航空运输、

邮政运输 

√ √ √ √ √ √ 



 

16 

 

  

4.3掌握如何制订

合同中的装运条

款。 

√ √ √ √ √ √ 

5.1掌握海上运输

保险，包括风险与

损失、海上货物运

输保险的险别 

√ √ √ √ √ √ 

5.2掌握我国进出

口货物保险的基本

做法 

√ √ √ √ √ √ 

5.3掌握合同中的

保险条款 
√ √ √ √ √ √ 

6.1掌握支付工具；

支付方式 
√ √ √ √ √ √ 

6.2掌握合同中的

支付条款 
√ √ √ √ √ √ 

6.3熟悉各种支付

方式的优缺点 
√ √ √ √ √ √ 

6.4了解托收的国

际惯例；信用证的

国际惯例 

√ √ √ √ √ √ 

7.1了解各种商检

证书，掌握合同中

的商检条款 

√ √ √ √ √ √ 

7.2熟悉争议、索

赔、理赔、仲裁的

概念，掌握合同中

的索赔条款 

√ √ √ √ √ √ 

7.3了解不可抗力

的界定和法律后

果，熟悉援引不可

抗力应注意的事

项。 

√ √ √ √ √ √ 

7.4了解索赔责任

范围划分，熟悉索

赔要求 

√ √ √ √ √ √ 

8.1掌握交易磋商

的一般程序，包括

询盘、发盘、还盘

和接受 

√ √ √ √ √ √ 

8.2了解合同的形

式和内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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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57A1         英文名称：Import & Export Trade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融资、机电外贸英语函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进出口贸易过程中涉及的国际贸易法规与惯例。 

目标 2：掌握进出口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能阅读和签订英文合同。 

目标 3：掌握国际货物运输方法，能安排货物的跨国运输，计算运费。 

目标 4：掌握货物保险知识，能为进出口货物选择合适的保险险别，计算

保费。 

目标 5：掌握常用的货款结算方式，能完成货款的收付。 

目标 6：熟悉进出口贸易的一般流程和基本业务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1、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的特点 （0.5学时） 

2、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相关的法律和惯例 （0.5学时） 

3、了解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 （0.5学时） 

4、了解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0.5学时） 

（二）贸易术语 （6学时） 

1、了解贸易术语的含义和含义 （0.5学时） 

2、熟悉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 （0.5学时） 

3、掌握《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规定的 6种主要贸易术语（5学时） 

（三）合同的标的 （10学时） 

1、掌握表示商品品名的方法和品名条款，了解品名的重要性 （1.5学时） 

2、掌握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和品质条款，了解品质的重要性 （2学时） 

3、掌握计量方法和合同中的数量条款，了解商品的计量单位 （2学时） 

4、掌握出口商品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的要求；中性包装和定牌的做法；包

装标志；合同中包装条款的内容 （3学时） 

5、掌握佣金折扣的运用；掌握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1.5学时） 

（四）货物的交付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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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海洋运输方式、集装箱运输方式、联合运输货运单据 （5学时） 

2、了解铁路运输方式、航空运输、邮政运输 （0.5学时） 

3、掌握如何制订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0.5学时） 

（五）货物的保险 （6学时） 

1、掌握海上运输保险，包括风险与损失、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险别 

 （5学时） 

2、掌握我国进出口货物保险的基本做法 （0.5学时） 

3、掌握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0.5学时） 

（六）货款的支付 （10学时） 

1、掌握支付工具；支付方式 （9学时） 

2、掌握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0.5学时） 

3、熟悉各种支付方式的优缺点 （0.5学时） 

4、了解托收的国际惯例；信用证的国际惯例 

（七）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4学时） 

1、了解各种商检证书，掌握合同中的商检条款 （1学时） 

2、熟悉争议、索赔、理赔、仲裁的概念，掌握合同中的索赔条款（1学时） 

3、了解不可抗力的界定和法律后果，熟悉援引不可抗力应注意的事项。 

 （1学时） 

4、了解索赔责任范围划分，熟悉索赔要求。 

（八）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 (2学时) 

1、掌握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包括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 （1学时） 

2、了解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1学时） 

（九）课程的回顾与复习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七版），吴佰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二)参考教材 

1.《国际贸易实务》，冯世崇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国际贸易实务》，薛荣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60%，可由考勤、作业、课堂提问、小组成果展示、

测验等构成，具体构成由任课教师决定。 

2.期末考核占比 60%-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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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惯例、合同的标的、货物的运输、货物的保险、货款的支付、合同的基

本条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君茹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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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进出口贸易

过程中涉及

的国际贸易

法规与惯例 

目标 2：掌握

进出口贸易合

同的基本条

款，能阅读和

签订英文合

同。 

目标 3：掌握国

际货物运输方

法，能安排货物

的跨国运输，计

算运费。 

目标 4：掌握货

物保险知识，

能为进出口货

物选择合适的

保险险别，计

算保费。 

目标 5：掌握常

用的货款结算方

式，能完成货款

的收付。 

目标 6：熟

悉进出口贸

易的一般流

程和基本业

务程序。 

1.1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的特点 
√ √    

 

 

1.2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相关的法律和

惯例 

√ √     

1.3了解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的基本内

容 

√ √    √ 

1.4了解进出口贸

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 √    √ 

2.1了解贸易术语

的含义和含义 
√ √ √ √ √ √ 

2.2熟悉有关贸易

术语的国际惯例 
√ √ √ √ √ √ 

2.3掌握《国际贸

易术语解释通则

2010》规定的 6种

主要贸易术语 

√ √ √ √ √ √ 

3.1掌握表示商品

品名的方法和品名

条款，了解品名的

重要性 

√ √ √ √ √ √ 

3.2掌握表示商品

品质的方法和品质

条款，了解品质的

重要性 

√ √ √ √ √ √ 

3.3掌握计量方法

和合同中的数量条

款，了解商品的计

量单位 

√ √ √ √ √ √ 

3.4掌握出口商品

运输包装和销售包

装的要求；中性包

装和定牌的做法；

包装标志；合同中

包装条款的内容 

√ √ √ √ √ √ 

3.5掌握出口商品

运输包装和销售包

装的要求；中性包

装和定牌的做法；

包装标志；合同中

包装条款的内容 

√ √ √ √ √ √ 

4.1掌握海洋运输

方式、集装箱运输

方式、联合运输货

运单据 

√ √ √ √ √ √ 

4.2了解铁路运输

方式、航空运输、

邮政运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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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掌握如何制订

合同中的装运条

款。 

√ √ √ √ √ √ 

5.1掌握海上运输

保险，包括风险与

损失、海上货物运

输保险的险别 

√ √ √ √ √ √ 

5.2掌握我国进出

口货物保险的基本

做法 

√ √ √ √ √ √ 

5.3掌握合同中的

保险条款 
√ √ √ √ √ √ 

6.1掌握支付工具；

支付方式 
√ √ √ √ √ √ 

6.2掌握合同中的

支付条款 
√ √ √ √ √ √ 

6.3熟悉各种支付

方式的优缺点 
√ √ √ √ √ √ 

6.4了解托收的国

际惯例；信用证的

国际惯例 

√ √ √ √ √ √ 

7.1了解各种商检

证书，掌握合同中

的商检条款 

√ √ √ √ √ √ 

7.2熟悉争议、索

赔、理赔、仲裁的

概念，掌握合同中

的索赔条款 

√ √ √ √ √ √ 

7.3了解不可抗力

的界定和法律后

果，熟悉援引不可

抗力应注意的事

项。 

√ √ √ √ √ √ 

7.4了解索赔责任

范围划分，熟悉索

赔要求 

√ √ √ √ √ √ 

8.1掌握交易磋商

的一般程序，包括

询盘、发盘、还盘

和接受 

√ √ √ √ √ √ 

8.2了解合同的形

式和内容 
√ √ √ √ √ √ 



 

22 

 

《经济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45P1      英文名称：Ecomonic Law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公司、合伙企业的主体设立、终止法律过程，商事主体的组

织结构、资本制度。 

目标 2：掌握商事行为制度基础的合同制度，以及在此之上的劳动合同法

律制度、劳动仲裁法律制度。 

目标 3：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竞争的具体规制行为，反垄断行为，消费者

的具体权利以及义务，生产者的具体权利义务，不同产品质量问题中的各类经

营主体责任划分、食品安全的具体监管流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环境治理。  

目标 4：了解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关的理论发展，对劳动法亦需

有所了解。 

二、课程内容 

（一）经济法概论 （0.5课时） 

1.1经济法的体系 （0.3课时） 

1.2产生与发展 （0.1课时） 

1.3经济法的基本理论 （0.1课时） 

（二）公司法 （5.5课时） 

2.1概述 （0.5课时） 

2.2设立行为 （1.5课时） 

2.3组织机构 （1.5课时） 

2.4资本积累 （1.5课时） 

2.5结构变更 （0.5课时） 

（三）合伙企业法 （2课时） 

3.1概述 （0.5课时） 

3.2普通合伙企业 （0.5课时） 

3.3合伙企业的特殊形式 （0.5课时） 

3.4合伙企业的破产、清算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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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产法 （3课时） 

4.1申请与受理 （1.5课时） 

4.2财产清理与债权申报 （1课时） 

4.3重整与和解 （0.5课时） 

4.4破产宣告和清算 （0.5课时） 

（五）合同法 （5课时） 

5.1合同法概述 （1课时） 

5.2合同的订立与效力 （2课时） 

5.3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 （1课时） 

5.4合同的终止与违约责任 （1.5课时） 

（六）劳动合同法 （6课时） 

6.1劳动合同法 （3课时） 

6.2劳动法 （0.5课时） 

6.3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0.5课时） 

6.4 社保法 （2课时） 

（七）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1.5课时） 

7.1反不正当竞争法 （0.5课时） 

7.2 反垄断法 （1课时） 

（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5课时） 

8.1消费者的权利 （0.5课时） 

8.2经营者的义务 （0.5课时） 

8.3权利维护 （0.5课时） 

（九）产品质量法 （1课时） 

9.1产品质量监督制度 （0.25课时） 

9.2生产、销售者产品责任 （0.25课时） 

9.3损害赔偿 （0.5课时） 

（十）食品安全法 （2课时） 

10.1监督管理 （0.5课时） 

10.2食品生产经营 （0.5课时） 

10.3安全事故处理 （0.5课时） 

（十一）环境保护法 （2课时） 

11.1 监管体系 （0.5课时） 

11.2污染防治 （1课时） 

11.3环境影响评价 （0.5课时） 

考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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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经济法》，郭若愚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经济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张守文，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6年； 

四、课程考核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25%）、考勤成绩（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公司的设立行

为、组织机构、资本积累、结构变更，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特殊形式、

合伙企业的破产、清算，破产的申请与受理、财产清理与债权申报、重整与和

解、破产宣告和清算、合同的订立与效力、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合同的

终止与违约责任、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反垄断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宋怡欣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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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公

司、合伙企业

的主体设立、

终止法律过

程，商事主体

的组织结构、

资本制度。 

目标 2：掌握商

事行为制度基

础的合同制

度，以及在此

之上的劳动合

同法律制度、

劳动仲裁法律

制度。 

目标 3：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

竞争的具体规制行为，反垄断

行为，消费者的具体权利以及

义务，生产者的具体权利义务，

不同产品质量问题中的各类经

营主体责任划分、食品安全的

具体监管流程，在市场经济发

展过程的环境治理。 

目标 4：了解

我国经济法

的产生、发

展，相关的理

论发展，对劳

动法亦需有

所了解 

1.1经济法的体系    √ 

1.2产生与发展    √ 

1.3经济法的基本理论    √ 

2.1概述 √    

2.2设立行为 √    

2.3组织机构 √    

2.4资本积累 √    

2.5结构变更 √    

3.1概述 √    

3.2普通合伙企业 √    

3.3合伙企业的特殊形式 √    

3.4合伙企业的破产、清算 √    

4.1申请与受理 √    

4.2财产清理与债权申报 √    

4.3重整与和解 √    

4.4破产宣告和清算 √    

5.1合同法概述  √   

5.2合同的订立与效力  √   

5.3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  √   

5.4合同的终止与违约责任  √   

6.1劳动合同法  √   

6.2劳动法    √ 

6.3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6.4 社保法    √ 

7.1反不正当竞争法   √  

7.2 反垄断法   √  

8.1消费者的权利   √  

8.2经营者的义务   √  

8.3权利维护   √  

9.1产品质量监督制度   √  

9.2生产、销售者产品责任   √  

9.3损害赔偿   √  

10.1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  

10.2食品生产经营   √  

10.3安全事故处理   √  

11.1监管体系   √  

11.2污染防治   √  

11.3环境影响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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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58A1        英文名称：Economic Law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商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加强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认识和理解。 

目标 2：增强法制观念并使其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观察、分析和处理经济交

往中的法律问题的能力。 

目标 3：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法律制度及

其相应的规范，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实际事务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 法的一般原理 （4课时） 

1.1 了解经济法的概念、特征 （1课时） 

1.2 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1课时） 

1.3 掌握法人、经济法律行为、代理的概念、委托代理、代理权的滥用、

无权代理等。 （2课时） 

（二）公司法 （6课时） 

2.1 掌握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1课时） 

2.2 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1课时） 

2.3 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发行和转让。 （2课时） 

2.4 了解公司的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 （2课时） 

（三）合伙企业法 （2课时） 

3.1 了解合伙企业的概念。 （1课时） 

3.2 掌握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入伙和退

伙等事宜。 （1课时） 

（四）个人独资企业法 （1课时） 

4.1 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0.5课时） 

4.2 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 （0.5课时） 

（五）外商投资企业法 （1课时） 

5.1 了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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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课时） 

5.2 了解设立条件和程序、基本组织机构的利润分配、财产清算、争议解

决等。 （0.5课时） 

（六）破产法 （2课时） 

6.1 了解破产法的概念。 （1课时） 

6.2 掌握破产的条件、破产宣告和破产清算。 （1课时） 

（七）合同法 （6课时） 

7.1 了解合同的订立。 （2课时） 

7.2 掌握合同的效力、履行、变更、终止。 （2课时） 

7.3 掌握违约责任。 （2课时） 

（八）竞争法 （1课时） 

8.1 明确竞争法的概念。 (0.25课时） 

8.2 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 (0.25课时） 

8.3 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 (0.5课时） 

（九）消费者保护法 （1课时） 

9.1 了解消费者基本权利。 (0.5课时） 

9.2 了解产品质量法的基本规定。 (0.5课时） 

（十）金融法 （2课时） 

10.1 明确金融法的概念。 (0.5课时） 

10.2 明确票据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以及票据法的有关法律规定。(0.5课时） 

10.3 了解保险的种类及保险合同的订立和主要条款。 (0.5课时） 

10.4 明确保险人的除外责任。 (0.5课时） 

（十一）劳动合同法 （2课时） 

11.1 掌握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 (1课时） 

11.2 正确处理劳动合同纠纷。 (1课时） 

（十二）国际货物买卖 （1课时） 

12.1 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过程。 (0.5课时） 

12.2 明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的相关规定。 (0.5课时） 

（十三）经济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 （1课时） 

13.1掌握仲裁和诉讼的区别 (1课时） 

随堂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经济法》，郭若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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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商法学》，覃有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05.01 

2. 《民法学》，彭万林，华东政法学院出版社，2014.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测试、小组成果展示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公司法、合伙

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破产法、合同法、竞争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劳动合同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轶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29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经

济法的基础知

识，加强对我

国现行法律的

认识和理解 

目标 2：增强法制

观念并使其具备

运用法律知识观

察、分析和处理

经济交往中的法

律问题的能力 

目标 3：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

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法

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并能够

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

理各种实际事务问题 

1.1 了解经济法的概念、特征 √   

1.2 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   

1.3 掌握法人、经济法律行为、代理的概念、委

托代理、代理权的滥用、无权代理等 
√   

2.1掌握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  

2.2 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以及国有独资公司

的特别规定 
 √  

2.3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发行和转让  √  

2.4了解公司的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  √  

3.1 了解合伙企业的概念   √ 

3.2 掌握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普通合伙企业和

有限合伙企业、入伙和退伙等事宜 
  √ 

4.1 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  √ 

4.2 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 √  √ 

5.1了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

及外资企业的概念 
√  √ 

5.2了解设立条件和程序、基本组织机构的利润分

配、财产清算、争议解决等 
√  √ 

6.1 了解破产法的概念   √ 

6.2 掌握破产的条件、破产宣告和破产清算   √ 

7.1 了解合同的订立  √  

7.2 掌握合同的效力、履行、变更、终止 √  √ 

7.3 掌握违约责任 √  √ 

8.1 明确竞争法的概念 √  √ 

8.2 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 √  √ 

8.3 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 √  √ 

9.1 了解消费者基本权利 √   

9.2 了解产品质量法的基本规定 √   

10.1 明确金融法的概念 √   

10.2 明确票据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以及票据法的

有关法律规定 
√  √ 

10.3 了解保险的种类及保险合同的订立和主要

条款 
√  √ 

10.4 明确保险人的除外责任    

11.1 掌握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 √   

11.2 正确处理劳动合同纠纷 √   

12.1 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过程  √  

12.2 明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

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相关规定 
 √  

13.1 掌握仲裁和诉讼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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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6A1        英文名称：Essentials of 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B（1）、微积分 B（2）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掌握需求、供给、均衡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

念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分析其实际应用。 

目标 2：掌握效用理论及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能够运用消费者均衡理论推

导各类商品的需求及恩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产、成本理论与生产者均衡的条件，理解成本、产量和收

益之间的基本关系，并理解生产厂商如何选择合理的生产区域及实现利润最大

化的条件。 

目标 4：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

场均衡的条件以及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了解要素市场价格的决

定及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博弈论在经济决策中应用和一般均衡的条件。 

目标 5：掌握市场失灵的原因，理解微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消费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2 需求、供给、均衡价格决定、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念和与之相

关的基本原理。 （5 课时） 

1.3 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基数效用理论、序数效用理论以及消费者

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5 课时） 

1.4 消费者均衡理论推导需求曲线的原理和恩格尔曲线。 （2 课时） 

1.5 替代效应理论、收入效应理论，正常商品、低挡品和吉芬商品收入效应

与替代效应比较及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 （4 课时） 

（二）生产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厂商、短期生产函数和长期生产函数的基本概念与界定。 （4课时） 

2.2成本、产量和收益的基本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厂商生产的合理区

选择。 （4课时） 



 

31 

2.3生产者均衡的条件、最优生产要素组合。 （2课时） 

2.4规模报酬的概念、类别及判断原理。 （2课时） 

（三）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的概念、特征及差异。 （2课时） 

3.2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均衡

的条件及区别。 （4课时） 

3.3厂商为获取最大利润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 （2课时） 

3.4博弈论的概念、博弈论基本理论及其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单稳态触

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5要素市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和价格的决定。 （1课时） 

3.6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 （1课时） 

（四）微观经济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市场失灵的概念及基本成因。 （3课时） 

4.2微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及其调节市场失灵的基本过程。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观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范里安，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2、《微观经济学》，黄亚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微观经济学(第 18版)》（中译本），萨缪尔森、诺德豪斯，中信出

版社，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不高于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作业、课堂表现等。 

2、期末考核占比不低于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需求与

供给、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理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霖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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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掌握

需求、供给、均衡

价格、需求弹性和

供给弹性等基本

概念和与之相关

的基本原理，并能

够分析其实际应

用。 

目标 2：掌握效

用理论及消费者

均衡的条件，能

够运用消费者均

衡理论推导各类

商品的需求及恩

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

产、成本理论与

生产者均衡的条

件，理解生产厂

商如何选择合理

的生产区域及实

现利润最大化的

条件。 

目标 4：掌握四

种市场均衡的

条件，了解要

素市场均衡条

件、博弈论在

经济决策中应

用和一般均

衡。 

目标 4：掌握市

场失灵的原

因，理解微观

经济政策的调

节原理。 

1.1需求曲线 √     

1.2供给曲线 √     

1.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     

1.4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 √     

1.5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 √     

2.1效用理论  √    

2.2无差异曲线  √    

2.3预算线  √    

2.4消费者均衡  √    

2.5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    

3.1厂商   √   

3.2生产函数   √   

3.3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   √   

3.4成本与要素最优组合   √   

3.5规模报酬   √   

4.1四种市场的特征与比较    √  

4.2四种市场的均衡    √  

4.3要素价格决定    √  

4.4博弈论及其应用    √  

4.5 一般均衡    √  

5.1市场失灵     √ 

5.2微观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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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2A1       英文名称：Economic Practical Writ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 广告学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见应用文书写作的基本理论、篇章结构、语言特点及其写

作要求。 

目标 2：灵活运用应用写作知识和方法进行写作。 

目标 3：树立学生的团队意识和自主意识，培养自主表达精神和科学研究

思维。 

二、课程内容 

（一）应用文写作基础知识 （4课时） 

1.1掌握应用文概念、分类及文体特点。了解应用文社会功用 （1课时） 

1.2掌握应用文主旨的要求，主旨与材料的关系，材料的要求与处理 

 （1课时） 

1.3掌握应用文的语言特点及要求。应用文的主要表达方式 （1课时） 

1.4掌握应用文的写作过程 （1课时） 

（二）公务文书写作 （4课时） 

2.1了解公文的格式、语言 （1课时） 

2.2通知、报告、请示、致辞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2.3演讲稿、会议纪要、简报的写法及要求 （2课时） 

（三）经济文书的写作 （4课时） 

3.1经济合同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3.2掌握调研报告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3.3小组头脑风暴完成广告文案的设计与写作 （1课时） 

3.4营销策划书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四）毕业与就业文书写作 （4课时） 

4.1了解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过程及格式 （2课时） 

4.2简历、求职信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4.3劳动合同和就业协议书的写法及要求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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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 

 《应用文写作》第四版，夏晓鸣 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 

 《营销策划文案写作指要》第一版，陈建中、吕波，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3 

  《经济应用文写作》第二版，蒋意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1 

 《财经应用文写作》第二版，吕秋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25%，主要包括：出勤（20%）、课堂表现(5%)。 

 实验成绩占比 75%，包括实验过程（60%）、实验小结(15%)。 

五、附件 

 

制定人：  赵楠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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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见应用文书

写作的基本理论、篇章结

构、语言特点及其写作要

求 

目标 2：灵活运用应用

写作知识和方法进行

写作。 

目标 3：树立学生的团队意

识和自主意识，培养自主表

达精神和科学研究思维。 

1.1 掌握应用文概念、分类及文体特

点。了解应用文社会功用 
√   

1.2 掌握应用文主旨的要求，主旨与

材料的关系，材料的要求与处理 
√   

1.3 掌握应用文的语言特点及要求。

应用文的主要表达方式 
√   

1.4掌握应用文的写作过程 √   

2.1了解公文的格式、语言 √   

2.2 通知、报告、请示、致辞的写法

及要求 
 √  

2.3 演讲稿、会议纪要、简报的写法

及要求 
 √  

3.1经济合同的写法及要求  √  

3.2掌握调研报告的写法及要求   √ 

3.3 小组头脑风暴完成广告文案的设

计与写作 
  √ 

3.4营销策划书的写法及要求   √ 

4.1 了解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过

程及格式 
 √  

4.2简历、求职信的写法及要求  √  

4.3 劳动合同和就业协议书的写法及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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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46P1        英文名称：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工业工程、生产计划与控制、人因工程、设施规划与布局 

后续课程：工业工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精益生产体系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 

目标 2：掌握精益生产体系应用背景、以及与其它先进生产方式的异同。 

目标 3：掌握精益生产的理论体系和主要的支撑技术。 

目标 4：掌握精益生产方式的实施要点和长期改善规划。 

目标 5：初步具备能进行现场问题诊断、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提出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精益生产的发展及其理论体系 （6课时） 

1.1精益生产的产生。包括精益生产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1课时） 

1.2精益生产体系的理论框架。包括精益屋的基础、两大支柱和追求目标

等。 （2课时） 

1.3精益生产模式适用的条件，与其他生产模式的对比。 （1课时） 

1.4精益生产方式队企业管理与运营带来的影响。包括对设施设计、人员

安排，现场作业模式、作业空间、供应商管理等提出的不同要求。 （2课时） 

（二）精益生产的支撑技术 （18课时） 

2.1准时化技术的工具——看板管理。 （4课时） 

2.2 准时化技术的前提——均衡化生产。 （4课时） 

2.3准时化技术的实施——流程化生产。 （4课时） 

2.4自働化技术——防错技术。 （3课时） 

2.5流程分析技术——价值流图法。 （3课时） 

（三）精益生产的实施分析 （8课时） 

3.1根据精益生产要求的标准作业的制定和实施。 （2课时） 

3.2根据精益生产要求的现场管理特点。 （4课时） 

3.3根据精益生产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2课时） 

此部分课堂教学和案例讨论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精益生产技术的应用和精

益思想的精髓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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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精益生产》，刘树华、鲁建厦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新丰田生产方式》（第 2 版），门田安弘著（王瑞珠等译），河北大

学出版社，2006 

2. 《图解精益生产之看板拉动管理实战》，王清满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03 

3. 《精益思想》，詹姆斯 P.沃麦克等著，沈希瑾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大作业 (30%)及考勤、课堂表现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精益生产的产生

与发展历程、准时化生产、看板管理、均衡化生产、流程化生产、准时化物流、

自働化、标准作业、现场改善、TPM、品质管理、人才培育、价值流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妙妙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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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精

益生产体系的

基本概念、发

展历程 

目标 2：掌握精

益生产体系应用

背景、与其它先

进生产方式的异

同 

目标 3：掌握精

益生产的理论

体系和主要的

支撑技术 

目标 4:掌握精

益生产方式的实

施要点和长期改

善规划 

目标 5：初步具备

能进行现场问题

诊断、问题分析和

解决方案提出的

能力 

1.1 精益生产产生的背景和

发展历程 
√     

1.2 精益生产体系的理论框

架 
√     

1.3 精益生产模式成功的主

要因素 
 √    

1.4 精益生产方式对企业管

理与运营产生的影响 
 √    

2.1 准时化技术的工具——

看板管理 
  √   

2.2 准时化技术的前提——

均衡化生产 
  √   

2.3 准时化技术的实施——

流程化生产 
  √   

2.4 自働化技术——防错技

术 
  √   

2.5 流程分析技术——价值

流图法 
  √   

3.1标准作业的制定和实施    √ √ 

3.2现场管理的方法和实施    √ √ 

3.3人才培养的方式和实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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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9B1        英文名称：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

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统计学、质量管理导论 

后续课程：集成质量系统实验 

 

一、课程目标 

掌握可靠性工程的基本概念及其数学基础； 

掌握可靠性建模与分析的基本方法； 

掌握可靠性试验的分类及常见方法； 

了解可靠性管理与可靠性评估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学习可靠性设计及软件可靠性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可靠性工程的基本概念及其数学基础 （8 课时） 

可靠性的发展及基本概念； （1 课时） 

常见的可靠性特征量及其变换关系，包括可靠度 R（t）、故障概率 F（t）、

故障概率密度 f（t）与失效率 λ（t）、可靠性寿命 MTBF 等； （1 课时） 

常见的失效分布及可靠性特征； （2 课时） 

可靠性数学基础，包括产品可靠性与随机事件；事件、集合与集合代数；

可靠度计算的概率基础，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4 课时） 

（二）可靠性建模与分析的基本方法 （16 课时） 

可靠性建模与分析的基本内容 （1 课时） 

系统可靠性框图及其特点 （1 课时） 

典型串关联系统的可靠性模型及其分析 （2 课时） 

可靠性预计的基本方法 （2 课时） 

可靠性分配的基本方法 （2 课时） 

FMEA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的基本方法 （2 课时） 

FMECA 故障模式与影响及危害性分析的基本方法 （2 课时） 

FTA 故障树的建造方法、故障树的数学描述、故障树的定性分析、故障树

定量分析与计算方法，单元重要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 （4 课时） 

（三）可靠性试验技术的基本内容 （1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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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可靠性试验的分类与意义 （2 课时） 

3.2 可靠性环境试验、筛选与老炼试验的方法 （4 课时） 

3.3 可靠性寿命试验和加速寿命试验 （4 课时） 

3.4 可靠性增长试验 （4 课时） 

3.5 抽样方法及可靠性鉴定验收试验 （4 课时） 

（四）可靠性管理与可靠性评估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6 课时） 

4.1 可靠性管理的主要内容、流程和相关方法 （2 课时） 

4.2 正态/指数/二项/威布尔分布型参数可靠性估计 （2 课时） 

4.3 金字塔式可靠性综合评定 （2 课时） 

（五）可靠性设计及软件可靠性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学生自主学习） 

5.1 电子元器件的降额使用、电路与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5.2 电子设备耐环境设计，耐热设计 

5.3 机械结构可靠性设计、分析与计算 

5.4 软件可靠性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量、软件可靠性模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可靠性工程基础》，刘岚岚等主编，中国质检出版社，2014 年 8 月第 4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总论》，杨为民编，国防工业出版社，1995 

《可靠性 维修性 保障性工程基础》，康锐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1 

《电子产品可靠性预计》，张增照等著，科学出版社，2007.8 

《可靠性试验技术》，姜同敏等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7 

《系统可靠性》，卢明银、徐人平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1

版（21 世纪工业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可靠性工程基础》，周正伐，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9 

《可靠性工程技术》，姜兴渭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10 

http://www.faprl.buaa.edu.cn/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失效分析和可靠性物理实验

室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及考勤

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可靠性工程的基

本概念及其数学基础；可靠性建模、预计、分配的基本方法；基本的 F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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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ECA、FTA 等可靠性分析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  成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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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习

可靠性工程

的基本概念

及其数学基

础 

目标 2：掌

握可靠性建

模与分析的

基本方法 

目标 3：掌

握可靠性试

验的分类及

常见方法 

目标 4：学习

可靠性管理

与可靠性评

估的基本思

想与方法 

目标 5：学习

可靠性设计

及软件可靠

性的基本概

念与方法 

1.1可靠性基本概念 √     

1.2可靠性特征量 √     

1.3常用失效分布 √     

2.1产品定义和系统可靠性框图  √    

2.2布尔代数、容斥原理和不交型算法简介 √     

2.3串联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2.4并联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2.5混联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2.6n中取 K的表决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2.7贮备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2.8一般网络的可靠性模型  √    

3.1可靠性预计概述  √    

3.2元器件的可靠性预计  √    

3.3系统的可靠性预计  √    

3.4可靠性分配  √    

4.2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  √    

4.3失效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MECA）  √    

5.1建立故障树  √    

5.2故障树的数学描述  √    

5.3故障树的定性分析  √    

5.4故障树的定量分析  √    

6.1元器件的选用与控制     √ 

6.2电路与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 

6.3电子设备的热设计     √ 

6.4参数优化设计     √ 

7.1应力与强度的分布     √ 

7.2安全系数与可靠性     √ 

7.3可靠性设计计算     √ 

7.4疲劳强度可靠性设计     √ 

8.1可靠性筛选和电子元器件老炼   √   

8.2环境适应性试验   √   

8.3寿命试验和加速寿命试验   √   

8.4可靠性增长试验   √   

8.5抽样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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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单元产品可靠性评估的基本概念    √  

9.2成败型单元产品可靠性评估    √  

9.3单元产品性能可靠性评估    √  

9.4单元产品平均寿命评估    √  

10.1系统可靠性综合的金字塔模型    √  

10.2系统可靠性的经典精确置信限    √  

10.3系统可靠性的经典近似置信限    √  

10.4系统可靠性评定的一般步骤    √  

11.1软件可靠性的基本概念     √ 

11.2软件可靠性的基本特征量     √ 

11.3软件可靠性模型     √ 

12.可靠性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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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47A1       英文名称：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服务营销、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知识、要素，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

方法，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主要工作的任务和流程，及其管理策略。 

目标 2：了解数据挖掘方法在客户关系管理中基本应用。 

目标 3：掌握客户识别能力、客户流失分析能力、客户关系数据挖掘能力

和客户关系保持能力。 

目标 4：具有良好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顾客关系管理概论 （6课时） 

1.1客户关系的概念、演变：顾客是陌生人、熟人、朋友和伙伴 。 

 （2课时） 

1.2 CRM对客户和组织的目标、好处、客户盈利能力部分、CRM的组成部分，

CRM的障碍 （2课时） 

1.3关系营销和 CRM （4课时） 

（二）CRM营销、客户服务和数据管理 （10课时） 

2.1CRM营销活动：交叉销售和销售，客户保持，行为预测，客户盈利能力

和价值建模，渠道优化，个性化和基于事件的营销 （4课时） 

2.2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客户服务形式。 （4课时） 

2.3 掌握 CRM的数据管理 （2课时） 

（三）CRM战略、规划、实施与评价 （12课时） 

3.1了解客户的内涵，了解公司利润链：满意、忠诚、利润。 （2课时） 

3.2掌握如何制定 CRM的战略。 （4课时） 

3.3规划和实施 CRM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 （4课时） 

3.4CRM评价：基本指标：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公司 3E对策：

效率、效能和员工的变化。 （2课时） 

（四）CRM新视野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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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CRM：概念、不同层次的电子客户关系管理，信息安全。 （1课时） 

4.2了解新的客户服务软件应用程序。 （1课时） 

4.3社交网络和 CRM、移动 CRM 的趋势。 （1课时） 

4.4CRM中的伦理问题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第 3版），苏朝晖，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4.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客户关系管理》，乌尔瓦希·毛卡尔等著；马宝龙，姚卿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3.08 

2. 《客户关系管理理论与实务》（第 3 版），杨路明，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7 

3. 《客户关系管理》（第 4 版），皮泊斯、容格斯著；郑先炳、邓运盛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01 

4. 《大数据时代的市场营销关联式客户关系管理》，大卫·S·威廉姆斯

著；匡斌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5.《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市场营销、销售与客户关系管理》（第 3 版），

林那夫、贝里著；巢文涵、张小明、王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与课堂表现（10%）、社会实践(3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赵楠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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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客户关系管理

的基本知识、要素，掌握客

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方法，掌

握客户关系管理的主要工

作的任务和流程，及其管理

策略。 

目标 2：了解数

据挖掘方法在

客户关系管理

中基本应用。 

 

目标 3：掌握客户识

别能力、客户流失分

析能力、客户关系数

据挖掘能力和客户关

系保持能力。 

 

目标 4：具有

良好的协调

和沟通能力，

有团队合作

精神。 

1.1 客户关系的概念、演变：顾

客是陌生人、熟人、朋友和伙伴 
√    

1.2CRM对客户和组织的目标、好

处、客户盈利能力部分、CRM 的

组成部分，CRM的障碍 

√    

1.3 关系营销和 CRM √  √ √ 

2.1  CRM营销活动：交叉销售和

销售，客户保持，行为预测，客

户盈利能力和价值建模，渠道优

化，个性化和基于事件的营销 

√    

2.2 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客户服

务形式 
  √  

2.3掌握 CRM的数据管理  √   

3.1 了解客户的内涵，了解公司

利润链：满意、忠诚、利润 
√ √   

3.2 掌握如何制定 CRM的战略   √  

3.3 规划和实施 CRM 的企业客户

关系管理 
  √ √ 

3.4 CRM 评价：基本指标：服务

质量、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公

司 3E对策：效率、效能和员工的

变化 

  √  

4.1E-CRM：概念、不同层次的电

子客户关系管理，信息安全 
 √   

4.2 了解新的客户服务软件应用

程序 
 √   

4.3社交网络和 CRM、移动 CRM 的

趋势 
  √ √ 

4.4CRM中的伦理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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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沟通（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1A1        英文名称：Oral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美合作）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Microeconomics 

后续课程：Introduction to World Economy, Exposition and Report Writing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Describe the transactional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Objective 2: Understand culturally diverse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Objective 3: Explai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interpersonal, group, organizational, written, electronic, and public speaking 

contexts.  

Objective 4: Successfully apply the above knowledge in actual small-group, 

organizational, public speaking, and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Objective 5: Write valid and well-supported analyses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real-world situations using the correct business formats in 

writing memos, letters, reports, and proposals. 

二、课程内容 

Chapter 1 Communicating at Work  (3 class hours) 

1.1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1 class hour) 

1.2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1 class hour) 

1.3 Us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1 class hour) 

Chapter 2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Work (3 class hours) 

2.1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unication 

2.2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hapter 3 Listening (3 class hours) 

3.1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1 class hour) 

3.2 Barriers to Effective Listening  (1 class hour) 

3.3 Listening Styles  (1 class hour) 

Chapter 4 Verbal and Nonverbal Messages (3 class hours) 

4.1 Verbal Messages  (1.5 class hours) 

4.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1.5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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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Interpersonal Skills (3 class hours) 

5.1 Build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1 class hour) 

5.2 Dealing with Criticism (1 class hour) 

5.3 Managing Conflict (1 class hour) 

Chapter 6 Principles of Interviewing (3 class hours) 

6.1 Planning the interview (1 class hour) 

6.2 Conducting the interview (1 class hour) 

6.3 The ethics of interviewing (1 class hour) 

Chapter 7 Types of interview (3 class hours) 

7.1 The information - gathering interview (1 class hour) 

7.2 The career research interview (1 class hour) 

7.3 The employment interview (1 class hour) 

Chapter 8 Working in teams (3 class hours) 

8.1 The nature of teams (1 class hour) 

8.2 Leadership and influence in groups and teams (1 class hour) 

8.3 Problem-solving communication (1 class hour) 

Chapter 9 Effective meetings  (3 class hours) 

9.1 Types of meetings (1 class hour) 

9.2 Planning a problem-solving meeting (1 class hour) 

9.3 Conducting the meeting (1 class hour) 

Chapter 10 Developing and organizing the presentation  (3 class hours) 

10.1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1 class hour) 

10.2 Setting your goal and developing the thesis (1 class hour) 

10.3 Organizing the body (1 class hour) 

Chapter 11 Verbal and visual support in presentation  (3 class hours) 

11.1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materials (1 class hour) 

11.2 Verbal support (1 class hour) 

11.3 Visual aids (1 class hour) 

Chapter 12 Delivering the presentation  (3 class hours) 

12.1 Types of delivery (1 class hour) 

12.2 Guidelines for delivery (1 class hour) 

12.3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1 class hour) 

Chapter 13 Types of business presentations (3 class hours) 

13.1 Informative presentation (1 class hour) 

13.2 Persuasive presentation (1 class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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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Group presentations (1 class hour) 

Presentation (3 class hours) 

Review  (3 class hours) 

Final exam (2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商务沟通原理与实践》，罗纳德•B.阿德勒 (Ronald B.Adler)，珍妮•

马夸特•埃尔霍斯特 (Jeanne Marquardt Elmhorst)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商务沟通(第 8版)》，斯科特•奥伯 (Scot Ober) ，埃米•纽曼 (Amy 

Newman)，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商务沟通:数字世界的沟通技能(英文版•第 12版)》，凯瑟琳•伦茨

(Kathryn Rentz)，玛丽•E•弗拉特利(Marie E.Flatley)，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 www.mhhe.com/adler10e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测试、小组成果展示等。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Communicating 

at Work,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Work, Listening, Verbal and Nonverbal 

Messages, Interpersonal Skills, Principles of Interviewing, Types of interview, 

Working in teams, Effective meetings, Developing and organizing the presentation, 

Verbal and visual support in presentation, Delivering the presentation, and Types of 

business presentations.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轶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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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Objective 1： 

Describe the 

transaction

al nature of 

communicati

on 

Objecti

ve 2: 

Underst

and 

cultura

lly 

diverse 

approac

hes to 

communi

cation 

Objective 3: 

Explai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interpersonal, 

group, 

organizational, 

written, 

electronic, and 

public speaking 

contexts 

Objective 4:  

Successfully 

apply the 

above 

knowledge in 

actual 

small-group, 

organization

al, public 

speaking, 

and 

interpersona

l situations 

Objective 5： Write 

valid and 

well-supported 

analyses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real-world 

situations using 

the correct 

business formats in 

writing memos, 

letters, reports, 

and proposals 

1.1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     

1.2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     

1.3 Us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     

2.1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unication 
 √    

2.2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    

3.1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   

3.2 Barriers to Effective 

Listening 
  √   

3.3 Listening Styles   √   

4.1 Verbal Messages √    √ 

4.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 

5.1 Build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    √ 

5.2 Dealing with Criticism √    √ 

5.3 Managing Conflict √    √ 

6.1 Planning the interview √    √ 

6.2 Conducting the interview √    √ 

6.3 The ethics of 

interviewing 
√    √ 

7.1 The information - 

gathering interview 
√    √ 

7.2 The career research 

interview 
√    √ 

7.3 The employment interview √    √ 

8.1 The nature of teams  √   √ 

8.2 Leadership and influence 

in groups and teams 
 √   √ 

8.3 Problem-solving 

communication 
 √   √ 

9.1 Types of meetin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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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Planning a 

problem-solving meeting 
 √   √ 

9.3 Conducting the meeting  √   √ 

10.1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   √ 

10.2 Setting your goal and 

developing the thesis 
 √   √ 

10.3 Organizing the body  √   √ 

11.1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materials 
 √   √ 

11.2 Verbal support  √   √ 

11.3 Visual aids  √   √ 

12.1 Types of delivery  √ √ √ √ 

12.2 Guidelines for delivery  √ √ √ √ 

12.3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 √ √ √ 

13.1 Informative 

presentation 
 √ √ √ √ 

13.2 Persuasive 

presentation 
 √ √ √ √ 

13.3 Group presentation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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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50P1        英文名称：Inventor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 

后续课程：跨境电商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库存管理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方法； 

目标 2. 掌握安全库存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及订货批量的确定； 

目标 3. 掌握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库存管理模式及提前期的管理； 

目标 4. 掌握 ABC 分类法和物资编码方法； 

目标 5. 掌握库存管理绩效考核指标制定的原则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库存管理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库存的基本概念。 （0.5 课时） 

1.2 库存管理概述。 （0.5 课时） 

1.3 库存计价与记录。 （1 课时） 

（二）库存运作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10 课时） 

2.1 库存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影响库存水平的因素、合理库存量的确定、

库存服务水平的确定、安全库存量的计算。 （2 课时） 

2.2 订货点的确定，包括：依据经营公式和统计需求规律来确定订货点。 

 （2 课时） 

2.3 订货批量的确定，包括：经济订货批量的确定，价格折扣对经济订货

批量的影响。 （2 课时） 

2.4 订货周期和最大库存量的确定，包括：订货周期的确定、最大库存量

的确定。 （2 课时） 

2.5 降低库存量水平的途径，包括：企业自身降低 

（三）库存战略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战略，包括：供应链环境下库存管理的调整和库存

管理模式。 （1 课时） 

3.2 采购提前期管理，包括：生产模式对提前期的影响，用于缩短提前期不

确定性的技术。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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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方式，包括：精益生产、JIT 生产、延迟制造 （2 课时） 

3.4 需求分析，包括：需求分类、需求预测方法、预测结果分析（2 课时） 

（四）库存分类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常见库存管理办法，包括：ABC 分析法的定义、原理、应用步骤及其

与 FMR 的结合。 （2 课时） 

4.2 物资编码，包括：库存物资编码的意义、原则和种类、典型案例。 

 （2 课时） 

（五）ERP、Excel 与库存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5.1 ERP 在库存管理中的应用，包括：ERP 系统与库存管理。 （1 课时） 

5.2 Excel 在库存管理中的应用，包括：Excel 与库存管理，Excel 与物料管

理。 （1 课时） 

（六）库存绩效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6.1 库存绩效评估概述，包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要求、绩效评估

意义、构建目标及步骤。 （2 课时） 

6.2 库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括：财务状况评价、客户服务水平评价、

仓库活动评价、商品储存效率评价。 （3 课时） 

6.3 库存绩效标杆管理，包括：标杆管理概述、常见标杆管理方法、标杆

管理流程。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库存管理》，张旭凤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库存控制与管理》，沃尔斯特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3 

2. 《库存管理》，王磊等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1 

3. 《库存管理基础》，保罗.齐普金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06 

4. 《库存控制与仓储管理》，唐连生等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1.02 

5. 《供应链管理》，鲍尔索克斯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程项目（20%）、课堂测验（10%）、

考勤及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库存计价、订

货点的确定、订购批量的确定、采购提前期管理、需求分析、库存管理绩效分

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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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鲜于建川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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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库存

管理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术方法  

目标 2：掌握安

全库存的计算

方法和适用条

件及订货批量

的确定 

目标 3：掌握供

应链管理模式

下的库存管理

模式及提前期

的管理 

目标 4:掌握

ABC分类法和

物资编码方法 

目标 5：掌握

库存管理绩效

考核指标制定

的原则和方

法。 

1.1库存的基本概念 √     

1.2库存管理概述 √     

1.3库存计价与记录 √     

2.1库存量的影响因素 √ √    

2.2订货点的确定 √ √    

2.3订货量的确定 √ √    

2.4订货周期和最大库存量的

确定 
√ √    

2.5降低库存量水平的途径 √ √    

3.1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战略 √  √   

3.2采购提前期管理 √  √   

3.3生产方式 √  √   

3.4需求分析 √  √   

4.1常见库存管理办法 √   √  

4.2物资编码 √   √  

5.1 ERP在库存管理中的应用 √  √   

5.2 Excel在库存管理中的应

用 
√     

6.1 库存绩效评估概述 √    √ 

6.2 库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    √ 

6.3 库存绩效标杆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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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双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84P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biolanguag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财务管理、公司理财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了解国际外汇市场运行，国际收支等。 

Objective 2: 了解汇率理论及风险管理。 

Objective 3: 了解跨国投资、融资管理，掌握解决企业国际化经营若干财务

问题的方法。 

Objective 4: 了解跨国营运资金管理、预算管理等。 

二、课程内容 

1.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Introduction and basic theory section 

 （12 class periods） 

1.1 Introduction to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class periods) 

1.2 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 class periods) 

1.3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3 class periods) 

1.4 Financial Goa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 class periods) 

1.5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2 class periods)  

2.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Parity relationships and Foreign Exchange risk 

management （10 class periods） 

2.1 International Parity Relationships Theory. PPP, FE, IRP, IFE, etc. 

  (2 class periods) 

2.2 Risks from Transaction Exposure .  (2 class periods) 

2.3 Risks from Economic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2.4 Risks from Translation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2.5 Derivatives  (2 class periods)  

3.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and investing section 

 （4 class periods） 

3.1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tet  (2 class periods) 



 

57 

3.2 International Debt Market  (2 class periods) 

4.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working capital and budget section (6 class periods) 

4.1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4.2 Budge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4.3.Review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Multinational Business Finance》，David K. Eiteman，2016.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跨国公司财务管理》，陈伟利、陈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2、《Cheol S. Eu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4th Edition 

3、《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李涛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4、《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ichael R. Czinkota / Ilkka A. 

Ronkainen / Michael H. Moffett；  

5、《Multinational Finance》,  (3rd Edition), Kirt C. Butler；  

6、《Financial markets, instruments & institutions》, (2nd Edition), Santomero 

Babbel 

7、《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夏皮罗 主编 2010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Grading System including Attendance、Participation and Homework (30%), 

and Final Exam (or a group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 (70%).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is required for all classes. Your daily attendance is 

essential to help you get the most out of this course and is part of your grade. You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up the work that you miss.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work.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hen necessary.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assignments.   

五、附件 

 

制定人：  濮知微  审核人：  王子军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Michael%20R.%20Czinkota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Ilkka%20A.%20Ronkainen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Ilkka%20A.%20Ronkainen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Michael%20H.%20Moffett
http://copies.sinoshu.com/copy42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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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Objective 1:  

了解国际外汇

市场运行，国际

收支等 

Objective 2: 

了解汇率理论

及风险管理. 

Objective 3: 了解

跨国投资、融资管

理，掌握解决企业国

际化经营若干财务

问题的方法 

Objective 4:  

了解跨国营运资金管

理、预算管理等 

1.1 Introduction to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class periods) 

√    

1.2 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 

class periods) 

√    

1.3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3 class periods) 
√    

1.4 Financial Goa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 class periods) 
√    

1.5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2 

class periods) 
√    

2.1 International Parity 

Relationships Theory. PPP, FE, 

IRP, IFE, etc. (2 class periods)   

 √   

2.2 Risks from Transaction 

Exposure . (2 class periods) 
 √   

2.3 Risks from Economic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   

2.4 Risks from Translation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   

2.5 Derivatives (2 class periods)  √   

3.1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tet 

(2 class periods) 
  √  

3.2 International Debt Market (2 

class periods) 
  √  

4.1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 

4.2 Budge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 

4.3.Review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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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84PA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财务管理、公司理财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Balance of Payment,etc.  

Objective 2: Understand Foreign Exchange Theory and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 3: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ster methods to help on finance area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bjective 4: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Budgeting, 

etc. 

二、课程内容 

1.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Introduction and basic theory section 

 (12 class periods) 

1.1 Introduction to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class periods) 

1.2 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 class periods) 

1.3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3 class periods) 

1.4 Financial Goa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 class periods) 

1.5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2 class periods)  

2.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Parity relationships and Foreign Exchange risk 

management (10 class periods) 

2.1 International Parity Relationships Theory. PPP, FE, IRP, IFE, etc. 

  (2 class periods) 

2.2 Risks from Transaction Exposure .  (2 class periods) 

2.3 Risks from Economic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2.4 Risks from Translation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2.5 Derivatives  (2 class periods)  

3.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and invest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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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lass periods) 

3.1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tet  (2 class periods) 

3.2 International Debt Market  (2 class periods) 

4.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working capital and budget section（6 class periods） 

 4.1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4.2 Budge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4.3.Review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Multinational Business Finance》，David K. Eiteman，2016.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跨国公司财务管理》，陈伟利、陈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2、《Cheol S. Eu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4th Edition 

3、《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李涛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4、《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ichael R. Czinkota / Ilkka A. 

Ronkainen / Michael H. Moffett；  

5、《Multinational Finance》,  (3rd Edition), Kirt C. Butler；  

6、《Financial markets, instruments & institutions》, (2nd Edition), Santomero 

Babbel 

7、《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夏皮罗 主编 2010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Grading System including Attendance、Participation and Homework (30%), 

and Final Exam (or a group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 (70%).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is required for all classes. Your daily attendance is 

essential to help you get the most out of this course and is part of your grade. You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up the work that you miss.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work.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hen necessary.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assignments.   

五、附件 

 

制定人：  濮知微  审核人：  王子军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Michael%20R.%20Czinkota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Ilkka%20A.%20Ronkainen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Ilkka%20A.%20Ronkainen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Michael%20H.%20Moffett
http://copies.sinoshu.com/copy42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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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Objectives 

 

 

 

 

 

 

Contents 

Objective 1: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Balance 

of Payment, etc. 

Objective 

2:  

Understand 

Foreign 

Exchange 

Theory and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 3: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ster methods to help on 

finance area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bjective 4: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Budgeting, 

etc. 

1.1 Introduction to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class periods) 

√    

1.2 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 

class periods) 

√    

1.3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3 class periods) 
√    

1.4 Financial Goa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 class periods) 
√    

1.5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2 

class periods) 
√    

2.1 International Parity 

Relationships Theory. PPP, FE, 

IRP, IFE, etc. (2 class periods)   

 √   

2.2 Risks from Transaction 

Exposure . (2 class periods) 
 √   

2.3 Risks from Economic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   

2.4 Risks from Translation 

Exposure (2 class periods) 
 √   

2.5 Derivatives (2 class periods)  √   

3.1 International Equity Marktet 

(2 class periods) 
  √  

3.2 International Debt Market (2 

class periods) 
  √  

4.1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 

4.2 Budge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 

4.3.Review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2 class peri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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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3A1        英文名称：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学概论、电子商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跨境电子商务的概念、特点与运作模式。 

目标 2：掌握跨境电商物流模式、问题、流程。 

目标 3：掌握主要集中海外物流的运营模式、物流服务商的选择、国际运

费计算方法、跨境支付的方式及流程等。 

目标 4：掌握跨境网络营销策略与文案设计、跨境电商平台数据分析等。 

二、课程内容 

（一）跨境电子商务概述 （8课时） 

1.1跨境电子商务的概念、特点。 （2课时） 

1.2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趋势。 （1课时） 

1.3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2课时） 

1.4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及电子支付方式。 （2课时） 

1.5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1课时） 

（二）跨境电商物流基本理论 （8课时） 

2.1跨境电商物流的概念与特点。 （2课时） 

2.2跨境电商物流的运营模式。 （2课时） 

2.3跨境电商物流存在的问题。 （2课时） 

2.4跨境电商物流的运作流程。 （2课时） 

（三）跨境电商物流与跨境支付 （10课时） 

3.1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商介绍。 （2课时） 

3.2海外仓储集货的物流方式。 （2课时） 

3.3国际物流与物流服务商的选择。 （2课时） 

3.4国际运费计算方法。 （2课时） 

3.5 跨境支付的种类、方式与流程。 （2课时） 

（四）跨境网络营销推广与数据分析  （6课时） 

4.1 跨境网络营销推广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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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境网络营销数据分析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机遇、模式及运作》，孙韬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跨境电商/阿里巴巴速卖通宝典》，速卖通大学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1 

2. 《跨境电商物流管理》，苏杭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案例分析（20%）、方案设计（20%）及

考勤作业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跨境电商概念、

特点、运作模式，跨境电商物流的概念、特点、运营模式、运作流程，跨境支

付的概念、种类、计算、跨境网络营销策略与数据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旭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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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跨

境电子商务的

概念、特点与运

作模式  

目标 2：掌握跨

境电商物流模

式、问题、流程 

目标 3：掌握主要集中海外物

流的运营模式、物流服务商的

选择、国际运费计算方法、跨

境支付的方式及流程等 

目标 4：掌握跨境网

络营销策略与文案

设计、跨境电商平

台数据分析等 

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概念、特

点 
√    

1.2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

趋势 
√    

1.3 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及存

在的问题 
√    

1.4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及电子

支付方式 
√ √   

1.5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    

2.1 跨境电商物流的概念与特

点 
 √   

2.2跨境电商物流的运营模式  √   

2.3跨境电商物流存在的问题  √   

2.4跨境电商物流的运作流程  √   

3.1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商介绍   √  

3.2海外仓储集货的物流方式  √ √  

3.3 国际物流与物流服务商的

选择 
 √ √  

3.4国际运费计算方法  √ √  

3.5 跨境支付的种类、方式与

流程 
 √ √  

4.1 跨境网络营销推广 √ √ √ √ 

4.2 跨境网络营销数据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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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4A1       英文名称：Retail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商科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促销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零售业态类型，多渠道零售，顾客购买行为。 

目标 2：掌握零售市场战略，零售店址选择，零售的最新动态与发展，网

络零售与零售信息化。 

目标 3：掌握商品分类管理，商品品牌管理，商品采购，定价和促销组合。 

目标 4：掌握店面管理，商店布局、设计及视觉管理，顾客服务。 

二、课程内容 

（一）零售世界 （10课时） 

1.1零售的功能，零售业的机遇，零售业态的发展过程。 （2课时） 

1.2零售商的特点，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仓储会员店，

购物中心等零售业态。 （4课时） 

1.3与顾客互动的零售渠道，多渠道零售的发展，顾客的购买行为分析，

零售的财务、人力资源和客户关系管理。 （4课时） 

（二）零售战略 （12课时） 

2.1零售竞争战略的优势，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

战略及目标聚集战略。 （4课时） 

2.2商圈分析、零售店址类型，位置选择，零售选址方法，网络零售，零

售信息化。 （6课时） 

2.3 零售组织设计的内容、要求、程序、组织结构类型。 （2课时） 

（三）零售业的营销组合战略 （12课时） 

3.1商品分类管理过程，结构优化。 （3课时） 

3.2品牌选择战略，全国性品牌采购，自有品牌采购，采购过程中的支持

服务，战略伙伴关系。 （3课时） 

3.3采购流程、采购制度与人员管理、商品采购决策。 （2课时） 

3.4 零售定价，零售物流，零售促销组合 （4课时） 

（四）店面管理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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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店面管理的责任，招募并甄选商店员工，商店员工的社会化和培训，

激励及管理。 （1课时） 

4．2商场设计、空间管理、视觉销售，氛围，网站设计。 （4课时） 

4.3 通过顾客服务建立战略优势，顾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零售服务设计，

服务质量改进。（3课时） 

（五）零售管理店址选择和顾客服务的心得体验 

 （4课时）（学生自学自我制作为主） 

5.1零售管理店址选择或者店面布局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并演示。 

 （2课时） 

5.2 零售顾客服务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 并演示 （2课时） 

（六）机动（放假，复习，考试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零售学》（第四版），肖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零售管理》（第六版），【美】迈克尔·利伟，巴顿·韦茨主编，俞

利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2 

2.《零售管理》，贺爱忠，聂元昆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3.《零售管理》（第 11 版），伯曼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4.《零售管理》，魏中龙等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参与、课堂演示小组及考勤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零售管理战略，

零售的营销组合策略，店面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红梅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D8%B0%AE%D6%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F4%D4%AA%C0%A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1013610.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伯曼&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1323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魏中龙&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6%F3%D2%B5%B9%DC%C0%E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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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零售业

态类型，多渠道零售，

顾客购买行为 

目标 2：掌握零售市

场战略，零售店址

选择，零售的最新

动态与发展，网络

零售与零售信息化 

目标 3：掌握商品分

类管理，商品品牌

管理，商品采购，

定价和促销组合 

目标 4: 掌握店

面管理，商店布

局、设计及视觉

管理，顾客服务 

1.1 零售的功能，零售业的机遇，

零售业态的发展过程。 
√    

1.2 零售商的特点，百货商店、

超级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仓储

会员店，购物中心等零售业态。 

√ √   

1.3 与顾客互动的零售渠道，多

渠道零售的发展，顾客的购买行

为分析，零售的财务、人力资源

和客户关系管理 

√    

2.1 零售竞争战略的优势，建立

可持续竞争优势，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及目标聚集战略。 

 √  √ 

2.2 商圈分析、零售店址类型，

位置选择，零售选址方法，网络

零售，零售信息化。 

 √  √ 

2.3零售组织设计的内容、要求、

程序、组织结构类型。 
√ √   

3.1 商品分类管理过程，结构优

化 
 √ √  

3.2 品牌选择战略，全国性品牌

采购，自有品牌采购，采购过程

中的支持服务，战略伙伴关系 

  √  

3.3 采购流程、采购制度与人员

管理、商品采购决策 
  √  

3.4 零售定价，零售物流，零售

促销组合 
  √  

4.1 店面管理的责任，招募并甄

选商店员工，商店员工的社会化

和培训，激励及管理 

   √ 

4.2 商场设计、空间管理、视觉

销售，氛围，网站设计 
   √ 

4.3 通过顾客服务建立战略优

势，顾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零

售服务设计，服务质量改进 

   √ 

5.1 零售管理店址选择或者店面

布局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

并演示。 

√ √ √ √ 

5.2 零售顾客服务的具体实例分

析，制作 PPT并演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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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61A1         英文名称：Retail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商科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促销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零售业态类型，多渠道零售，顾客购买行为。 

目标 2：掌握零售市场战略，零售店址选择，零售的最新动态与发展，网

络零售与零售信息化。 

目标 3：掌握商品分类管理，商品品牌管理，商品采购，定价和促销组合。 

目标 4：掌握店面管理，商店布局、设计及视觉管理，顾客服务。 

二、课程内容 

（一）零售世界 （10课时） 

1.1零售的功能，零售业的机遇，零售业态的发展过程。 （2课时） 

1.2零售商的特点，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仓储会员店，

购物中心等零售业态。 （4课时） 

1.3与顾客互动的零售渠道，多渠道零售的发展，顾客的购买行为分析，

零售的财务、人力资源和客户关系管理。 （4课时） 

（二）零售战略 （12课时） 

2.1零售竞争战略的优势，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

战略及目标聚集战略。 （4课时） 

2.2商圈分析、零售店址类型，位置选择，零售选址方法，网络零售，零

售信息化。 （6课时） 

2.3 零售组织设计的内容、要求、程序、组织结构类型。 （2课时） 

（三）零售业的营销组合战略 （12课时） 

3.1商品分类管理过程，结构优化。 （3课时） 

3.2品牌选择战略，全国性品牌采购，自有品牌采购，采购过程中的支持

服务，战略伙伴关系。 （3课时） 

3.3采购流程、采购制度与人员管理、商品采购决策。 （2课时） 

3.4 零售定价，零售物流，零售促销组合 （4课时） 

（四）店面管理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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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店面管理的责任，招募并甄选商店员工，商店员工的社会化和培训，

激励及管理。 （1课时） 

4．2商场设计、空间管理、视觉销售，氛围，网站设计。 （4课时） 

4.3 通过顾客服务建立战略优势，顾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零售服务设计，

服务质量改进。 （3课时） 

（五）零售管理店址选择和顾客服务的心得体验 

 （4课时）（学生自学自我制作为主） 

5.1零售管理店址选择或者店面布局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并演示。 

 （2课时） 

5.2 零售顾客服务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 并演示 （2课时） 

（六）机动（放假，复习，考试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零售学》（第四版），肖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零售管理》（第六版），【美】迈克尔·利伟，巴顿·韦茨主编，俞

利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2 

2. 《零售管理》，贺爱忠，聂元昆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3. 《零售管理》（第 11 版），伯曼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4. 《零售管理》，魏中龙等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60%，主要包括：课堂参与、课堂演示、考勤、平时测验

等。 

期末考核占比 60-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零售管理战略，

零售的营销组合策略，店面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红梅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D8%B0%AE%D6%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F4%D4%AA%C0%A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1013610.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伯曼&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1323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魏中龙&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6%F3%D2%B5%B9%DC%C0%E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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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零售业

态类型，多渠道零售，

顾客购买行为 

目标 2：掌握零售市

场战略，零售店址

选择，零售的最新

动态与发展，网络

零售与零售信息化 

目标 3：掌握商品分

类管理，商品品牌

管理，商品采购，

定价和促销组合 

目标 4: 掌握店

面管理，商店布

局、设计及视觉

管理，顾客服务 

1.1 零售的功能，零售业的机遇，

零售业态的发展过程。 
√    

1.2 零售商的特点，百货商店、

超级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仓储

会员店，购物中心等零售业态。 

√ √   

1.3 与顾客互动的零售渠道，多

渠道零售的发展，顾客的购买行

为分析，零售的财务、人力资源

和客户关系管理 

√    

2.1 零售竞争战略的优势，建立

可持续竞争优势，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及目标聚集战略。 

 √  √ 

2.2 商圈分析、零售店址类型，

位置选择，零售选址方法，网络

零售，零售信息化。 

 √  √ 

2.3零售组织设计的内容、要求、

程序、组织结构类型。 
√ √   

3.1 商品分类管理过程，结构优

化 
 √ √  

3.2 品牌选择战略，全国性品牌

采购，自有品牌采购，采购过程

中的支持服务，战略伙伴关系 

  √  

3.3 采购流程、采购制度与人员

管理、商品采购决策 
  √  

3.4 零售定价，零售物流，零售

促销组合 
  √  

4.1 店面管理的责任，招募并甄

选商店员工，商店员工的社会化

和培训，激励及管理 

   √ 

4.2 商场设计、空间管理、视觉

销售，氛围，网站设计 
   √ 

4.3 通过顾客服务建立战略优

势，顾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零

售服务设计，服务质量改进 

   √ 

5.1 零售管理店址选择或者店面

布局的具体实例分析，制作 PPT

并演示。 

√ √ √ √ 

5.2 零售顾客服务的具体实例分

析，制作 PPT并演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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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与税务会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5A1      英文名称：Taxation Accounting and Tax Plann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税法、财务会计学、基础会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纳税筹划、税务会计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流转税税务会计的基本核算，掌握流转税税收筹划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做法，能够对企业的流转税进行简单的筹划。 

目标 3：掌握所得税税务会计的基本核算，掌握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做法，能够对企业和个人的企业所得税进行简单筹划。 

目标 4：掌握小税种税务会计的基本核算，掌握小税种税收筹划的基本原

理和做法，能够对企业的小税种进行简单筹划。 

目标 5：掌握各税种纳税申报的基本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纳税筹划与税务会计基本原理模块 （2课时） 

1.1税务会计的基本认知 

1.2纳税筹划的基本认知 

（二）流转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2.2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2.3消费税的会计核算 

2.4消费税的纳税筹划 

2.5关税的会计核算 

2.6关税的纳税筹划 

（三）所得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3.2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3.3个人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3.4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四）小税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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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城市建设维护建设税法、烟叶税法、教育费附加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筹

划 

4.2资源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筹划 

4.3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筹划 

4.4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印花税法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筹划 

（五）纳税申报的基本操作 （4课时） 

5.1流转税的纳税申报 

5.2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5.3小税种的纳税申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第 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8.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税收筹划》（第 6版），计金标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8 

2. 《税务会计》，梁伟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平时测验(10%)及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税收的税务会

计与纳税筹划  

五、附件 

 

制定人：  刘立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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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纳

税筹划、税务会

计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流

转税税务会计

的基本核算，

掌握流转税税

收筹划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做

法，能够对企

业的流转税进

行简单的筹划 

目标 3：掌握所

得税税务会计

的基本核算，

掌握所得税税

收筹划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做

法，能够对企

业和个人的企

业所得税进行

简单筹划 

目标 4:掌握

小税种税务

会计的基本

核算，掌握小

税种税收筹

划的基本原

理和做法，能

够对企业的

小税种进行

简单筹划 

目标 5掌握

各税种的纳

税申报基本

流程： 

1.1税务会计的基本认知 √     

1.2纳税筹划的基本认知 √     

2.1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    

2.2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    

2.3消费税的会计核算  √    

2.4消费税的纳税筹划  √    

2.5关税的会计核算  √    

2.6关税的纳税筹划  √  √  

3.1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   

3.2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   

3.3个人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   

3.4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   

4.1 城市建设维护建设税法、烟叶

税法、教育费附加的会计核算及税

收筹划 

   √  

4.2 资源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的会

计核算及税收筹划 
   √  

4.3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

税、耕地占用税的会计核算及税收

筹划 

   √  

4.4 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印

花税法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筹划 
   √  

5.1流转税的纳税申报     √ 

5.2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 

5.3小税种的纳税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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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20P1                 英文名称：Energy securit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学概论、能源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企业管理、能源管理与运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能源安全与能源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了解与之相关的政治、

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环境等内容。 

目标 2：掌握能源安全的内涵。 

目标 3：了解世界能源局势、世界能源贸易及运输、国际能源市场、能源

储备与能源基地建设、能源革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等。 

目标 4：能够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对如何提高我国能源安

全有自己的见解。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能源安全研究的发展背景。 （3学时） 

1.2能源安全的内涵。 （2学时） 

（二）中国所处的境况与挑战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世界能源资源潜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及全球能源生产格局的变化。 

 （2课时） 

2.2气候谈判与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存在及经济安全风险问题 （2课时） 

（三）世界能源局势和中国国内能源生产现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能源资源及世界能源生产、消费及贸易形势。 （3课时） 

3.2中国能源生产现状。 （2课时） 

（四）世界能源贸易及能源运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4.1世界能源贸易。 （3课时） 

4．2世界能源运输。 （2课时） 

（五）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价格博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机动） 

5.1国际石油市场及其价格博弈。 （2学时） 

5.2国际天然气市场及价格博弈。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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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国际煤炭市场与煤炭价格博弈。 （1学时） 

5.4中国需积极应对能源市场与价格风险。 （1学时） 

（六）能源储备与能源基地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6.1能源储备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 （1课时） 

6.2国外能源储备与能源基地建设现状与特点 （1课时） 

6.3中国能源储备与储备基地建设现状 （2课时） 

6.4中国能源储备和储备基地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1课时） 

（七）中国的节能制度、政策及日本的节能经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7.1中国的节能政策体系 （1课时） 

7.2日本的节能制度政策体系及启示 （1课时） 

7.3中国节能事业的发展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中国的能源安全》，黄晓勇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 

(二)参考教材 

1. 《中国能源安全：现状与战略选择》，樊纲、马蔚华主编，中国经济出

版社，2012.08 

2. 《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第 3 卷）》，阿兰•V•尼斯、詹姆斯•L

•斯威尼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04 

3. 《能源安全》，倪健民、郭云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5%）、考勤(10%)及作业(15%)。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安全的内涵；

世界能源局势、世界能源贸易、国际能源市场、能源储备与能源基地建设、能

源革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等。 

五、附件 

 

制定人：陈小毅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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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能源安

全与能源经济之间的

紧密联系，了解与之

相关的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资源环境

等内容 

目标 2：掌握能源安

全的内涵 

目标 3：了解世界能

源局势、世界能源

贸易及运输、国际

能源市场、能源储

备与能源基地建

设、能源革命与可

再生能源发展等 

目标 4:能够对中

国能源安全问题

有一定的认识，

对如何提高我国

能源安全有自己

的见解。 

1.1能源安全研究的发展背景。 √    

1.2能源安全的内涵。  √   

2.1 世界能源资源潜力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及全球能源生产格局

的变化。 

√  √ √ 

2.2 气候谈判与环境保护压力持

续存在及经济安全风险问题。 
√  √ √ 

3.1 能源资源及世界能源生产、

消费及贸易形势。 
√  √ √ 

3.2中国能源生产现状。    √ 

4.1世界能源贸易。 √  √ √ 

4.2世界能源运输。 √  √ √ 

5.1国际石油市场及其价格博弈   √ √ 

5.2国际天然气市场及价格博弈   √ √ 

5.3 国际煤炭市场与煤炭价格博

弈 
  √ √ 

5.4 中国需积极应对能源市场与

价格风险 
   √ 

6.1 能源储备的必要性和发展趋

势 
   √ 

6.2 国外能源储备与能源基地建

设现状与特点 
  √ √ 

6.3 中国能源储备与储备基地建

设现状 
   √ 

6.4 中国能源储备和储备基地建

设的措施与建议 
   √ 

7.1中国的节能政策体系    √ 

7.2 日本的节能制度政策体系及

启示 
  √  

7.3中国节能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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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业融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8P1               英文名称：Energy Industry Financ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院系：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金融学概论 

后续课程：能源技术经济学 

 

一、课程学习目标 

目标 1：掌握融资的概念、方式，价值评估的基本方式；掌握国内外能源

企业的长期融资工具、方法及其特点。 

目标 2：掌握股票发行、国内上市与国外上市的流程、定价方法，掌握债

券发行的特点与流程。 

目标 3：掌握能源企业收购兼并的方法、时机选择与影响因素；掌握杠杆

收购、管理层收购的适用范围、条件与风险等。 

目标 4：掌握收购兼并中的支付手段与融资、再融资；掌握资本运营中的

公司控制权、代理权及公司治理方式；掌握反收购的原因与措施。 

二、课程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绪论（2 课时） 

1.1 融资的基本概念 （0. 5 课时） 

1.2 资本运作的本质 （0. 5 课时） 

1.3 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 （0. 5 课时） 

1.4 融资的方式 （0. 5 课时） 

（二）企业长期融资 （2 课时） 

2.1 股票 （0. 5 课时） 

2.2 普通债券 （0. 2 课时） 

2.3 可转换债券 （0. 3 课时） 

2.4 融资租赁 （0. 5 课时） 

2.5 项目融资 （0. 5 课时） 

（三）股票发行与国内上市 （2 课时） 

 3.1 股票初次发行  （0. 5 课时） 

3.2 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的作用 （0. 2 课时） 

3.3 国内 A 股上市 （0. 5 课时） 

3.4 新股定价 （0. 3 课时） 



 

78 

3.5 上市公司股票再融资发行 （0. 5 课时） 

（四）境外上市与债券发行 （2 课时） 

4.1 境外上市  （0. 5 课时） 

4.2 上市地的选择 （0. 5 课时） 

4.3 债券发行 （1 课时） 

（五）收购兼并 （5 课时） 

5.1 并购的基本概念 （0. 5 课时） 

5.2 并购的基本类型 （0. 5 课时） 

5.3 并购与重组的动机 （0. 5 课时） 

5.4 西方并购的历史 （0. 5 课时） 

5.5 现代经济中促进并购的主要因素 （0. 5 课时） 

5.6 战略收购 （0. 5 课时） 

5.7 案例分析 （2 课时） 

（六） 杠杆收购与管理层收购 （3 课时） 

6.1 杠杆收购的基本概念与发展背景 （0. 5 课时） 

6.2 杠杆收购的操作 （0. 5 课时） 

6.3  杠杆收购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0.5 课时） 

6.4  杠杆收购的效应 （0.5 课时） 

6.5  杠杆收购的风险 （0. 5 课时） 

6.6  管理层收购与员工持股计划 （0. 5 课时） 

（七）收购兼并：支付与融资 （2 课时） 

7.1  并购的支付手段 （0. 5 课时） 

7.2  如何选择合适的支付手段 （0. 5 课时） 

7.3  并购融资 （0. 5 课时） 

7.4 并购再融资 （0. 5 课时） 

（八）资本运营中的公司控制 （2 课时） 

8.1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0. 5 课时） 

8.2 控制权市场与公司治理 （1 课时） 

8.3 代理权之争 （0. 5 课时） 

（九）收购兼并：反收购的原因与措施 （4 课时） 

9.1 进行反收购的原因 （0. 5 课时） 

9.2  目标公司成为收购对象的可能原因 （0. 5 课时） 

9.3 反收购措施 （1 课时） 

9.4 案例分析 （2 课时） 

（十）小组作业汇报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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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综合复习与考试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融资、并购与公司控制》，周春生 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并购的艺术:融资与再融资》 ，亚历山德拉·里德·拉杰科斯(Alexandra 

Reed-Lajoux)、J·弗雷德·威斯顿(J. Fred Weston)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7

月 

《公司兼并与收购教程》，肖微，邵春阳，张旗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4 中国证监会网站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考勤作业（10%）及案

例讨论（3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长期融资、

股票发行与国内上市、境外上市与债券发行、杠杆收购的效应与风险、管理层

收购、并购的支付手段与选择、控制权市场与公司治理、反收购的原因与措施

等。 

五、附件 

 

制定人：王宇露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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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融资

的概念、方式，价

值评估的基本方

式；掌握国内外能

源企业的长期融资

工具、方法及其特

点 

目标 2：掌握股票

发行、国内上市

与国外上市的流

程、定价方法，

掌握债券发行的

特点与流程。 

目标 3：掌握能源

企业收购兼并的

方法、时机选择

与影响因素；掌

握杠杆收购、管

理层收购的适用

范围、条件与风

险等 

目标 4:掌握收

购兼并中的支

付手段与融资、

再融资；掌握资

本运营中的公

司控制权、代理

权及公司治理

方式；掌握反收

购的原因与措

施。 

1.1融资的基本概念 √    

1.2资本运作的本质 √    

1.3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 √    

1.4 融资的方式 √    

2.1股票 √    

2.2 普通债券 √    

2.3可转换债券 √    

2.4融资租赁 √    

2.5 项目融资 √    

3.1股票初次发行  √   

3.2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的作用  √   

3.3国内 A股上市  √   

3.4 新股定价  √   

3.5上市公司股票再融资发行  √   

4.1境外上市  √   

4.2上市地的选择     

4.3 债券发行     

5.1 并购的基本概念   √  

5.2 并购的基本类型   √  

5.3并购与重组的动机   √  

5.4西方并购的历史   √  

5.5现代经济中促进并购的主要因素   √  

5.6战略收购   √  

5.7案例分析   √  

6.1 杠杆收购的基本概念与发展背景   √  

6.2杠杆收购的操作   √  

6.3  杠杆收购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  

6.4  杠杆收购的效应   √  

6.5  杠杆收购的风险   √  

6.6  管理层收购与员工持股计划   √  

7.1  并购的支付手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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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何选择合适的支付手段   √ √ 

7.3  并购融资   √ √ 

7.4 并购再融资   √ √ 

8.1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8.2 控制权市场与公司治理   √ √ 

8.3 代理权之争   √ √ 

9.1 进行反收购的原因   √ √ 

9.2  目标公司成为收购对象的可能原因   √ √ 

9.3反收购措施   √ √ 

9.4案例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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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1P1        英文名称：Energy Law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法、能源学概论 

后续课程：环境能源交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我国能源立法的基本思路，核心规则 

目标 2：掌握我国新能源政策的主要提法方向 

目标 3：掌握我国电力、煤炭、石油的开采、价格制度，石油的存储运输

规则 

目标 4：了解我国能源政策的主要思想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法总论 （5课时）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2课时）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1.5课时）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1课时） 

1.4石油开采条例 （0.5课时） 

（二）能源政策 （4课时） 

2.1十二五能源规划纲要 （1课时） 

2.2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 （1课时） 

2.3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2课时） 

（三）节能减排与新能源 （6课时）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课时）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1.5课时） 

3.3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 （2.5课时） 

（四）电力法规 （8课时） 

4.1电力体制改革 （2课时） 

4.2 电力供应 （4课时） 

4.3 电力价格 （2课时） 

（五）煤炭法规 （4课时） 

5.1促进煤炭工业发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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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煤炭管理生产许可 （1课时） 

5.3煤炭经营管理 （1课时） 

（六）油气资源法规 （3课时） 

6.1中石油、中石化的建立 （0.5课时） 

6.2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管理 （1.5课时） 

6.3油气价格 （0.5课时） 

6.4油气存储与输送 （0.5课时） 

期末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能源法》，肖国兴编，法律出版社，2007 

2、国家能源局法律法规政策汇编：http://www.nea.gov.cn/nyflfg/index.ht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及案例分析（25%）、考勤成绩（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十二五能源规划

纲要、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电力供应、电力价格、煤炭

管理生产许可、煤炭经营管理、中石油、中石化的建立、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管

理、油气价格等。 

 

五、附件 

制定人：宋怡欣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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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我

国能源立法的

基本思路，核

心规则 

目标 2：掌握我

国新能源政策的

主要立法思想方

向 

目标 3：掌握我国电力、

煤炭、石油的开采、价

格制度，石油的存储运

输规则 

目标 4：了解

我国能源政

策的主要思

想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    

1.4石油开采条例 √    

2.1十二五能源规划纲要    √ 

2.2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    √ 

2.3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   

3.3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  √   

4.1电力体制改革   √  

4.2 电力供应   √  

4.3 电力价格   √  

5.1促进煤炭工业发展   √  

5.2 煤炭管理生产许可   √  

5.3煤炭经营管理   √  

6.1中石油、中石化的建立   √  

6.2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管理   √  

6.3油气价格   √  

6.4油气存储与输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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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程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9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ergy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学概论、能源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技术经济学、国际能源合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规能源、能量储存技术、工业企业自备电厂及其蒸汽管道

系统、联合发电工程、火电厂投资评估和能源工程的环境评估。 

目标 2：掌握能源项目环境评价的依据、环保状况及评价方法，理解环境

空气中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了解工程项目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及评价方法

等。 

目标 3：掌握基本热力循环的热经济型及不可逆过程的做功损失，了解汽

轮发电机、锅炉设备的热经济指标，了解管道效率及发电场的技术经济比较。 

目标 4：掌握清洁能源政策类型和特点，了解清洁能源的决策步骤和分析

方法，了解各类政策在清洁能源行动中的应用，了解政策实施效果和评价。 

二、课程内容 

（一）常规能源和中国的能源工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 煤的成分和煤质指标，煤的分类以及中国的煤炭资源。 （1课时） 

1.2 燃料油和燃料气，能源利用设备以及中国能源发展状况。 （1课时） 

（二）能源工程环境评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能源项目环境评价的依据以及评价方法简介。 （2课时） 

2.2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及评价和环境评价案例。 （2课时） 

（三）能量储存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电力储能，热力储能。 （2课时） 

3.2 能量储存系统及储能技术发展。 （2课时） 

（四）联合发电工程及其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基本热力循环的热经济性，典型不可逆过程的做功损失。 （2课时） 

4.2 凝汽式热电厂的热经济指标以及发电厂的技术经济比较。 （2课时） 

（五）工业企业自备电厂及其蒸汽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工业企业的供汽参数，过程耗汽。 （2课时） 

5.2 动力机械的驱动方式，蒸汽平衡和平衡追踪。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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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火电厂投资、评估和使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6.1火电厂投资评估。 （2课时） 

6.2火电厂使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七）洁净煤技术及煤的清洁燃料生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洁净煤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7.2 煤的清洁燃料生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八）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8.1理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含义和分类。 (1课时） 

8.2理解太阳能的含义及其利用，理解生物质能及其利用。 (1课时） 

8.3了解地热资源分类及地热能源开发利用，了解海洋能及其发电技术等。

 (1课时） 

（九）清洁能源促进政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掌握清洁能源政策类型和特点，了解清洁能源的决策步骤和分析方法。

 (1课时） 

9.2了解各类政策在清洁能源行动中的应用，了解政策实施效果和评价。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工程概论》，刘柏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新能源概论(第 2 版)》，王革华，艾德生，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2、《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概论》，梦祥、金滔、周劲松，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9 年 

3、《能源与动力工程概论》，田瑞、闫素英，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PPT 制作和演讲(4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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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规能

源、能量储存技术、

工业企业自备电厂及

其蒸汽管道系统、联

合发电工程、火电厂

投资评估和能源工程

的环境评估。 

目标 2：掌握能源项

目环境评价的依

据、环保状况及评

价方法，理解环境

空气中各种污染物

排放总量分析，了

解工程项目对区域

环境的影响及评价

方法等。 

目标 3：掌握基本热

力循环的热经济型

及不可逆过程的做

功损失，了解汽轮

发电机、锅炉设备

的热经济指标，了

解管道效率及发电

场的技术经济比

较。 

目标 4:掌握清洁

能源政策类型和

特点，了解清洁

能源的决策步骤

和分析方法，了

解各类政策在清

洁能源行动中的

应用，了解政策

实施效果和评

价。 

1.1 煤的成分和煤质指标，煤的

分类以及中国的煤炭资源。 
√  √  

1.2 燃料油和燃料气，能源利用

设备以及中国能源发展状况。 
√  √  

2.1 能源项目环境评价的依据

以及评价方法简介。 
√    

2.2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及评价

和环境评价案例。 
√    

3.1 电力储能，热力储能。 √ √   

3.2 能量储存系统及储能技术

发展。 
√   √ 

4.1 基本热力循环的热经济性，

典型不可逆过程的做功损失。 
 √  √ 

4.2 凝汽式热电厂的热经济指

标以及发电厂的技术经济比较。 
 √  √ 

5.1 工业企业的供汽参数，过程

耗汽。 
√ √   

5.2 动力机械的驱动方式，蒸汽

平衡和平衡追踪。 
√ √   

6.1  火电厂投资评估。  √   

6.2  火电厂使用的基本要求和

基本内容。 
 √   

7.1 洁净煤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

本内容。 
 √ √  

7.2 煤的清洁燃料生产的基本要

求和基本内容。 
 √ √  

8.1 理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含义和分类。 
 √  √ 

8.2理解太阳能的含义及其利用，

理解生物质能及其利用。 
 √  √ 

8.3 了解地热资源分类及地热能

源开发利用，了解海洋能及其发

电技术等。 

 √  √ 

9.1 掌握清洁能源政策类型和特

点，了解清洁能源的决策步骤和

分析方法。 

  √ √ 

9.2 了解各类政策在清洁能源行

动中的应用，了解政策实施效果

和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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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与运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6A1           英文名称：Energ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能源管理体系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掌握能源管理体系相关知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理解要点。 

目标 3：掌握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节能法律法规及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管理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能源管理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3课时） 

1.2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的作用 (3课时） 

（二）能源需求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能源审计简介 (2课时） 

2.2 合同能源管理简介 (2课时） 

2.3  能源需求侧管理简介 (1课时） 

2.4  常用节能技术简介 (1课时） 

（三）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标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能源管理体系术语 (2课时） 

3.2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的总体结构 (1课时） 

3.3 标准要求的理解要点 (1课时） 

3.4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与兼容 (2课时） 

（四） 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能源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的基本过程 (1课时） 

4.2  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的准备与策划 (1课时） 

4.3  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 (1课时） 

4.4  能源管理体系的试运行 (2课时） 

4.5  能源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1课时） 

4.6  能源管理体系的管理评审 (1课时） 

4.7  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与改进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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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节能法律法规及标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节能法律法规常识 (3课时） 

5.2  节能法律法规体系及标准分类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管理体系的理解与运作》, 凯达国际标准认证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电

力出版社,2010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周湘梅，刘立波，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考勤(10%)、作业(10%) 、

案例分析(3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主要包括：能源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标准、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节能法律法规及标准等

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苏林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http://www.baike.com/sowiki/%E4%B8%AD%E5%9B%BD%E7%94%B5%E5%8A%9B%E5%87%BA%E7%89%88%E7%A4%BE?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4%B8%AD%E5%9B%BD%E7%94%B5%E5%8A%9B%E5%87%BA%E7%89%88%E7%A4%BE?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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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能源

管理体系产生的背

景及发展趋势。 

目标 2：能源管理体系

相关知识、能源管理体

系认证标准理解要点。 

目标 3：能源管理体系

的建立与实施、节能法

律法规及标准。 

1.1 能源管理体系的产生与发展   √ 

1.2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的作用   √ 

2.1  能源审计简介   √ 

2.2 合同能源管理简介 √  √ 

2.3  能源需求侧管理简介  √  

2.4  常用节能技术简介    

3.1  能源管理体系术语 √ √ √ 

3.2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的总体结构 √  √ 

3.3 标准要求的理解要点 √  √ 

3.4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与兼容 √   

4.1  能源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的基本过程    

4.2  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的准备与策划 √  √ 

4.3  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    

4.4  能源管理体系的试运行  √  

4.5  能源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  

4.6  能源管理体系的管理评审 √  √ 

4.7  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与改进  √ √ 

5.1  节能法律法规常识   √ 

5.2  节能法律法规体系及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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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规划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7A1    英文名称：Theory and Method in Energy Plann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线性规划、运筹学 

后续课程：学科前沿理论讲座、能源安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运用各种预测方法，计算出与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相适应的能源需

求量。 

目标 2：合理规划能源开发生产建设。 

目标 3：综合分析能源生产供应与需求预测相适应的各种规划方案。 

目标 4：经过分析比较将有关限制因素反馈给宏观国民经济发展方案进行

平衡，经过多次循环，得到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匹配的、经济效益最佳的

能源规划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供需现状调查分析 (4课时） 

1.1能源供给现状分析。 (2课时） 

1.2能源需求现状分析。 (2课时） 

（二）能源需求预测 (6课时） 

2.1需求量预测。 (3课时） 

2.2需求结构预测。 (3课时） 

（三）能源供应方案选择 (6课时） 

3.1能源供应方案的设计。 (2课时） 

3.2能源供应方案的评价。 (2课时） 

3.3能源供应方案的优化。 (2课时） 

（四）能源规划方案检验与决策 (4课时） 

4.1能源规划方案检验。 (2课时） 

4．2能源规划方案决策。 (2课时） 

（五）能源规划方法 (6课时） 

5.1传统的规划方法。 (2课时） 

5.2数学规划模型。 (2课时） 

5.3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运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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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分析 （6课时机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规划理论与方法》，吴次芳、潘文灿等，科学出版社，2016.07 

(二)参考教材 

1. 《规划研究方法手册》，席尔瓦等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08 

2. 《循环经济规划方法论》，王军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案例分析（30%）和考勤(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需求预测；

能源供应方案的设计、评价与优化；方案检验与决策等。 

五、附件 

 

制定人：陈小毅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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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运用各种预

测方法，计算出与经

济社会发展方案相适

应的能源需求量 

目标 2：合

理规划能

源开发生

产建设 

目标 3：综合分

析能源生产供

应与需求预测

相适应的各种

规划方案 

目标 4:经过分析比较将有关

限制因素反馈给宏观国民经

济发展方案进行平衡，经过

多次循环，得到能源与国民

经济发展相互匹配的、经济

效益最佳的能源规划方案 

1.1能源供给现状分析。  √   

1.2能源需求现状分析。 √    

2.1需求量预测。 √    

2.2需求结构预测。 √    

3.1能源供应方案的设计。  √  √ 

3.2能源供应方案的评价  √  √ 

3.3能源供应方案的优化  √  √ 

4.1能源规划方案检验。   √ √ 

4.2能源规划方案决策。   √ √ 

5.1传统的规划方法。   √  

5.2数学规划模型。   √  

5.3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运用。   √  

6案例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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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24P1     英文名称：Energy Technology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 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工程概论、产业经济学 

后续课程：环境能源交易理论与实务、学科前沿理论讲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与技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了解技术

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了解我国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规定。 

目标 2：掌握建设投资估算、建设期利息估算和流动资金估算的方法，掌

握资本金筹措和债务资金筹措的方法，熟悉融资方案设计与优化，熟悉项目总

投资与分年投资计划的编制方法，了解融资主体、资金来源和融资方式。  

目标 3：掌握财务效益和各类费用的估算，包括项目计算期、营业收入和

补贴收入的估算，成本费用的估算，相关税金的估算，利润及利润分配的估算，

借款还本付息的估算。 

目标 4：掌握经济费用和效益的识别以及经济费用效益分析和费用效果分

析方法，了解影子价格。 

二、课程内容 

（一）技术经济学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 技术经济学的含义及主要工作内容及其产生与发展。 (1课时） 

1.2 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与技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1课时） 

1.3 技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课时） 

（二）战略分析方法与预测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2.1 战略分析方法。 (1课时） 

2.2 市场分析技术。 (1课时） 

2.3 市场预测方法。 (1课时） 

（三）资金时间价值与等值计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了解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 (1课时） 

3.2 熟悉现金流量与现金流量图。 (1课时） 

3.3熟练掌握资金等值计算。 (2课时） 

（四）能源项目投资估算与融资方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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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掌握建设投资估算、建设期利息估算和流动资金估算的方法。(1课时） 

4.2熟悉项目总投资与分年投资计划的编制方法，了解融资主体、资金来

源和融资方式。 (1课时） 

4.3 掌握资本金筹措和债务资金筹措的方法，熟悉融资方案设计与优化。

（1课时） 

（五）财务效益与费用估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5.1 项目计算期、营业收入和补贴收入的估算。 (1课时） 

5.2 成本费用和相关税金的估算。 (1课时） 

5.3 利润及利润分配和借款还本付息的估算。 (1课时） 

（六）财务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6.1 财务分析的价格体系，财务盈利能力的分析。 (1课时） 

6.2 偿债能力和财务生存能力的分析，新建项目的财务分析。 (1课时） 

6.3 改扩建项目财务分析，非经营性项目财务分析。 (1课时） 

(七）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经济费用和效益的识别。 (1课时） 

7.2 影子价格的含义以及计算。 (1课时） 

7.3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费用效果分析。 (1课时） 

7.4 经济分析参数。 (1课时） 

(八）能源项目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8.1 能源项目风险风险和平衡点分析。 (1课时） 

8.2 能源项目风险敏感性分析。 (1课时） 

8.3 能源项目不确定性概率分析。 (1课时） 

(九）建设能源项目其他相关评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9.1 建设能源项目项目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评价。 (1课时） 

9.2 项目安全预评价和项目节能评价。 (1课时） 

9.3 建设能源项目项目后评价。 (1课时） 

(十）能源项目群决策的比选方法与实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0.1了解多个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各类能源项目群决策的比选方法。

 (1课时） 

10.2掌握互斥型项目的比选、独立项目的比选、混合型项目的比选、项目

群决策的数学模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技术经济学》，王璞，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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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经济学》，徐寿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与产业化研究》，穆献中，刘炳义，石油工

业出版社，2009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PPT 制作和演讲(4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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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技术经济

学的方法体系与技术

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了

解技术经济学的学科

特点，了解我国对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的规定。 

目标 2：掌握建设投

资估算、建设期利

息估算和流动资金

估算的方法，掌握

资本金筹措和债务

资金筹措的方法。 

目标 3：掌握

财务效益和

各类费用的

估算。 

 

目标 4:掌握经济

费用和效益的识

别以及经济费用

效益分析和费用

效果分析方法，

了解影子价格。 

 

1.1 技术经济学的含义及主要工作内

容及其产生与发展。 
√    

1.2 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与技术经

济评价指标体系。 
√    

1.3技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   

2.1 战略分析方法。   √   

2.2 市场分析技术。   √  

2.3 市场预测方法。   √  

3.1了解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 √   √ 

3.2 熟悉现金流量与现金流量图。 √   √ 

3.3熟练掌握资金等值计算。 √   √ 

4.1 掌握建设投资估算、建设期利息

估算和流动资金估算的方法。 
 √  √ 

4.2 熟悉项目总投资与分年投资计划

的编制方法，了解融资主体、资金来

源和融资方式。 

 √   

4.3 掌握资本金筹措和债务资金筹措

的方法，熟悉融资方案设计与优化。 
 √   

5.1 项目计算期、营业收入和补贴收

入的估算。 
  √  

5.2 成本费用和相关税金的估算。   √  

5.3 利润及利润分配和借款还本付息

的估算。 
  √  

6.1 财务分析的价格体系，财务盈利

能力的分析。  
   √ 

6.2 偿债能力和财务生存能力的分

析，新建项目的财务分析。 
 √   

6.3 改扩建项目财务分析，非经营性

项目财务分析。 
 √   

7.1 经济费用和效益的识别。  √  √  

7.2影子价格的含义以及计算。 √  √  

7.3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费用效果分

析。  
√  √  

7.4经济分析参数。 √  √  

8.1 能源项目风险风险和平衡点分

析。 
  √  

8.2 能源项目风险敏感性分析。   √  

8.3 能源项目不确定性概率分析。   √  

9.1 建设能源项目项目环境影响和社

会影响评价。 
   √ 

9.2 项目安全预评价和项目节能评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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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建设能源项目项目后评价。    √ 

10.1了解多个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

掌握各类能源项目群决策的比选方

法。 

√   √ 

10.2掌握互斥型项目的比选、独立项

目的比选、混合型项目的比选、项目

群决策的数学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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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融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4A1         英文名称：Energy Finan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金融学概论 

后续课程：能源期货理论与实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能源金融的概念，掌握中国及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的能源战

略与能源金融的现状；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及与能源金融市场的关系。 

目标 2：掌握中国的石油市场与石油金融的特征；掌握中国的天然气市场

和天然气金融的特征；掌握中国的煤炭市场和煤炭金融的特征；掌握中国的电

力市场和电力金融的特征 

目标 3：掌握环境金融与节能减排的理论与方法；掌握能效管理体系、需

求预测管理和合同能源管理的特征，掌握白色证书交易的概念，熟悉中国能源

效率市场的发展。 

目标 4：掌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融资体系；掌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价格机制；掌握可交易绿色证书机制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金融与能源战略 (3课时） 

1.1 能源战略与能源金融 (2课时） 

1.2 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金融 (1课时） 

（二）石油市场与石油金融 (8课时） 

2.1 石油金融 (4课时） 

2.2 中国的石油市场与石油金融 (2课时） 

2.3案例讨论 (2课时） 

（三）天然气市场与天然气金融 (6课时） 

3.1 天然气市场 (1课时） 

3.2 天然气价格 (1课时） 

3.3 天然气金融 (3课时） 

3.4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和天然气金融 (1课时） 

（四）煤炭市场与煤炭金融 (6课时） 

4.1 煤炭市场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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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煤炭价格 (0.5课时） 

4.3 煤炭金融 (2课时） 

4.4 中国的煤炭市场和煤炭金融 (1课时） 

4.5案例讨论 (2课时） 

（五）电力市场与电力金融 (6课时） 

5.1 电力市场 (0.5课时） 

5.2 电力价格 (0.5课时） 

5.3 电力金融 (4课时） 

5.4 中国的电力市场和电力金融 (1课时） 

（六）环境金融与节能减排 (6课时） 

6.1 环境金融 (2课时） 

6.2 节能减排 (2课时） 

6.3 中国的环境金融与节能减排 (2课时） 

（七）能源效率市场 (6课时） 

7.1 能效管理体系 (1课时） 

7.2 需求预测管理 (1课时） 

7.3 合同能源管理 (1课时） 

7.4 白色证书交易 (1课时） 

7.5 中国能源效率市场的发展 (2课时） 

（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 (5课时） 

8.1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融资体系 (1课时） 

8.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价格机制 (1课时） 

8.3 可交易绿色证书机制 (1课时） 

8.4案例讨论 (2课时） 

（九）综合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金融》，林伯强，黄光晓，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能源与金融危机》，李俊峰，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中国能源金融安全运行预警管理研究》，李凯风，科学出版社，2012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案例讨论（30%）、考勤与课堂表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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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业等(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王宇露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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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金

融的概念，掌握中国

及世界主要能源消费

国的能源战略与能源

金融的现状；掌握国

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及

与能源金融市场的关

系 

目标 2：掌握中国的石

油市场与石油金融的

特征；掌握中国的天

然气市场和天然气金

融的特征；掌握中国

煤炭市场和煤炭金融

的特征；掌握中国电

力市场和电力金融的

特征 

目标 3：掌握环境金

融与节能减排的理

论与方法；掌握能

效管理体系、需求

预测管理和合同能

源管理的特征，掌

握白色证书交易的

概念，熟悉中国能

源效率市场的发展 

目标 4:掌握新

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投融资体

系；掌握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

源价格机制；

掌握可交易绿

色证书机制 

1.1能源战略与能源金融 √    

1.2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金融 √    

2.1石油金融  √   

2.2中国的石油市场与石油金融  √   

2.3案例讨论  √   

3.1天然气市场  √   

3.2天然气价格  √   

3.3天然气金融  √   

3.4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和天然气

金融 
 √   

4.1煤炭市场  √   

4.2煤炭价格  √   

4.3煤炭金融  √   

4.4案例讨论     

5.1电力市场  √   

5.2电力价格  √   

5.3电力金融  √   

5.4中国的电力市场和电力金融  √   

6.1环境金融   √  

6.2节能减排   √  

6.3中国的环境金融与节能减排   √  

7.1能效管理体系   √  

7.2需求预测管理   √  

7.3合同能源管理   √  

7.4白色证书交易   √  

7.5中国能源效率市场的发展   √  

8.1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融资

体系 
   √ 

8.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价格机

制 
   √ 

8.3可交易绿色证书机制    √ 

8.4案例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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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5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ergy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能源市场与价格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能源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如“能源价格与

经济增长”、“能源效率”、“能源安全”等研究主题的前沿综述。 

目标 2：掌握能源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专题，如石油经济学中的“OPEC

行为研究综述”、电力经济学中的。电力市场化改革”研究、“可再生能源政

策研究与实践”和“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政策研究”等。 

目标 3：熟悉如何平衡能源三大基本目标，即支持经济增长，保证环境可

持续性和保障普遍能源消费和能源安全。 

目标 4：了解能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其演化规律。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能源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能源经济学 (1课时） 

1.3能源与经济 (1课时） 

(二）能源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2.1煤及煤炭工业 (1课时） 

2.2石油及石油工业 (1课时） 

2.3天然气及天然气工业 (1课时） 

2.4电及电力工业 (1课时） 

2.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1课时） 

(三）能源需求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3.1概述 (1课时） 

3.2能源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1课时） 

3.3能源需求预测 (1课时） 

(四）能源需求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4.1需求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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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负荷管理 (1课时） 

(五）能源供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 能源供给原理 (1课时） 

5.2能源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1课时） 

(六）能源投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 能源生产 (1课时） 

6.2能源项目投资评价 (1课时） 

(七）能源耗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化石能源耗竭问题 (1课时） 

7.2耗竭资源的开采优化 (1课时） 

(八）能源价格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8.1能源市场的经济学 (1课时） 

8.2能源定价方法 (1课时） 

(九）电力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电力价格及定价 (1课时） 

9.2电力改革 (1课时） 

(十）石油及天然气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0.1石油市场 (3课时） 

10.2天然气市场及定价 (3课时） 

(十一）能源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1天然气市场及定价 (1课时） 

11.2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1课时） 

11.3能源安全与政策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初级能源经济学》林伯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能源经济学》，魏一鸣，科学出版社，2011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考勤(10%)、作业(10%) 、

案例分析(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供给侧改

革，电力改革及定价以及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6%9E%97%E4%BC%AF%E5%BC%BA
http://book.jd.com/publish/%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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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苏林  审核人：  王宇露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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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能源经济

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最

新研究进展，如“能源

价格与经济增长”、“能

源效率”、“能源安全”

等研究主题的前沿综

述 

目标 2：掌握能源产业

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专

题，如石油经济学中

的“OPEC行为研究综

述”、电力经济学中

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研究、“可再生能源

政策研究与实践”和

“可再生能源价格补

贴政策研究”等 

目标 3：熟悉如何

平衡能源三大基本

目标，即支持经济

增长，保证环境可

持续性和保障普遍

能源消费和能源安

全。 

目标 4：了解能源

在开发、利用过

程中的各种经济

现象及其演化规

律. 

1.1能源的基本概念 √    

1.2能源经济学 √    

1.3能源与经济    √ 

2.1煤及煤炭工业 √   √ 

2.2石油及石油工业    √ 

2.3天然气及天然气工业 √    

2.4电及电力工业  √   

2.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3.1概述  √  √ 

3.2能源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  √ 

3.3能源需求预测 √    

4.1需求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    

4.2负荷管理 √  √  

5.1 能源供给原理     

5.2能源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   

6.1 能源生产 √    

6.2能源项目投资评价    √ 

7.1化石能源耗竭问题  √  √ 

7.2耗竭资源的开采优化 √    

8.1能源市场的经济学 √  √  

8.2能源定价方法 √   √ 

9.1电力价格及定价  √  √ 

9.2电力改革 √   √ 

10.1石油市场  √   

10.2天然气市场及定价 √    

11.1天然气市场及定价  √ √  

11.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

策 
 √ √  

11.3能源安全与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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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0A1         英文名称：Energy 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能源学概论 

后续课程：能源安全、能源企业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能源的资源问题及商品问题。 

目标 2：掌握能源市场供求变化及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目标 3：掌握能源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内容、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目标 4：能够运用能源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5课时） 

1.1能源经济学发展的背景。 (1课时） 

1.2能源经济学的发展简史。 (2课时） 

1.3能源经济学研究现状。 (2课时） 

(二）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 (5课时） 

2.1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变化。 (2课时） 

2.2能源需求弹性和能源强度变化。 (3课时） 

(三）能源需求及预测 (7课时） 

3.1能源需求的决定因素。 (3课时） 

3.2能源需求的研究方法。 (4课时） 

(四）能源供给 (8课时） 

4.1能源供给基本概念。 (3课时） 

4．2能源供给的影响因素。 (2课时） 

4.3可耗竭资源的供给模型理论 (3课时） 

(五）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 (6课时） 

5.1国外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 (2课时） 

5.2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 (3课时） 

5.3热点问题讨论 (1课时） 

(六）能源供给的环境和社会成本 (7课时） 

6.1能源使用的外部效应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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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污染的损失计算 (1课时） 

6.3外部性的比较和决策 (1课时） 

(七）能源政策 (5课时） 

7.1能源经济学几个与现阶段政策相关的主要理论 (2课时） 

7.2能源战略和政策原则 (1课时） 

7.3能源价格原则和政策 (1课时） 

7.4能源补贴政策 (1课时） 

(八）案例分析 (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级能源经济学》 (第 2版），林伯强、牟敦果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4.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能源经济学》，黄素逸、龙妍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8 

2. 《能源经济学》，魏一鸣、焦建玲、廖华编著，科学出版社，2016.01 

3. 《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 (第 3 卷）》，阿兰•V•尼斯、詹姆斯•

L•斯威尼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 (15%）、考勤(10%)及作业

(15%)。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的供给、需

求、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能源商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能源供给的环境和社

会成本、能源政策等。 

五、附件 

 

制定人：陈小毅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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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的

资源问题及商品问题 

目标 2：掌握能源市

场供求变化及能源

价格形成机制 

目标 3：掌握能源经

济学的基本概念、

内容、基本理论和

分析方法 

目标 4:能够运用

能源经济学理论

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 

1.1能源经济学发展的背景 √    

1.2能源经济学的发展简史 √    

1.3能源经济学研究现状 √    

2.1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变化 √ √ √  

2.2 能源需求弹性和能源强度变

化 
√ √ √  

3.1能源需求的决定因素 √ √   

3.2能源需求的研究方法 √ √ √  

4.1能源供给基本概念 √ √ √  

4.2能源供给的影响因素 √ √ √  

4.3可耗竭资源的供给模型理论  √ √ √ 

5.1国外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  √  √ 

5.2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  √  √ 

5.3热点问题讨论     

6.1 能源使用的外部效应和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 
  √ √ 

6.2污染的损失计算   √  

6.3外部性的比较和决策   √ √ 

7.1 能源经济学几个与现阶段政

策相关的主要理论 
  √ √ 

7.2能源战略和政策原则   √  

7.3能源价格原则和政策 √ √   

7.4能源补贴政策 √ √   

8案例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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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8A1        英文名称：Energy Economics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能源经济导论、新能源概论、证券投资学、货币

银行学 

后续课程：能源经济学、能源金融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能源贸易的一般流程，熟悉石油贸易、煤炭贸易、新能源贸

易、碳排放贸易的操作方法、工具。 

目标 2：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训练学生的实际操

盘能力，培养既懂经济理论又懂经济实际投资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目标 3：掌握综合运用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分析经济现实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操作指南学习 (4课时） 

1.1软件操作演示。 (2课时） 

1.2学生各种经济角色扮演确立。 (2课时） 

(二）能源贸易实验 (6课时） 

2.1建立贸易关系、报价还价核算、书写报价信还价信。 (2课时） 

2.2合同核算和签定合同、审证改证、报关及投保。 (2课时） 

2.3制单结汇、审单、交易善后。 (2课时） 

(三）能源金融市场投资模拟实验 (6课时） 

3.1原油期货模拟投资。 (2课时） 

3.2煤炭期货模拟投资。 (2课时） 

3.3碳排放权模拟投资。 (2课时） 

(四）能源经济综合实验报告撰写 (4课时） 

4.1 资料查阅和整理收集。 (2课时） 

4.2文档的形成和撰写。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经济实验教学平台 V2.0产品说明书》，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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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仪器设备 

计算机、互联网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考试成绩以及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 (20%）、考勤(10%)。 

2、实验成绩占比 40%，采用上机实验方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贸易

实验、能源金融市场投资模拟实验。 

3、实验报告撰写情况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察学生实验报告撰写的完整程

度、分析深度以及认真程度。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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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贸易

的一般流程，熟悉石油

贸易、煤炭贸易、新能

源贸易、碳排放贸易的

操作方法、工具。 

目标 2：实现理论联系

实际，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训练学生的实

际操盘能力，培养既懂

经济理论又懂经济实际

投资的应用型专业人

才。 

目标 3：掌握综合运用

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分析

经济现实的能力。 

1.1软件操作演示。 √ √ √ 

1.2学生各种经济角色扮演确立。 √ √  

2.1 建立贸易关系、报价还价核算、书写

报价信还价信。 
√ √  

2.2 合同核算和签定合同、审证改证、报

关及投保。 
√ √  

2.3制单结汇、审单、交易善后。 √ √  

3.1原油期货模拟投资。  √ √ 

3.2煤炭期货模拟投资。  √ √ 

3.3碳排放权模拟投资。  √ √ 

4.1 资料查阅和整理收集。 √ √ √ 

4.2文档的形成和撰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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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期货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3B1       英文名称：Energy Futures: Theory and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院系：商学院 能源经济教研室 

先修课程：金融学概论、能源金融学 

后续课程：能源技术经济学 

 

一、课程学习目标 

目标 1：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功能、作用与组织结构；掌握

能源期货交易与期货合约的概念与特征；掌握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品种

与合约。 

目标 2：掌握能源期货交易的基本交易制度与交易流程；掌握熟悉能源期

货市场的运行规律；能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交易模拟实验。 

目标 3：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基本分析常用方法；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

资技术分析的主要理论、分析指标；能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市场投资模

拟实验。 

目标 4：掌握能源期货市场的各种交易策略；能应用各种交易策略进行能

源期货市场交易策略模拟实验；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识别、评估与管理方法。 

二、课程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能源期货市场的基本知识 (5课时） 

1.1了解能源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功能、作用与组织结构。 (1课时） 

1.2熟悉能源期货交易的概念与特征。 (1课时） 

1.3掌握能源期货合约的概念与主要内容。 (1课时） 

1.4掌握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品种。 (1课时） 

1.5掌握中国主要能源期货品种与期货合约。 (1课时） 

(二）能源期货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交易流程 (9课时） 

2.1熟悉中国能源期货市场基本交易制度。 (2课时） 

2.2掌握和应用中国能源期货市场交易流程。 (2课时） 

2.3熟悉国外重要的交易制度。 (1课时） 

2.4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交易模拟实验。 (4课时） 

(三）能源期货市场投资理论与方法 (17课时） 

3.1熟悉能源期货价格的影响因素。 (1课时） 

3.2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基本分析常用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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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技术分析的主要理论。 (2课时） 

3.4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主要技术分析指标及其应用。 (4课时） 

3.5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市场投资模拟实验。 (8课时） 

(四）能源期货市场交易策略分析 (12课时） 

4.1 掌握套期保值交易策略。 (2课时） 

4.2掌握投机交易策略。 (2课时） 

4.3掌握套利交易策略。 (2课时） 

4.4 作业与讨论。 (2课时） 

4.5应用各种交易策略进行能源期货市场交易策略模拟实验。 (4课时） 

(五）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管理 (3课时） 

5.1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识别方法，熟悉各种风险的特征 (1课时） 

5.2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监管制度与机制 (1课时） 

5.3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的评估与监管 (1课时） 

(六）复习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期货市场理论与实务》庞海峰等 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期货交易实务》，曾啸波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07 

2. 《期货市场技术分析》，[美] 约翰·墨菲 著，地震出版社，1994.05 

3. 《日本蜡烛图技术》，[美] 史蒂夫·尼森 著，地震出版社，1998.05 

4. 《战胜华尔街》，彼得·林奇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4 

5. 《以交易为生》，亚历山大·埃尔德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6. 金融界、华尔街等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 (30%）、课堂表现(5%)及考勤

作业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源期货市场

的基本知识、能源期货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交易流程、能源期货市场投资理论与

方法、能源期货市场交易策略、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王宇露；审核人 王宇露；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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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期

货市场的产生、发展、

功能、作用与组织结

构；掌握能源期货交

易与期货合约的概念

与特征；掌握国际能

源期货市场主要期货

品种与合约 

目标 2：掌握能源期

货交易的基本交易

制度与交易流程；

掌握熟悉能源期货

市场的运行规律；

应用所学知识进行

能源期货交易模拟

实验。 

目标 3：掌握能源期

货市场投资基本分

析常用方法；掌握

能源期货市场投资

技术分析的主要理

论、分析指标；应

用所学知识进行能

源期货市场投资模

拟实验 

目标 4:掌握能源

期货市场的各种

交易策略；应用

各种交易策略进

行能源期货市场

交易策略模拟实

验；掌握能源期

货市场风险识

别、评估与管理

方法。 

1.1 了解能源期货市场的产生、

发展、功能、作用与组织结构 
√    

1.2 熟悉能源期货交易的概念与

特征 
√    

1.3 掌握能源期货合约的概念与

主要内容 
√    

1.4 掌握国际能源期货市场主要

期货品种 
√    

1.5 掌握中国主要能源期货品种

与期货合约 
√    

2.1 熟悉中国能源期货市场基本

交易制度 
 √   

2.2 掌握和应用中国能源期货市

场交易流程 
 √   

2.3熟悉国外重要的交易制度  √   

2.4 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

交易模拟实验 
 √   

3.1 熟悉能源期货价格的影响因

素 
  √  

3.2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基本

分析常用方法 
  √  

3.3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技术

分析的主要理论 
  √  

3.4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投资主要

技术分析指标及其应用 
  √  

3.5 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能源期货

市场投资模拟实验 
  √  

4.1 掌握套期保值交易策略    √ 

4.2掌握投机交易策略    √ 

4.3掌握套利交易策略    √ 

4.4 作业与讨论  √ √ √ 

5.1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识别

方法，熟悉各种风险的特征 
  √ √ 

5.2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监管

制度与机制 
  √ √ 

5.3 掌握能源期货市场风险的评

估与监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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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79A1       英文名称：The management of energy enterprise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学概论、能源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技术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能源企业管理的核心理论、基本方法，使学生树立现代能

源企业经营的正确理念，方法观，以指导其管理实践和工作实践。 

目标 2：系统掌握能源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基本方法、基本规律，培

养学生从事管理工作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全面了解能源企业管理的各环节和流程，包括能源企业管理原

理和制度、企业战略、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生产运作、流通过程管理等，

使学生将来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管理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企业简介。 (1课时） 

1.2企业内部的系统结构与组织结构。 (1课时） 

1.3现代企业制度。 (1课时） 

1.4企业管理简介。 (1课时） 

1.5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2课时） 

(二）煤炭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煤炭企业计划管理。 (3课时） 

2.2煤炭企业质量管理。 (2课时） 

2.3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3课时） 

(三）石油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石油企业项目管理。 (3课时） 

3.2石油企业风险管理。 (3课时） 

3.3石油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2课时） 

(四）电力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电力企业管理基础知识 (2课时） 

4.2电力企业组织制度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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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电力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2课时） 

(五）新能源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风电企业管理 (2课时） 

5.2光伏企业管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企业管理》，蔡世刚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煤炭企业管理》，陈梅等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08 

2. 《石油企业经营管理简明读本》，李鹏等编著，中国石化出版社，2012.06 

3.《电力企业管理》，刘秋华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5%）、考勤(10%)及作业(15%)。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管理基础

知识、煤炭企业管理、石油企业管理、电力企业管理和新能源企业管理相关基

础知识。 

五、附件 

 

制定人：陈小毅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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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企业管

理的核心理论、基本方法

及最新科研成果，使学生

树立现代能源企业经营的

正确理念，方法观，以指

导其管理实践和工作实践 

目标 2：系统掌握能源

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

基本方法、基本规律，

培养学生从事管理工作

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全面了解能源

企业管理的各环节和流

程，包括能源企业管理

原理和制度、企业战略、

人力、物力、财力管理、

生产运作、流通过程管

理等，使学生将来能更

快更好地适应工作环

境。 

1.1企业简介 √   

1.2企业内部的系统结构与组织结构 √   

1.3现代企业制度 √   

1.4企业管理简介 √   

1.5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 √ √ 

2.1煤炭企业计划管理  √ √ 

2.2煤炭企业质量管理  √ √ 

2.3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 √ 

3.1石油企业项目管理  √ √ 

3.2石油企业风险管理  √ √ 

3.3石油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 √ √ 

4.1电力企业管理基础知识  √ √ 

4.2电力企业组织制度  √ √ 

4.3电力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 √ √ 

5.1风电企业管理  √ √ 

5.2光伏企业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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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场与价格》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16A1      英文名称：Energy Market and Pri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天然气等能源市场的发展规律与价格变化影响因素。 

目标 2：掌握能源市场与价格的关系，中国能源市场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关

系。 

目标 3：掌握中国电力等能源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价格构成。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能源市场的内涵解析 (1课时） 

1.2能源价格的内涵解析 (1课时） 

 1.3 能源市场与价格的互动关系分析 (1课时） 

(二）能源历史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能源的地质历史介绍 (1课时） 

2.2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简介 (1课时） 

(三）能源完全竞争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煤炭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2课时） 

3.2 能源需求与供给互动关系分析 (2课时） 

3.3 能源完全竞争案例分析 (2课时） 

(四）电力生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电力市场模型构建与运用 (3课时） 

4.2 政府的自然垄断政策的特点解析 (3课时） 

(五）能源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5.1天然气市场结构的演变 (3课时） 

5.2石油市场与价格 (3课时） 

5.3中国电力市场的定价机制 (3课时） 

(六）电动汽车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电动汽车的概念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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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电动汽车的分类 (2课时） 

6.3电动汽车的发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能源市场》，达哈尔主编，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能源市场交易与投资》，戴维斯·爱德华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及考勤(20%)作业(20%) 课

堂互动(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煤炭、石油、

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与价格以及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苏林     审核人： 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http://book.jd.com/writer/%E6%88%B4%E7%BB%B4%E6%96%AF%C2%B7%E7%88%B1%E5%BE%B7%E5%8D%8E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7%94%B5%E5%8A%9B%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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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天然

气等能源市场的

发展规律与价格

变化影响因素 

目标 2：掌握能源市场

与价格的关系，中国能

源市场与全球能源市

场的关系 

目标 3：掌握中国电力

等能源市场的运行规

律以及价格构成 

1.1能源市场的内涵解析  √ √ 

1.2能源价格的内涵解析  √ √ 

 1.3 能源市场与价格的互动关系分析 √ √ √ 

2.1能源的地质历史介绍    

2.2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简介 √ √ √ 

3.1 煤炭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  √ 

3.2 能源需求与供给互动关系分析 √   

3.3 能源完全竞争案例分析   √ 

4.1 电力市场模型构建与运用        √  √ 

4.2 政府的自然垄断政策的特点解析  √  

5.1天然气市场结构的演变    

5.2石油市场与价格    

5.3中国电力市场的定价机制  √  

6.1电动汽车的概念    

6.2电动汽车的分类 √   

6.3电动汽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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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22P1       英文名称：Energy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 

后续课程：节能与运作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能源行业的项目管理特点,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和关键因

素。 

目标 2：熟悉能源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加深

对于能源行业项目管理的理解。 

目标 3：在理解和掌握上述知识基础上，会用其分析、管理实际的能源项

目。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概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能量与能源 (1课时） 

1.2 能源与环境 (1课时） 

1.3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1课时） 

(二）现代管理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管理概述 (2课时） 

2.2现代企业制度 (2课时） 

2.3 企业管理 (2课时） 

(三）项目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项目管理的产生 (2课时） 

3.2项目管理体系的基本流程 (2课时） 

3.3项目管理的建立和实施 (2课时） 

(四）能源建设项目的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能源建设项目概述及流程 (3课时）  

4.2 能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3课时）  

(五） 能源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有关市场的知识 (1课时） 

5.2煤炭市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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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石油市场 (2课时） 

5.4天然气市场 (2课时） 

5.5 电力市场 (1课时） 

(六）案例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6.1新能源汽车工厂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6.2海绵城市能源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管理》，黄素逸，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能源管理体系》，赵旭东，中国质检出版社，201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及考勤(20%)作业(20%) 案

例分析(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管理的概

念、基本流程以及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苏林   审核人：    王宇露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C6%CB%D8%D2%D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5%E7%C1%A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jd.com/writer/%E8%B5%B5%E6%97%AD%E4%B8%9C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8%B4%A8%E6%A3%80%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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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能源

行业的项目管理特

点,掌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流程和关键

因素 

目标 2：熟悉能源项目

管理的基本流程，并结

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加深对于能源行业项目

管理的理解 

目标 3：在理解和掌握

上述知识基础上，会用

其分析、管理实际的能

源项目 

1.1能量与能源     

1.2 能源与环境    √ 

1.3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 √  

2.1 管理概述   √  

2.2现代企业制度  √  √ 

2.3 企业管理   √  

3.1能源管理体系的产生  √ √ 

3.2能源管理体系的构架和内容  √ √ √ 

3.3 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 

4.1能源建设项目概述及流程 √   

4.2 能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 

5.1 有关市场的知识 √  √ 

5.2煤炭市场 √  √ 

5.3 石油市场  √  

5.4天然气市场  √  

5.5 电力市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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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2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er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能源经济学、能源安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与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相关的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目前的能源形势以及全球面临的能源问题 

目标 3：掌握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目标 4：掌握能源未来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5课时） 

1.1能量与能源。 (2课时） 

1.2能源的作用和地位。 (1课时） 

1.3能源与环境。 (1课时） 

1.4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1课时） 

(二）能量的转换与储存 (5课时） 

2.1能量的基本性质。 (2课时） 

2.2能量转换的基本原理 (1课时） 

2.3主要的能量转换过程。 (1课时） 

2.4能量的储存。 (1课时） 

(三）常规能源 (20课时） 

3.1煤炭形成及元素构成，判别煤质指标，煤的分类，我国煤炭的资源禀

赋、生产消费，以及洁净煤技术。 (6课时） 

3.2石油及其制品的资源分布、生产消费，开发、炼制等。 (6课时） 

3.3天然气及其他气体燃料的形成、特性，勘探、开采、净化、应用，以

及煤层气的应用。 (4课时） 

3.4水能资源的分布、开发，水电站的结构、工作原理，小水电在我国的

发展情况。 (4课时） 

(四）新能源 (18课时） 

4.1核能的概念，原子核的结构与性质；核能发电的基础知识，商用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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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工作原理及其安全性；核能发电技术的选择。 (3课时） 

4．2太阳能资源与太阳辐射的概念，我国太阳能资源的现状，太阳能热利

用的类型与基本原理，光伏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 (3课时） 

4.3风能资源的表征，我国风能资源概况；风力发电系统的组成及运行方

式，我国风能发展概况及展望。 (3课时） 

4.4地热能资源概况、特点及其利用。 (2课时） 

4.5生物质能概念，生物质的组成与结构，生物质转化利用技术；生物质

燃烧概念及特点，生物质燃烧的原理及发电技术；生物质气化、热解、液化，

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丁醇及沼气技术。 (3课时） 

4.6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温差能的基本概念及其开发利用；可

燃冰的概念、特点及开采技术现状。 (2课时） 

4.7氢能概念、制取方式、储存方式、利用技术及其安全控制等。(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科学导论》，黄素逸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能源概论》 (第 2 版），黄素逸、高伟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0 

2.《能源概论》，陈砺等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04 

3.《新能源概论》 (第 2 版），王革华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08 

4.《新能源概论》，杨天华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 (10%）、考勤(10%)及作业

(10%)。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对能源的认识、

能量的转换与储存、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的基本知识及应用、新

能源基本知识、资源现状、利用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陈小毅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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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与常规

能源和新能源相关的

基础知识 

目标 2：了解目前的

能源形势以及全球

面临的能源问题 

目标 3：了解能源与

经济之间的密切联

系 

目标 4:了解能源

未来发展趋势 

1.1能量与能源 √    

1.2能源的作用和地位 √ √   

1.3能源与环境 √ √   

1.4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  

2.1能量的基本性质 √    

2.2能量转换的基本原理 √    

2.3主要的能量转换过程 √    

2.4能量的储存 √    

3.1煤炭 √ √ √ √ 

3.2石油及其制品 √ √ √ √ 

3.3天然气及其他气体燃料。 √ √ √ √ 

3.4水能 √   √ 

4.1核能 √   √ 

4.2太阳能 √   √ 

4.3风能 √   √ 

4.4地热能 √   √ 

4.5生物质能 √   √ 

4.6海洋能 √   √ 

4.7氢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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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模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51P1       英文名称：Enterprise Operation Simulation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商科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制作企业的完整运营流程，理解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协

同过程。 

目标 2：掌握市场分析，制定营销策略，进行竞争对手分析。 

目标 3：掌握资金预算，控制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并通过财务

报告，财务分析解读企业经营全局，细化核算支持决策。 

目标 4： 掌握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梳理全局观念及共赢理念，建立基于信

息时代的思维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组织准备工作，企业基本情况和营运规则 (2课时） 

1.1实习总动员、分组、各组通过竞选确定各组管理角色。 (1课时） 

1.2掌握要求基本情况和营运规则。 (1课时） 

(二）初始状态的设定和实验用具 (6课时） 

2.1了解所经营企业的初始状况，掌握各实验用具的使用方法。 (2课时） 

2.2 掌握第一年经验模拟的过程，完成第二年经营并做总结。 (4课时） 

(三）企业 1-6年的独立经营 (10课时） 

3.1企业 1-6年的经营分析，核算等整个过程。 (8课时） 

(四）总结分析 (2课时） 

4.1 回顾与总结，并完成实验报告的撰写。 (1课时） 

4.2 CEO发表经营感言并制作 PPT分析。 (1课时）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数 内容与要求 实验属性 
必

开 

选

开 

1 组织准备工作 1 

实习总动员、分组、各组通

过竞选确定各组管理角色 

要求：各组各角色的确定要

与能力相适应 

综合、设计 √  



 

129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RP沙盘模拟实用教程 (实物+电子） (第 3版）(十二五),何晓岚，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4年 08月 

软件是用友 ERP创业者企业模拟经营系统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模拟经营实验教程(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左两军，张海燕 主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7  

2.ERP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实验 王小燕,林伟君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  

四、课程考核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堂参与、实验室的保持状况及考勤等。 

企业经营模拟过程占 40%，1-6 年的经营及核算情况比较。 

3. 实验报告及演示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潘红梅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2 
企业基本情况和

营运规则 
1 

掌握企业基本情况和营运

规则 
综合、设计 √  

3 
初始状态的设定

和实验用具 
2 

了解所经营企业的初始状

况；掌握各实验用具的使用

方法 

验证 √  

4 
教师带学生模拟

一年经营 
4 

第一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5 学生独立经营 2 
第二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6 学生独立经营 2 
第三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7 学生独立经营 2 
第四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8 学生独立经营 2 
第五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9 学生独立经营 2 
第六年经营完成并做总结

分析 
验证 √  

10 
学生撰写总结报

告 
2 

学生对六年经营情况进行

回顾与总结，并完成实验报

告的撰写。 

设计 √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CF%FE%E1%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A%BD%BF%D5%BA%BD%CC%E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A%BD%BF%D5%BA%BD%CC%E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3521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左两军&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张海燕&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王小燕&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林伟君&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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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制作企

业的完整运营流程，

理解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协同过程 

目标 2： 掌握市场

分析，制定营销策

略，进行竞争对手

分析 

目标 3： 掌握资金

预算，控制融资成

本，提高资金使用

效果；并通过财务

报告，财务分析解

读企业经营全局，

细化核算支持决策 

目标 4:掌握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

梳理全局观念及

共赢理念，建立

基于信息时代的

思维方式 

1.1 实习总动员、分组、各组通

过竞选确定各组管理角色 
√   √ 

1.2 掌握要求基本情况和营运规

则 
√ √  √ 

2.1了解所经营企业的初始状况，

掌握各实验用具的使用方法 
 √  √ 

2.2掌握第一年经验模拟的过程，

完成第二年经营并做总结 
√   √ 

3.1 企业 1-6 年的经营分析，核

算等整个过程 
 √ √  

4.1 回顾与总结，并完成实验报

告的撰写 
  √ √ 

4.2  CEO 发表经营感言并制作

PPT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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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58P1        英文名称：Corporate Strategic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市场调研、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的内涵和企业战略决策的性质，掌握两

种战略思维及相关关系，了解战略管理者的构成、角色定位及对企业战略管理

的影响；了解战略目标、愿景、宗旨的区别与联系，掌握和学会企业战略目标

体系的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外部环境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学会关键因素的信息收集

和趋势分析方法；了解企业内部环境分析的目的，掌握内部环境分析的过程和

步骤，学会价值链、SWOT等内部环境分析技术和方法。 

目标 3：了解经营级战略中成本领先、差异领先和独特性定位的驱动因素，

掌握和学会发现独特目标市场和顾客诉求、进行独特性战略价值活动的方法；

了解公司级战略的内涵及性质，掌握公司级战略管理的基本模式。 

目标 4：了解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性质和特点，掌握企业国际化进入方式的

多种类型和选择依据，学会分析企业国际化动因的技术和方法。 

目标 5：了解战略联盟、兼并、重组等概念及产生的原因，掌握不同情景

下企业战略推进的手段和方法；了解企业战略实施过程的特点和要求，掌握战

略实施的类型和计划体系。 

二、课程内容 

(一) 企业战略梗概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1.1 企业战略的特点 (1课时） 

1.2 企业战略决策的思维模式 (2课时） 

1.3 企业愿景、宗旨和目标 (1课时） 

1.4 影响企业愿景、宗旨和目标制定的因素 (2课时） 

(二）内外部环境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2.1 一般环境分析 (1课时） 

2.2 市场与行业环境分析 (1课时） 

2.3 竞争环境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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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业历史与现行战略分析 (1课时） 

2.5 企业能力分析 (2课时） 

2.6 SWOT模型分析 (1课时） 

(三）不同层级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3.1 经营级战略的性质和特点 (1课时） 

3.2 基本定位战略 (2课时） 

3.3 独特性定位战略 (1课时） 

3.4 公司级战略的性质和特点 (1课时） 

3.5 行业组合战略 (1课时） 

3.6 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2课时） 

(四）国际化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性质和特点 (1课时） 

4.2 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和风险 (1课时） 

4.3 企业国际化进入方式及其选择 (2课时） 

4.4 企业国际化的管理模式 (2课时） 

(五）战略推进和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战略联盟 (1课时） 

5.2 公司并购与企业重组 (1课时） 

5.3 战略实施的目标和计划体系 (1课时） 

5.4 战略实施的决策保障机制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企业战略管理》，蓝海林等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企业战略管理》，陈志军 张雷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要径和工具 (第 2版）》，肖海林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2013 

3、《企业战略管理 (第 2版）》，王方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4、《企业战略管理：方法、案例与实践》，肖智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考核占比 5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考勤(10%）、课后作业或

定期测验(15%）、演示汇报(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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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企业战略决策的性质、战略思维模式、战略管理的过程模型和层次模

型、战略管理者的构成、角色定位、企业外部环境的构成及影响因素、PEST模

型、五力模型、价值链分析方法、SWOT模型方法、企业愿景和宗旨的内涵及关

系、企业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企业战略目标体系的特点、经营级战略内容及

要点、成本领先、差异领先和独特性定位的驱动因素、公司级战略的内涵及性

质、多元化战略价值创造方式、多元化战略的组合管理模式、国际化战略的性

质及特点、国际化优势分析的方法工具、企业国际化进入方式的类型、战略联

盟、收购、兼并、重组、企业战略推进的市场手段、战略实施的类型、公司治

理的内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鸿军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日期：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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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动

态环境下企业

战略的内涵和

企业战略决策

的性质，掌握

两种战略思维

及相关关系，

了解战略管理

者的构成、角

色定位及对企

业战略管理的

影响；了解战

略目标、愿景、

宗旨的区别与

联系，掌握和

学会企业战略

目标体系的分

析方法。 

目标 2：掌握外

部环境分析的

相关理论和模

型，学会关键

因素的信息收

集和趋势分析

方法；了解企

业内部环境分

析的目的，掌

握内部环境分

析的过程和步

骤，学会价值

链、SWOT等内

部环境分析技

术和方法。 

 

目标 3：了解经

营级战略中成

本领先、差异

领先和独特性

定位的驱动因

素，掌握和学

会发现独特目

标市场和顾客

诉求、进行独

特性战略价值

活动的方法；

了解公司级战

略的内涵及性

质，掌握公司

级战略管理的

基本模式。 

目标 4: 了解

企业国际化战

略的性质和特

点，掌握企业

国际化进入方

式的多种类型

和选择依据，

学会分析企业

国际化动因的

技术和方法。 

目标 5：了解战

略联盟、兼并、

重组等概念及

产生的原因，

掌握不同情景

下企业战略推

进的手段和方

法；了解企业

战略实施过程

的特点和要

求，掌握战略

实施的类型和

计划体系。 

1.1 企业战略的特点 √     

1.2 企业战略决策的思维模式 √     

1.3 企业愿景、宗旨和目标 √     

1.4 影响企业愿景、宗旨和目标

制定的因素 
√     

2.1 一般环境分析  √    

2.2 市场与行业环境分析  √    

2.3 竞争环境分析  √    

2.4 企业历史与现行战略分析  √    

2.5 企业能力分析  √    

2.6 SWOT模型分析  √    

3.1 经营级战略的性质和特点   √   

3.2 基本定位战略   √   

3.3 独特性定位战略   √   

3.4 公司级战略的性质和特点   √   

3.5 行业组合战略   √   

3.6 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   

4.1 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性质和特

点 
   √  

4.2 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和风险    √  

4.3 企业国际化进入方式及其选

择 
   √  

4.4 企业国际化的管理模式    √  

5.1 战略联盟     √ 

5.2 公司并购与企业重组     √ 

5.3 战略实施的目标和计划体系     √ 

5.4 战略实施的决策保障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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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39P1      英文名称：Corporate Strategy and Risk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财务管理、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目标 2：学会将企业各职能战略与企业战略实施结合分析； 

目标 3：系统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树立战略管理思维和风险

管理理念； 

目标 4：学会运用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公司战略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课时） 

第一章  战略与战略管理 (2课时） 

1.1 公司战略的基本概念； 

1.2 公司战略管理； 

第二章 战略分析  (4课时） 

2.1 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2.2 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2.3 SWOT分析 

第三章 战略选择 (6课时） 

3.1 总体战略(公司层战略）； 

3.2 业务单元战略； 

3.3 职能战略； 

3.4 国际化经营战略 

第四章  战略实施 (8课时） 

4.1 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 

4.2 公司战略与企业文化； 

4.3 战略控制 

4.4 战略管理中的权力与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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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第五章 风险与风险管理 (4课时） 

5.1 风险与风险管理概述 

5.2 风险管理的目标 

5.3 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5.4 风险管理体系 

5.5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5.6 风险管理的其他相关问题 

第六章 公司治理 (4课时） 

6.1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 

6.2 投资者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6.3 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第七章 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内部控制 (4课时） 

7.1 内部控制概述 

7.2 内部控制的要素 

7.3 内部控制的应用； 

7.4 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 

7.5 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三折的关系 

第八章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管理 (自学） 

8.1 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8.2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8.3 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 

1. 高等院校精品课程教材《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要径和工具》(第 2 版），

肖海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企业战略管理(第 5 版）》宋云，陈超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3.《企业风险管理》(第 2 版），武艳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4.《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实务操作指南》(第 3 版），胡为民编，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成绩评定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http://book.jd.com/writer/%E5%AE%8B%E4%BA%91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9%99%88%E8%B6%85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9%A6%96%E9%83%BD%E7%BB%8F%E6%B5%8E%E8%B4%B8%E6%98%9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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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按 40% 计入总成绩，包括：出勤及课堂表现(20%）；作业、

案例分析及论文(20%）。 

2．期末考试成绩(闭卷形式）按 60%计入总成绩，包括综合知识考核和综

合能力考核。 

五、附件 

 

制定人： 曹宁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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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公

司战略管理的基

本理论、基本内

容、基本方法 

目标 2： 具有将企

业各职能战略与企

业战略实施结合分

析的能力 

目标 3：系统掌握

企业风险管理的

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标 4:具有运用风险

管理的基本原理，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1.1 战略管理的基本概念 √    

1.2 公司战略管理 √    

2.1 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    

2.2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    

2.3 SWOT分析 √    

3.1 总体战略(公司层战略） √    

3.2 业务单元战略 √    

3.3 职能战略 √    

3.4 国际化战略 √    

4.1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  √   

4.2.公司战略与企业文化  √   

4.3战略控制  √   

4.4 战略管理中的权力与利益相关

者 
 √   

5.1 风险与风险管理概述   √  

5.2风险管理的目标   √  

5.3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  

5.4 风险管理体系   √  

5.5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  

5.6风险管理的其他相关问题   √  

6.1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   √  

6.2 投资者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

的作用 
  √  

6.3 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在公司

治理中作用 
  √  

7.1 内部控制概述    √ 

7.2 内部控制的要素    √ 

7.3 内部控制的应用    √ 

7.4 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    √ 

7.5 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

制关系 
   √ 

8.1 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 

8.2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 

8.3 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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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知识产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5A1        英文名称：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工学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法、企业管理 

后续课程：其他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

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况，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掌握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法理论正确分析

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产权纠纷。 

目标 1：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特征、性质与分类，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目标 2：了解著作权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演变，了解中国著作权制度的产

生发展过程，掌握我国著作权法的主要原则。 

目标 3：了解专利、专利权和专利制度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掌握我国专利

制度的发展概况，专利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目标 4：了解商标的概念、作用、种类，辨清商标与相邻标记的区别，掌

握商标的基本分类、功能和作用等。 

目标 5：了解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掌握与知识产权有关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认定依据和方法；掌握商业秘密的概念、范围、特征、法律性质和侵犯

商业秘密的行为种类，掌握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和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目标 6：了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情况及其与国际相关国际公约、国际组织

的关系，掌握我国参与的主要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的基本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 知识产权梗概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 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和范围 (1课时） 

1.2 知识产权的分类 (1课时） 

1.3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1课时） 

1.4 知识产权制度 (1课时） 

(二）著作权法律制度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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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著作权的概念、内容及其演变 (2课时） 

2.2 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内容、产生与发展 (2课时） 

2.3 中国著作权法的主要原则 (2课时） 

(三）专利权法律制度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3.1 专利的概念和特征 (2课时） 

3.2 专利法律制度 (2课时） 

3.3 我国专利法的制定与修改 (2课时） 

(四）商标权法律制度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4.1 商标的概念和作用 (2课时） 

4.2 商标与相邻记的区别 (2课时） 

4.3 商标的分类 (2课时） 

4.4 商标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2课时） 

(五）其他知识产权制度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5.1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 (1课时） 

5.2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课时） 

5.3 商业秘密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2课时） 

5.4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及法律责任 (2课时） 

(六）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6.1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概述 (0.5课时） 

6.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主要组织 (0.5课时） 

6.3 知识产权国家保护的主要公约 (0.5课时） 

6.4 国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制度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知识产权法》(第 5版），吴汉东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知识产权法教程》(第 5版），王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知识产权法》(第 5版)，刘春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4 

3、《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曾德国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 4版），冯晓青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考核占比 5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考勤(10%）、课后作业或

定期测验(25%）、案例分析和演示汇报(1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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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性质、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著作权的内容、中国

著作权的主要原则、专利的概念和特征、专利法律制度的作用、商标的作用、

联合商标、防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和认定、厂商名称权的内容、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内容、主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公约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霖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日期：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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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知识产

权的概念、

特征、性质

与分类，正

确认识知

识产权法

律制度的

作用及发

展趋势。 

目标 2：了

解著作权的

基本含义及

其历史演

变，了解中

国著作权制

度的产生发

展过程，掌

握我国著作

权法的主要

原则。  

 

目标 3：了

解专利、专

利权和专利

制度的概念

和基本特

征，掌握我

国专利制度

的发展概

况，专利制

度与市场经

济的关系。  

目标 4: 了

解商标的

概念、作

用、种类，

辨清商标

与相邻标

记的区别，

掌握商标

的基本分

类、功能和

作用等。 

目标 5：了解不正当竞

争的概念和特征，掌

握与知识产权有关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依据和方法；掌握商

业秘密的概念、范围、

特征、法律性质和侵

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种

类，掌握商业秘密的

构成要件和侵犯商业

秘密的法律责任。 

目标:6：了解

知识产权国

际保护情况

及其与国际

相关国际公

约、国际组织

的关系，掌握

我国参与的

主要保护知

识产权的国

际公约的基

本内容。  

1.1 知识产权的概念、

性质和范围 
√      

1.2 知识产权的分类 √      

1.3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

征 
√      

1.4 知识产权制度 √      

2.1 著作权的概念、内

容及其演变 
 √     

2.2 中国著作权制度的

内容、产生与发展 
 √     

2.3 中国著作权法的主

要原则 
 √     

3.1 专利的概念和特征   √    

3.2 专利法律制度   √    

3.3 我国专利法的制定

与修改 
  √    

4.1 商标的概念和作用    √   

4.2 商标与相邻记的区

别 
   √   

4.3 商标的分类    √   

4.4 商标制度的产生与

发展 
   √   

5.1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

和特征 
    √  

5.2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  

5.3 商业秘密的概念和

构成要件 
    √  

5.4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

为及法律责任 
    √  

6.1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概述 
     √ 

6.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的主要组织 
     √ 

6.3 知识产权国家保护

的主要公约 
     √ 

6.4 国际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的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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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计划 ERP》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0P1            英文名称：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生产运作管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MRPⅡ/ERP基础原理。 

目标 2：掌握 MRPⅡ/ERP生产规划原理。 

目标 3：掌握 MRPⅡ/ERP主生产计划原理。 

目标 4：掌握 MRPⅡ/ERP物料需求计划原理。 

目标 5：掌握 MRPⅡ/ERP能力需求计划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ERP概述 (2课时） 

(1）了解企业资源计划、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MRPⅡ/ERP应用进程、MRP

Ⅱ/ERP的应用效益、订货点法、基本 MRP、闭环 MRP、MRPⅡ、ERP。 

(二）MRPⅡ/ERP软件系统 (2课时） 

(1）了解 MRPⅡ标准体系、ERP软件模块中的物流管理模块、生产控制模块、

财务管理模块、人力资源模块、MRPⅡ/ERP集成系统。 

(三）MRPⅡ/ERP原理基础 (6课时） 

(1）了解 MRPⅡ的基础数据的定义； 

(2）掌握 MRPⅡ制胜绝技、数据环境、使用环境、计划层次及特点。 

(四）MRPⅡ/ERP原理：销售与运作规划 (6课时） 

(1）掌握销售与运作规划的概念及内容、销售与运作规划的作用与意义、

销售与运作规划的策略因素、销售与运作规划的制定、生产计划大纲编制、资

源需求计划编制； 

(2）了解需求管理与预测。 

(五）MRPⅡ/ERP原理：主生产计划 (6课时） 

(1）掌握 MPS概念及内容、MPS作用与意义、MPS编制原则、主生产计划的

对象、MPS基本方法、主生产计划表的编制； 

(2）了解 MPS实施与控制。 

(六）MRPⅡ/ERP原理：物料需求计划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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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MRP概念及内容、MRP作用与意义、物料清单、MRP基本方法、MRP

的编制。 

(七）MRPⅡ/ERP原理：能力需求计划 (4课时） 

(1）掌握能力计划层次体系、能力计划的作用与意义、能力计划的基础数

据、工作重心能力核算、粗能力需求计划及能力需求计划 

(2）了解能力需求计划的编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企业资源计划 ERP教程》 程国卿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企业资源规划 (ERP）原理与应用》 杨尊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8 

2．《企业资源计划(ERP）》 田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纪律、课堂问答及考勤作业(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制造业先进管理

模式、工业企业生产运作原理、MRPⅡ/ERP原理基础、MRPⅡ/ERP原理：生产规

划、MRPⅡ/ERP原理：主生产计划、MRPⅡ/ERP 原理：物料需求计划、MRPⅡ/ERP

原理：能力需求计划。 

五、附件 

 

制定人：  孙丽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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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MRPⅡ/ERP基础原

理。 

目标 2：掌

握 MRPⅡ/ERP生

产规划原理。 

目标 3：掌

握 MRPⅡ/ERP主

生产计划原理。 

目标 4：掌

握 MRPⅡ/ERP

物料需求计划

原理。 

目标 5：掌

握 MRPⅡ/ERP

能力需求计划

原理。 

1.1 了解企业资源计划、准

时制生产、并行工程、约束

理论、精益生产、敏捷制造、

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业务流程重组、产品数据管

理、企业资源计划、计算机

集成制造系统及企业生产管

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     

2.1 了解工业企业、生产系

统、生产过程、生产类型、

制造环境及生产管理 

√     

3.1了解 MRPⅡ的发展背景 √     

4.1 掌握生产规划的概念及

内容、生产规划的作用与意

义、生产规划策略、生产规

划制定、生产计划大纲编制、

资源需求计划编制 

 √    

4.2了解预测与计划  √    

5.1 掌握 MPS 概念及内容、

MPS 作用与意义、主生产计

划的对象、MPS 基本方法、

主生产计划的编制、主生产

计划模型算法 

  √   

5.2了解 MPS实施与控制   √   

6.1 掌握 MRP 概念及内容、

MRP作用与意义、物料清单、

MRP 基本方法、MRP 计算模

型、MRP的编制。 

   √  

7.1 掌握能力计划层次体

系、能力计划的作用与意义、

工作中心能力核算、粗能力

需求计划及能力需求计划 

    √ 

7.2 了解能力需求计划的编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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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6P1        英文名称：Regional 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能源经济导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力图使学生熟悉区域经济

学的基本流派，主流思想。 

目标 2：掌握“地区竞争力”、“区域创新系统”、“区域自然环境”、

“可持续发展”等相对前沿的理论内容，结合具体案例使学生了解世界典型区

域经济的发展规律。 

目标 3：掌握中国国内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经济聚集区域发展

历史和经验，熟悉长三角及上海典型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及现代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1课时） 

1.2 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1课时） 

1.3 案例分析导入 (1课时） 

(二）区位与发展条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区域空间与区位 (2课时） 

2.2 区域发展条件 (2课时） 

2.3 案例分析 (2课时） 

(三）区域经济发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 (2课时） 

3.2 区域人力资本 (2课时） 

3.3 案例分析 (2课时） 

(四）区域发展模式与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区域发展阶段与模式 (1课时） 

4.2 产业与产业结构 (2课时） 

4.3 主导产业与结构优化 (2课时） 

4.4 投入产出分析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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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产业布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5.1 产业布局指向与地域合理规模 (1课时） 

5.2 产业集群 (2课时） 

(六）城市与区域发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区域中心城市 (3课时） 

6.2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 (3课时） 

(七）总部经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7.1 总部经济的提出 (1课时） 

7.2 总部经济的区域效应 (1课时） 

7.3 发展总部经济的一般性条件 (1课时） 

(八）区域竞争力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8.1 区域竞争力的概念 (1课时） 

8.2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途径 (1课时） 

(九）要素流动与区域贸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9.1 生产要素流动 (1课时） 

9.2 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 (1课时） 

9.3 区域合作 (1课时） 

(十）区域规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0.1 区域规划概述 (1 课时） 

10.2 区域规划的主要类型 (1 课时） 

10.3 区域规划的系统设计 (1 课时） 

(十一）区域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1 区域政策概述 (1 课时） 

11.2 区域政策目标 (1 课时） 

11.3 区域政策的主要内容 (1 课时） 

(十二）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2.1 区域可持续发展概述 (2 课时） 

12.2 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区域经济学》孙久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区域经济学》郝寿义，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B%EF%BE%C3%CE%C4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A%D7%B6%BC%BE%AD%BC%C3%C3%B3%D2%D7%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book.jd.com/publish/%E7%BB%8F%E6%B5%8E%E7%A7%91%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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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及考勤(20%)作业(20%) 案

例分析(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空间与区

位、产业与产业结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以及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苏林   审核人： 王宇露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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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区域经济学

的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

力图使学生

熟悉区域经

济学的基本

流派，主流思

想 

目标 2：掌握“地区

竞争力”、“区域创

新系统”、“区域自

然环境”、“可持续

发展”等相对前沿

的理论内容，结合具

体案例使学生了解

世界典型区域经济

的发展规律 

目标 3：掌握中国国内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典型经济聚集区域发展

历史和经验，熟悉长三角

及上海典型区域经济发

展的模式 

1.1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及现代区域经济学的主要

流派 
√   

1.2 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 

1.3 案例分析导入   √ 

2.1 区域空间与区位   √ 

2.2 区域发展条件   √ 

2.3 案例分析 √   

3.1 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  √  

3.2 区域人力资本    

3.3 案例分析  √ √ 

4.1 区域发展阶段与模式  √  

4.2 产业与产业结构 √  √ 

4.3 主导产业与结构优化 √  √ 

4.4 投入产出分析 √   

5.1 产业布局指向与地域合理规模   √ 

5.2 产业集群    

6.1 区域中心城市 √  √ 

6.2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   √ 

7.1 总部经济的提出  √  

7.2 总部经济的区域效应  √  

7.3 发展总部经济的一般性条件 √  √ 

8.1 区域竞争力的概念     √ 

8.2 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途径  √  

9.1 生产要素流动     √ 

9.2 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    

9.3 区域合作    

10.1 区域规划概述  √ √ √ 

10.2 区域规划的主要类型    

10.3 区域规划的系统设计    

11.1 区域政策概述 √ √ √ 

11.2 区域政策目标    

11.3 区域政策的主要内容    

12.1 区域可持续发展概述 √ √ √ 

12.2 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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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销 (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0A1       英文名称：Global Marke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熟悉全球营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目标 2： 掌握分析开展全球市场营销的市场环境； 

目标 3： 掌握全球营销的营销战略制定； 

目标 4： 掌握当今全球营销的着重点和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Part 1） INTRODUCTION (2课时） 

Chapter1  Introduction to Global Marketing (2课时） 

1.1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1.2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Review; 

1.3 Global Market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1.4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Marketing; 

1.5 Management Orientations; 

1.6 Forces Affecting Glob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 Marketing. 

(Part 2）The Global Marketing Environment (10课时） 

Chapter 2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4课时） 

2.1 The World Economy -- An overview; 

2.2 Economic System;  

2.3 Stages of Market Development; 

2.4 Balanced of Payments; 

2.5 Implications of market integration; 

2.6 Trade in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 

2.7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apter 3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4课时） 

3.1 Social, Culture, and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3.2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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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ofstede's Cultural Typology; 

3.4 The Self-Reference Criterion and Perception; 

3.5 Diffusion Theory; 

3.6 Marketing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Chapter 4 The Political,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2课时） 

4.1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4.2 International Law; 

4.3 Sidestepping Legal Problems: Important Business Issues; 

4.4 Conflict Resolu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Litigation; 

4.5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Part 3）Approaching Global Market (8课时） 

Chapter 5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rket Research (2课时） 

5.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Global 

Marketing; 

5.2 Sources of Market Information. 

Chapter 6 Segmentation, Targeting, and Positioning (3课时） 

6.1 Global Market Segmentation; 

6.2 Assess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Choosing Target Markets of 

Segments; 

6.3 Product-Market Decisions; 

6.4 Target Market Strategy Options; 

6.5 Positioning. 

Chapter 7 Global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Licensing,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Alliance (3课时） 

7.1 Licensing; 

7.2 Investment; 

7.3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Strategic Alliance;  

7.4 Market Expansion Strategies. 

(Part 4）Strategies and the Global Marketing Mix (12课时） 

Chapter 8 Strategies Element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3课时） 

8.1 Industry Analysis: Forces Influencing Competition; 

8.2 Competitive Advantage; 

8.3 Globa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8.4 Current Issues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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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Brand and Product Decisions in Global Marketing 

9.1 Basic Product Concepts; 

9.2 “Country of Origin”as Brand Element,Packaging; 

9.3 Extend, Adapt, Create: Strategic Alternatives in Global 

Marketing; 

9.4 New Products in Global Marketing. 

Chapter 10 Pricing Decision (3课时） 

10.1 Basic Pricing Concepts; 

10.2 Global Pricing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10.3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Pricing Decisions; 

10.4 Global Pricing: Three Policy Alternatives; 

10.5 Gray Market Goods, Dumping, Pricing Fixing, Countertrade. 

Chapter 11 Global Marketing Channels and Physical Distribution 

 (2课时） 

11.1 Channel Objectives; 

11.2 Establishing Channels and Working with Channel Intermediaries; 

11.3 Global Retailing; 

11.4 Physical Distribution, Supply Chains,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Chapter 12 Glob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Decisions  (2课时） 

12.1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Sales Promotion, Personal 

Selling; 

12.2 Special Forms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Chapter 13 Global Marketing an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2课时） 

13.1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 Brief History; 

13.2 Global E-Commerce; 

13.3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全球营销》 (英文版，第 6版）.Warren J. Keegan, Mark C. Green 著 

傅慧芬改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2月第 3次印刷。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国际市场营销》，Leon G. Schiffman &Leslie L. Kanuk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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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营销学(原书第 3版)》,达娜-尼科莱塔•拉斯库(Dana-Nicoleta 

Lascu) (作者), 马连福 (译者), 赵颖 (译者), 高楠 (译者),机械工业出版

社; 第 1版 (2010 年 3 月 1日) 

《全球营销(第 6版)》，沃伦·J·基根 (Warren J.Keegan) (作者), 马

克·C·格林 (Mark C.Green) (作者), 傅慧芬 (译者), 戚永翎 (译者), 史锐

译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版 (2015年 1 月 1日)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 (20%）、作业(20%)、案例分析

(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试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Introduction、

The Global Marketing Environment、Approaching Global Market、 Strategies and 

the Global Marketing Mix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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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1： 熟

悉全球营

销涉及的

相关概念

和理论； 

目标 2： 

掌握分析

开展全球

市场营销

的市场环

境； 

目标 3： 掌握

全球营销的

营销战略制

定； 

目标 4： 掌

握当今全球

营销的着重

点和新发

展。 

1.1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 √ √  

1.2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Review; √    

1.3 Global Market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    

1.4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Marketing; √    

1.5 Management Orientations; √ √  √ 

1.6 Forces Affecting Glob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 

Marketing. 
√ √   

2.1 The World Economy -- An overview; √ √   

2.2 Economic System;  √ √   

2.3 Stages of Market Development; √ √   

2.4 Balanced of Payments; √    

2.5 Implications of market integration; √  √  

2.6 Trade in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 √  √  

2.7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   

3.1 Social, Culture, and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 √   

3.2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es; √ √   

3.3 Hofstede's Cultural Typology; √ √   

3.4 The Self-Reference Criterion and Perception; √ √   

3.5 Diffusion Theory; √    

3.6 Marketing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 √ √  

4.1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    

4.2 International Law; √    

4.3 Sidestepping Legal Problems: Important Business 

Issues; 
√ √ √  

4.4 Conflict Resolu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Litigation; 
√ √ √  

4.5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  √ √ 

5.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Global Marketing; 
√ √ √  

5.2 Sources of Market Information. √    

6.1 Global Market Segmentation; √  √  

6.2 Assess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Choosing Target Markets 

of Segments; 
√  √  

6.3 Product-Market Decisions; √   √ 

6.4 Target Market Strategy Options; √ √   

6.5 Position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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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Licensing; √ √   

7.2 Investment;  √ √  

7.3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Strategic Alliance;  √ √ √ √ 

7.4 Market Expansion Strategies. √   √ 

8.1Industry Analysis: Forces Influencing Competition; √ √ √  

8.2 Competitive Advantage;   √ √ 

8.3 Globa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 √ 

8.4 Current Issues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 

9.1 Basic Product Concepts; √ √   

9.2 “Country of Origin”as Brand Element,Packaging; √  √ √ 

9.3 Extend, Adapt, Create: Strategic Alternatives in 

Global Marketing; 
√  √ √ 

9.4 New Products in Global Marketing. √  √  

10.1 Basic Pricing Concepts; √    

10.2 Global Pricing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  √  

10.3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Pricing Decisions;  √ √  

10.4 Global Pricing: Three Policy Alternatives;  √ √  

10.5 Gray Market Goods, Dumping, Pricing Fixing, 

Countertrade. 
√    

11.1 Channel Objectives; √ √ √  

11.2 Establishing Channels and Working with Channel 

Intermediaries; 
 √ √  

11.3 Global Retailing;   √  

11.4 Physical Distribution, Supply Chains,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 √ √ 

12.1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Sales Promotion, 

Personal Selling; 
√ √ √  

12.2 Special Forms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 √ √ 

13.1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 Brief History;  √ √  

13.2 Global E-Commerce; √   √ 

13.3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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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0P1              英文名称：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开课学院：商学院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先修课程：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了解人力资源管理者

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区别； 

目标 2：掌握职位分析和胜任力素质模型、员工招聘的相关理论和步骤； 

目标 3：掌握绩效评估和绩效管理的相关内容和方法、薪酬管理和职业生

涯规划的相关内容。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者 

 (5课时） 

1.1人力资源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 (1课时） 

1.3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1课时） 

1.4人性假设理论、激励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环境 (1课时） 

1.5管理者的概述、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1课时） 

(二）职位分析和胜任力素质模型、员工招聘的相关理论和步骤 (9课时） 

2.1职位分析的概念和具体措施 (1课时） 

2.2 职位说明书的概念和书写 (1课时） 

2.3胜任力素质模型的概念 (1课时） 

2.4招聘的基本概念和步骤 (2课时） 

2.5 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的概念和分类 (2课时） 

2.6 员工甄选的步骤和设计 (2课时） 

(三）绩效评估和绩效管理的相关内容和方法，薪酬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 

 (18课时） 

3.1绩效评估的基本概念、内容和方法 (4课时） 

3.2 目标法、360全面绩效评估、KPI方法和平衡积分卡方法的基本内容和

各自的优缺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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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薪酬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报酬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薪酬和报酬之间的

关系； (4课时） 

3.4薪酬的结构和设计，薪酬和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薪酬中存在的问

题 (4课时） 

3.5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职业生涯的划分，职业生涯管

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董克用著，2015年 9月 

(二）参考教材 

1. 人力资源管理(第 12版），德斯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6 

2. 绩效管理(第 3版），阿吉斯著，刘昕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 

3. 薪酬管理(第 11版），乔治米尔科维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作业(20%）、课堂展示(10%)及出勤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区别；职位分

析和胜任力素质模型、员工招聘的相关理论和步骤；绩效评估和绩效管理的相

关内容和方法、薪酬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闫燕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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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人力资

源管理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基础，了解人

力资源管理者和人

力资源管理部门的

区别； 

目标 2：掌握职位分

析和胜任力素质模

型、员工招聘的相关

理论和步骤； 

目标 3：掌握绩效

评估和绩效管理的

相关内容和方法、

薪酬管理和职业生

涯规划的相关内

容。 

1.1 人力资源的基本概念 √   

1.2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 √   

1.3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   

1.4人性假设理论、激励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环境 √   

1.5 管理者的概述、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 
√   

2.1职位分析的概念和具体措施  √  

2.2 职位说明书的概念和书写  √  

2.3 胜任力素质模型的概念  √  

2.4招聘的基本概念和步骤  √  

2.5 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的概念和分类  √  

2.6 员工甄选的步骤和设计  √  

3.1绩效评估的基本概念、内容和方法，   √ 

3.2 目标法、360 全面绩效评估、KPI 方法和平衡积

分卡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各自的优缺点 
  √ 

3.3  薪酬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报酬的基本概念和分

类，薪酬和报酬之间的关系， 
  √ 

3.4  薪酬的结构和设计，薪酬和员工满意度之间的

关系，薪酬中存在的问题 
  √ 

3.5 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职业生涯

的划分，职业生涯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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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1A1        英文名称：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工业工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研究人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使学生掌握人、

机、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在工程设计过程中从适合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特

征的角度出发，提出必要的数据和要求； 

目标 2：为建立人、机、环境系统提供合理可行的建议； 

目标 3：增强作业环境的舒适性、健康性、安全性和可靠性，以达到提升

作业者的作业能力和生产效率的目的。 

二、课程内容 

(一）人因工程学概述 (3课时） 

第一章、人因工程学概述：了解学习人因工程学，以及应用人因工程学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一些共性知识。 (3课时） 

(二）人因工程学中关于人的因素 (2课时） 

第二章、人的因素：介绍与人因工程关系密切的有关生理学与心理方面的

知识。包括人的神经系统与感觉系统、肌肉、骨骼与供能系统、呼吸系统、消

化系统、循环系统，并对人的心理因素构成进行分析。 (2课时） 

(三）人因工程学中关于环境的因素 (13课时） 

第三章、微气候环境：介绍作业场所的物理环境条件及评价，微气候评价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3课时） 

第四章、照明环境：照度与视觉疲劳、作业效率和事故的关系，以及改善

环境照明的措施。 (3课时） 

第五章、色彩环境：有关色彩调节的基本知识，包括色彩和色彩视觉的基

本概念、色彩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诸方面的影响，以及色彩调节在作业环境中的

应用。 (2课时） 

第六章、噪声及振动环境：介绍作业场所的物理环境条件及其对人的影响，

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2课时） 

第七章、空气环境：空气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及防治，污染物含量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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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其换算关系，有较多的基本概念和计算公式，全面通风换气量的计算。 

 (3课时） 

(四）人因工程学中关于人机互相匹配 (14课时） 

第八章、体力工作负荷：作业能力的动态变化规律, 作业疲劳及其测定, 提

高作业能力，降低疲劳的措施, 体力劳动时的能量消耗, 体力劳动时人体的调

节与适应, 能量代谢及劳动强度的划分. (3课时） 

第九章、人的信息处理系统：人的信息处理系统结构，不同感知器官的信

息接受能力，以及其信息加工的特点。 (1课时） 

第十章、脑力工作负荷：脑力负荷的测量及预测方法，应激的含义及产生

的原因。 (3课时） 

第十一章、人体测量：人体测量的基本术语及其数据的应用。 (2课时） 

第十二章、作业空间设计：作业空间的概念，人体视野及所及范围，坐姿、

立姿作业空间设计的原则，工作场所设计原则，工具设计原则，座椅设计。 

 (2课时） 

第十三章、人机系统：人机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与程序，人机系统的评价

概念及其设计方法 (1课时） 

第十四章、人机界面设计：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与程序、作业空间设计、

显示装置设计、控制器设计。 (2课时） 

(五）人因工程实验 (16课时） 

实验室进行人因工程学实验和课程设计，题目和内容按照实验要求和学生

课外自选人因课题两部分进行；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人因工程学》，郭伏，钱省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工效学》，王恒毅，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5第 2版 

《人机工程学》，丁玉兰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现代人机工程学概论》，[日]浅居喜代冶，科学出版社，1992 

《人因工程》，孙林岩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和平时测验(30%）、考勤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包含课程主要内容。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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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  许圣良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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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研究人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

生理和心理特征，使学生掌握人、机、

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在工程设计

过程中从适合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的角度出发，提出必要的数据和要求 

目标 2：为建

立人、机、环

境系统提供

合理可行的

建议； 

目标 3：增强作业环境的舒

适性、健康性、安全性和

可靠性，以达到提升作业

者的作业能力和生产效率

的目的。 

第一章 人因工程学概述 √   

第二章 人的因素 √   

第三章 微气候环境  √  

第四章 照明环境  √  

第五章 色彩环境  √  

第六章 噪声及振动环境  √  

第七章 空气环境  √  

第八章 体力工作负荷   √ 

第九章 人的信息处理系统   √ 

第十章 脑力工作负荷   √ 

第十一章 人体测量   √ 

第十二章 作业空间设计   √ 

第十三章 人机系统   √ 

第十四章 人机界面设计   √ 

人因工程课程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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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Q1         英文名称： 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财管专业概况，学会选专业课；加深学生对财管专业的认识

理解，了解职业发展方向，了解财会专业发展前沿及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

兴趣，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行业资深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和优秀品质，树立劳动观点、

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财管专业认知及动员 (4课时） 

1.1认知实习动员及日程安排介绍。 (1课时） 

1.2财管专业教育及培养方案详解。 (3课时） 

(二）行业发展认知 (4课时） 

2.1认识财会行业的发展变迁，由资深业内专家讲座。 (2课时） 

2.2了解企业中对财会专业人士的发展要求。 (2课时） 

(三）中国会计发展认知 (6课时） 

3.1参观中国会计博物馆。 (4课时） 

3.2认识并讨论参观中国会计博物馆感想。 (2课时） 

(四）认知企业财务和税务 (4课时） 

4.1了解企业的财务和税务工作及发展趋势。 (2课时） 

4.2了解企业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求，了解考证事宜。 

 (2课时） 

(五）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4课时） 

5.1实习交流。 (2课时） 

5.2实习汇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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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实习日程安排与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国会计博物馆   http://www.camuseum.org.cn/cn/ 

2.中华会计网校     http://www.chinaacc.com/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态

度、考勤、纪律秩序）40%，实习报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子军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http://www.camuseum.org.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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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财管专业概

况，学会选专业课；加深

学生对财管专业的认识理

解，了解职业发展方向，

了解财会专业发展前沿及

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提高学生学习专业

课程的兴趣，培养探索

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

神。 

目标 3：学习行业资深

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和

优秀品质，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

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

奋好学的品格。 

财管专业认知及动员 √ √ √ 

行业发展认知 √  √ 

中国会计发展认知  √ √ 

认知企业财务和税务 √ √ √ 

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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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R1         英文名称： 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工业工程专业认识实习，是学生在学习工业工程专业基础课程之

后，即将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之前进行的重要的综合性独立实践课，是对学生工

业工程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基本培训的实践环节。 

目标 2：通过认识实习，学生把工业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同企业业务活动实

践结合起来，巩固专业基础理论教学的效果，了解本专业知识在企业各种管理

活动中的应用及其重要性，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兴趣。 

二、课程内容 

(一）工业工程专业认知及动员 (2课时） 

1.1认知实习动员及日程安排介绍。 (1课时） 

1.2工业工程专业教育及培养方案详解。 (1课时） 

(二）行业发展认知 (3课时） 

2.1认识工业工程专业的发展变迁，由资深业内专家讲座。 (2课时） 

2.2了解企业中对工业工程人士的发展要求。 (1课时） 

(三）制造业企业制造流程认识 (10课时） 

3.1参观 2-3个制造业企业。 (6课时） 

3.2认识并讨论参观制造业企业感想。 (4课时） 

(四）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5课时） 

4.1实习交流。 (3课时） 

4.2实习汇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提供实习日程安排与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业工程网  http://chinaie.net/ 

四、课程考核 

http://chinaie.net/


 

167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态

度、考勤、纪律秩序）40%，实习报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黄金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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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即将进入专业课程学

习之前进行的重要的综合性独立

实践课，是对学生工业工程理论、

知识和技能进行基本培训的实践

环节。 

 

目标 2：通过认识实习，学

生把工业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同

企业业务活动实践结合起来，

巩固专业基础理论教学的效

果，了解本专业知识在企业各

种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及其重要

性，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

兴趣。 

工业工程专业认知及动员 √ √ 

行业发展认知 √  

制造业企业制造流程认识 √ √ 

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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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V1         英文名称： 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概况，学会选专业课；加深学生对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认识理解，了解职业发展方向，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

展前沿及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

兴趣，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行业资深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和优秀品质，树立劳动观点、

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认知及动员 (4课时） 

1.1认知实习动员及日程安排介绍。 (2课时） 

1.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及培养方案详解。 (2课时） 

(二）行业发展认知 (4课时） 

2.1认识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由资深业内专家讲座。 (2课时） 

2.2了解企业中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士的发展要求。 (2课时） 

(三）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趋势认知 (4课时） 

3.1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最新趋势。 (2课时） 

3.2认识并讨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动向的认识。 (2课时） 

(四）认知国际贸易的业务流程 (4课时） 

4.1了解进出口贸易实务。 (2课时） 

4.2了解企业对进出口贸易实务要求与能力要求，了解考证事宜。(2课时） 

(五）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4课时） 

5.1实习交流。 (2课时） 

5.2实习汇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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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实习日程安排与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态

度、考勤、纪律秩序）40%，实习报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朱霖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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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概况，学会选专

业课；加深学生对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的认识理

解，了解职业发展方向，

了解财会专业发展前沿及

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提高学生学习专业

课程的兴趣，培养探索

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

神。 

目标 3：学习行业资深

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和

优秀品质，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

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

奋好学的品格。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认知及动员 √ √ √ 

行业发展认知 √  √ 

中国贸易发展趋势认知  √ √ 

认知进出口贸易实务 √ √ √ 

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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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X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经济与金融专业的现状与我校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方案。 

目标 2：了解经济与金融工作领域的发展，人才需求、知识需求，未来就

业状况。 

目标 3：从感官上认知经济金融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强学生对经济与金融

专业的感性认识。 

二、课程内容 

(一）专业认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针对大学一年级学生。开展专业认知教育，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到大学的转型，树立对本专业学

习的浓厚兴趣，为下一步开展教学培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工作认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学时） 

让学生了解经济与金融专业相对应的就业方向，经济与金融行业当前发展

现状，经济与金融企业人才需求现状以及所需求人才所具备的知识体系。 

(三）认知实习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带领学生参观大型生产企业和金融公司，了解企业工作流程与环节，了解

金融公司工作流程。通过直接的感官认识加强学生对日后就业职位的认识，为

明确学生发展方向做铺垫。 

三、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专业认知实习成绩根据学生在整个实习期间的表现，结合完成实习报告的

情况及组织纪律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不参加实习者其实习成绩不合格。实习的

全过程由实习指导老师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实习中的敬业精神、学习态度、

遵守纪律的情况，实习报告撰写的情况等。 

其中考勤 20%，纪律 20%，实习报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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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侯英   审核人：   韩 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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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经济

与金融专业的现状与

我校经济与金融专业

培养方案。 

目标 2：了解经济

与金融工作领域的发

展，人才需求、知识

需求，未来就业状况。 

目标 3：从感官上认知

经济金融工作的实际情

况，增强学生对经济与金

融专业的感性认识 

1.针对大学一年级学生。开展专业认知教育，

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

培养方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到大学的

转型，树立对本专业学习的浓厚兴趣，为下

一步开展教学培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   

2.让学生了解经济与金融专业相对应的就业

方向，经济与金融行业当前发展现状，经济

与金融企业人才需求现状以及所需求人才所

具备的知识体系。 

 √  

3.带领学生参观大型生产企业和金融公司，

了解企业工作流程与环节，了解金融公司工

作流程。通过直接的感官认识加强学生对日

后就业职位的认识，为明确学生发展方向做

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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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W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能源

经济行业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

的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

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

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3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1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

实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

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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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苏林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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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能源经

济行业的概况，获得对本

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

知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

的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

实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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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T1       英文名称：Major 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专业、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学概论 

后续课程：国际物流 

实习企业：跟物流相关的企业与单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把物流管理专业基础知识同企业业务活动实践结合起来。 

目标 2：巩固专业基础理论教学的效果。 

目标 3：了解本专业知识在物流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及重要性。 

目标 4：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兴趣。 

目标 5：了解全球物流。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相关资料 (2课时） 

1.1认知实习前教育。 (2课时） 

(二）企业认知 (4课时） 

2.1认识企业的类型与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2课时） 

2.2了解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 (2课时） 

(三）企业物流认知 (6课时） 

3.1了解企业物流管理岗位的设置情况及主要职责。 (4课时） 

3.2认识物流管理人员的主要职业能力。 (2课时） 

(四）认知企业物流管理与企业文化 (4课时） 

4.1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企业文化。 (2课时） 

4.2了解企业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求，了解企业对当代

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要求。 (2课时） 

(五） 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4课时） 

5.1实习交流。 (2课时） 

5.2实习汇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习指导教师，根据本届学生具体的实习企业，提供本次认识实习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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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流学》，崔介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 

(1）实习报告占 60%； (2）学生态度、出勤等情况占 40%。 

3、实习要求： 

认识实习地点的选择可采取专业实习基地和教师推荐实习单位相结合，实

习教学方式可以采取企业参观、听报告、社会调查、讨论交流、资料搜集等方

式。 

五、附件 

 

制定人：范思遐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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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把物流管

理专业基础知识

同企业业务活动

实践结合起来 

目标 2：巩固专

业基础理论教学

的效果 

目标 3：了解本

专业知识在物流

管理活动中的应

用及重要性 

目标 4:提高学

生学习专业课

程的兴趣 

目标 5：了解全

球物流 

1.1认知实习前教育 √     

2.1 认识企业的类型与规

模、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

模式 

 √ √ √  

2.2 了解企业的主要生产设

备、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流

程 

 √ √ √  

3.1 了解企业物流管理岗位

的设置情况及主要职责 
  √ √  

3.2 认识物流管理人员的主

要职业能力 
  √ √  

4.1 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企业文

化 

 √ √ √ √ 

4.2 了解企业对物流管理专

业人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

求，了解企业对当代大学生

的职业素质要求 

 √ √ √  

5.1实习交流 √ √ √ √ √ 

5.2实习汇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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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S1       英文名称：Major 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专业、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 

实习企业：跟市场营销相关的企业与单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把市场营销专业基础知识同企业业务活动实践结合起来。 

目标 2：巩固专业基础理论教学的效果。 

目标 3：了解本专业知识在营销活动中的应用及重要性。 

目标 4：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兴趣。 

目标 5：了解全球营销。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营销相关资料 (2课时） 

1.1认知实习前教育。 (2课时） 

(二）企业认知 (4课时） 

2.1认识企业的类型与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2课时） 

2.2了解企业的主要运营过程、企业结构和组织文化等。 (2课时） 

(三）企业市场营销认知 (6课时） 

3.1了解企业市场营销岗位的设置情况及主要职责。 (4课时） 

3.2认识营销人员的主要职业能力。 (2课时） 

(四）认知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和企业社会责任 (4课时） 

4.1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企业文化。 (2课时） 

4.2了解企业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求，了解企业对当代

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要求。 (2课时） 

(五） 认知交流与实习汇报 (4课时） 

5.1实习交流。 (2课时） 

5.2实习汇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习指导教师，根据本届学生具体的实习企业，提供本次认识实习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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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营销管理》，菲利普科特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 

(1）实习报告占 60%； (2）学生态度、出勤等情况占 40%。 

3、实习要求： 

认识实习地点的选择可采取专业实习基地和教师推荐实习单位相结合，实

习教学方式可以采取企业参观、听报告、社会调查、讨论交流、资料搜集等方

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闫燕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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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把市场营

销专业基础知识

同企业业务活动

实践结合起来 

目标 2：巩固专

业基础理论教学

的效果 

目标 3：了解本

专业知识在市场

营销活动中的应

用及重要性 

目标 4:提高学

生学习专业课

程的兴趣 

目标 5：了解全

球营销 

1.1认知实习前教育 √     

2.1 认识企业的类型与规

模、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

模式 

 √ √ √  

2.2 了解企业的主要运营过

程、企业结构和组织文化等 
 √ √ √  

3.1 了解企业市场营销岗位

的设置情况及主要职责 
  √ √  

3.2 认识营销人员的主要职

业能力 
  √ √  

4.1 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企业文

化 

 √ √ √ √ 

4.2 了解企业对市场营销专

业人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

求，了解企业对当代大学生

的职业素质要求 

 √ √ √  

5.1实习交流 √ √ √ √ √ 

5.2实习汇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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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3U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actice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学分/学时：1/20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新生入学教育、大学生职业规划、专业情况介绍等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初步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和组织管理，了解企业文化以及品牌文化、企业的

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了解本专业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所需知识技能；了解企业对质

量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要求；增加对本专业的感性认识； 

了解企业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的情况，包括了解产品实现过程 (产品设

计、生产、售后服务等）中的关键质量业务/质量技术/质检设备；典型的质量

管理/质量改进案例或实践等，观察学习企业采用的质量控制模式及控制方法、

手段等； 

认识质量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提高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提

高学习效果和培养质量； 

二、课程内容 

实习动员：讲解实习目的、实习安排、实习内容、实习纪律、实习报告撰

写等方面的情况 (2学时） 

校内技术报告：一般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质量管理或质量工程的核心知识 

 (2学时） 

洋山深水港参观：了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背景、目标、措施、效果 

 (4学时） 

上汽荣威临港工厂参观：了解大规模流水化生产的组织及其质量管理与控

制 (4学时） 

上海电气核电制造公司参观：了解大型复杂装备制造 (单件小批量生产）

的组织及其质量管理与控制 (4学时） 

实习报告讲评：在个人撰写的实习报告基础上，分小组，全面总结实习过

程中的收获、疑问、意见建议与思考。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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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1.无统一的教材 

2.结合每年的实习计划中的讲座内容和考察企业，上网查询相关的技术资

料及企业网站 

四、实习方式与考核 

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二或第三学期进行，时间为 1 周； 

实习地点：一般安排在本专业认识实习基地的企业内进行； 

实习方式：包括校内讲座、企业参观考察/讲座、资料查阅、讨论交流等方

式； 

实习考核：实习报告及总结讲评 60%；学生实习态度、出勤等 40%。 

五、附录 

 

制定人：  李  成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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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初步了

解企业生产运营和组

织管理，了解企业文

化以及品牌文化、企

业的社会责任、企业

对社会的贡献； 

 

目标 2：了解

本专业毕业后的

工作岗位、工作

性质、所需知识

技能；了解企业

对质量工程技术

人员的职业素质

和能力要求；增

加对本专业的感

性认识； 

目标 3：了解企业质量

管理与控制方面的情况，包

括了解产品实现过程 (产

品设计、生产、售后服务等）

中的关键质量业务/质量技

术/质检设备；典型的质量

管理/质量改进案例或实践

等，观察学习企业采用的质

量控制模式及控制方法、手

段等； 

目标 4:

认识质量对

于企业的重

要性；提高

对专业知识

的兴趣和学

习的主动

性，提高学

习效果和培

养质量； 

1.1认知实习前教育 √    

2.1 认识企业的类型与规模、企

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 √ √ 

2.2 了解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

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 
 √ √ √ 

3.1 了解企业物流管理岗位的设

置情况及主要职责 
  √ √ 

3.2 认识物流管理人员的主要职

业能力 
  √ √ 

4.1 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

对社会的贡献、企业文化 
 √ √ √ 

4.2 了解企业对物流管理专业人

才业务要求与能力要求，了解企

业对当代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要求 

 √ √ √ 

5.1实习交流 √ √ √ √ 

5.2实习汇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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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模拟对抗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9P1      英文名称：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会计学基础 

后续课程：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在“模拟对抗”中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流程，提高全局和长远策

略意识，更好的理解不同决策对总体绩效的影响，从而可以和不同部门达成更

有效的沟通。同时，一线主管将提升其策略性思考的能力，以及与他人沟通的

技巧。 

目标 2：通过模拟对抗，使学生能够认清企业资源运营状况，建立企业运

营的战略视角，并寻求最佳的利润机会；更有效地区分业务的优先安排，降低

运营成本。深入理解财务的战略功效，掌握财务结构，解读财务报表。 

目标 3：帮助模拟企业建立一种共同的语言，提高每个人的商务技巧，从

而使每个部门甚至每个人都能支持公司既定的战略决策，方向一致，共同致力

于生产力和利润的提高。 

目标 4：帮助企业内部所有重要的员工都理解企业的经营运作、企业的竞

争力、以及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帮助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做出有效的资源规划及

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整体战略方面 (3学时） 

1.1评估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制定长、中短期策略 (2学时） 

1.2预测市场趋势、调整既定战略 (1学时） 

(二）R&D方面 (2学时） 

2.1产品研发决策 (1学时） 

2.2必要时做出修改研发计划，甚至中断项目决定 (1学时）。 

(三）生产运作方面 (5学时） 

3.1选择获取生产能力的方式 (购买或租赁）(1学时） 

3.2设备更新与生产线改良 (1学时） 

3.3全盘生产流程调度决策；匹配市场需求、交货期和数量及设备产能(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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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库存管理及产销配合 (1学时） 

3.5必要时选择清偿生产能力的方式 (1学时） 

(四）市场营销方面 (3学时） 

4.1市场开发决策 (1学时） 

4.2新产品开发、产品组合与市场定位决策 (1学时） 

4.3模拟在市场中短兵相接的竞标过程 (1学时） 

(五）财务方面 (4学时） 

5.1制定投资计划，评估应收账款金额与回收期 (1学时） 

5.2预估长、短期资金需求，寻求资金来源 (1学时） 

5.3掌握资金来源与用途，妥善控制成本 (1学时） 

5.4如何以有限资金转亏为盈、创造高利润 (1学时） 

(六）团队协作与沟通方面 (3学时） 

6.1实地学习如何在立场不同的个部门间沟通协调 (1学时） 

6.2培养不同部门人员的共同价值观与经营理念 (1学时） 

6.3建立以整体利益为导向的组织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RP 沙盘模拟实用教程 (实物+电子）》 (第 3 版），何晓岚，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2014.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ERP 供应链管理系统实训教程》 (第二版），牛永芹 赵德良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2 

2. 《ERP 沙盘模拟原理与实训》，张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6 

3. 《ERP 原理与应用》，余真翰，黄文富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03 

4. 《ERP 供应链管理实务》，张琳，李静宜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5 

5. 《ERP 沙盘模拟高级指导教程》 (第 3 版）王新玲，郑文昭等编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表现(2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竞赛形式，按排名确定小组名次，并给予相应

的成绩。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团队在整体战略方面，R&D 方面，生产运作方面，

市场营销方面，财务方面，团队协作与沟通方面的实施情况。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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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 张炜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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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在“模拟对

抗”中了解整个公司

的运作流程，提高全

局和长远策略意识，

更好的理解不同决策

对总体绩效的影响，

从而可以和不同部门

达成更有效的沟通。

同时，一线主管将提

升其策略性思考的能

力，以及与他人沟通

的技巧。 

目标 2：通过模拟对

抗，使学生能够认

清企业资源运营状

况，建立企业运营

的战略视角，并寻

求最佳的利润机

会；更有效地区分

业务的优先安排，

降低运营成本。深

入理解财务的战略

功效，掌握财务结

构，解读财务报表。 

目标 3：帮助模拟企

业建立一种共同的

语言，提高每个人

的商务技巧，从而

使每个部门甚至每

个人都能支持公司

既定的战略决策，

方向一致，共同致

力于生产力和利润

的提高。 

 

目标 4：帮助企业

内部所有重要的

员工都理解企业

的经营运作、企

业的竞争力、以

及企业资源的有

限性，帮助各部

门的管理人员做

出有效的资源规

划及决策。 

 

1.1 评估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

制定长、中短期策略 
√ √   

1.2 预测市场趋势、调整既定战

略 
√    

2.1产品研发决策  √   

2.2 必要时做出修改研发计划，

甚至中断项目决定。 
 √  √ 

3.1选择获取生产能力的方式(购

买或租赁） 
  √  

3.2设备更新与生产线改良   √  

3.3 全盘生产流程调度决策；匹

配市场需求、交货期和数量及设

备产能 

  √  

3.4库存管理及产销配合   √  

3.5 必要时选择清偿生产能力的

方式。 
  √  

4.1市场开发决策 √ √ √  

4.2 新产品开发、产品组合与市

场定位决策 
 √ √  

4.3 模拟在市场中短兵相接的竞

标过程 
√  √  

5.1 制定投资计划，评估应收账

款金额与回收期 
 √   

5.2 预估长、短期资金需求，寻

求资金来源 
 √   

5.3 掌握资金来源与用途，妥善

控制成本 
 √   

5.4 如何以有限资金转亏为盈、

创造高利润 
 √   

6.1 实地学习如何在立场不同的

个部门间沟通协调 
  √ √ 

6.2 培养不同部门人员的共同价

值观与经营理念 
 √  √ 

6.3 建立以整体利益为导向的组

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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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1A1               英文名称：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学分/学时：1.5/24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商务礼仪、商务谈判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本课程的开通有助于学生了解商务

交流与沟通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实践。谈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包。

遥望古代，刘邦在鸿门宴上刚柔相济，迫使项羽日后乌江自刎，开创了大汉的

数百年伟业；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隆中之对，谈出了三分天下有其一；赵

匡胤“杯酒释兵权”，以超强的智慧结束了地方割据局面，顺利实现了政权的

交接。参见张然：《谈判的艺术》。再看现代，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的相互往来，小到公司、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乃

至兄弟姐妹之间遗产的分割，都离不开谈判。在谈判家族中，商务谈判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现代市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取得商务谈

判的成功，除了汇集古今中外豪辩英才的实战经验、培育洞烛先机的眼光，还

要借助理论的指导。一个人一旦奠定了商务谈判的理论功底，就会拥有克敌制

胜的重要力量。 

目标 1：要求学生了解商务谈判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 

目标 2：掌握成功商务谈判的方法和技巧，使学生能够在现实的商务谈判

中获取宝贵的经验，可以为电子商务出谋划策。 

目标 3：理解商务谈判的过程和谈判前后所应准备的知识；掌握沟通的基

本知识，了解谈判和沟通过程中涉及的礼仪知识。 

目标 4：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目标 5：提高学生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和谈判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一般沟通 (2课时） 

教学内容： 

1.听话的技巧 

2.说话的技巧 

http://www.baidu.com/link?url=tpbPFYLrBWXmhN3kQ5dcGjYHQmLhH2vZo7LzVqfyLpu43U1-EH-AYaxnjjo2th3raLwVhQOoRuVvqOCTgwUpH0oRcIXmrLRQ6bl5gurfdEJYPzKBRBacqjiL-MDe9Avb&wd=&eqid=efb9618f0003bfb6000000045aa21f02
http://www.baidu.com/link?url=tpbPFYLrBWXmhN3kQ5dcGjYHQmLhH2vZo7LzVqfyLpu43U1-EH-AYaxnjjo2th3raLwVhQOoRuVvqOCTgwUpH0oRcIXmrLRQ6bl5gurfdEJYPzKBRBacqjiL-MDe9Avb&wd=&eqid=efb9618f0003bfb6000000045aa21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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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语言沟通技巧 

4.网络沟通技巧 

5.电话沟通技巧。 

教学目的与要求： 

1.培养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 

2.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 

4.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 

(二）管理沟通 (2课时） 

教学内容： 

1.与领导沟通 

2.与下属沟通 

3.跨部门沟通 

4.同级沟通 

教学目的与要求： 

1.培养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 

2.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 

4.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 

(三）商务谈判概论 (2课时） 

教学内容： 

1.国际商务谈判的定义 

2.商务谈判的构成 

3.国际商务谈判的分类法 

教学目的与要求： 

1.明确商务谈判的概念 

2.了解国际商务谈判、国内商务谈判、外交谈判以及人际交往的差别 

3.了解商务谈判的构成因素及其对谈判特征产生的影响 

4.掌握商务谈判的实践原则，明晰当代商务谈判主要类别及其特征 

(四）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3课时） 

教学内容： 

1.探询 

2.准备 

3.谈判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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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谈判 

6.谈判的终结 

7.重建谈判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商务谈判的一般流程 

2.掌握成功谈判的科学程序 

3.掌握每个谈判程序的操作要领 

4.牢记“横七竖八”的交错程序 

5.树立程序的刚性与灵活观念 

(五）商务谈判的组织 (2课时） 

教学内容： 

1.谈判的人事管理 

2.一般谈判的组织规范 

3.特殊谈判的组织规范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国际商务谈判中人事管理要点 

2.学习当主谈人的基本技能 

3.掌握一般交易谈判的组织规则 

4.了解特殊交易谈判的组织要求 

5.学会处理谈判组织中主谈与助手、主谈与负责人、主谈与上级领导几个

关系 

6.认识在谈判组织中各种角色的责任 

(六）商务谈判的主体——谈判手 (2课时） 

教学内容： 

1.行为准则 

2.伦理观 

3.谈判手的心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谈判手的成长道路 

2.懂得成功谈判的行为规范 

3.树立正确的谈判伦理观 

4.提高谈判的心理素质 

5.完善谈判手的整体形象 

6.强化谈判手的整体谈判力 

(七）商务谈判策略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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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定义和作用 

2.策略的分类 

3.策略的应用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商务谈判策略的概念 

2.了解谈判策略的类别及个性 

3.掌握谈判策略的应用技巧 

4.认识策略的限定性，掌握攻守兼备技巧 

(八）商务谈判用语 (2课时） 

教学内容： 

1.用语的分类 

2.应用的条件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商务谈判中常见的用语种类与特征 

2.掌握应用各种谈判用语的技巧 

3.提高谈判的表达能力 

(九）商务谈判的决策 (2课时） 

教学内容： 

1.决策层次 

2.决策程序 

3.决策的实施 

教学目的与要求： 

1.掌握商务谈判的决策的内涵 

2.掌握商务谈判的决策层次，理解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的内涵 

3.了解商务谈判的决策方式，理解场内决策与场外决策的含义 

4.掌握商务谈判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的程序 

5.理解商务谈判决策的权限和决策实施的权限 

(十）形象礼仪 (2课时） 

教学内容： 

1.商务人员化妆、发型等仪容礼仪 

2.商务人员职业装的穿着礼仪 

3.站姿、坐姿、走姿、蹲姿及手势的规范要求 

4.商务人员交际语言礼仪 

5.商务人员表情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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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 

1.理解商务个人的仪容仪表仪态礼仪对于打造个人形象、塑造企业文化、

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意义并能设计自己的职业形象 

2.在职业场合正确地运用体态及表情传达对他人的礼貌和尊敬 

3.强调学以致用，将礼仪规范与日常行为养成相结合 

4.增强人际沟通能力 

(十一）社交礼仪 (2课时） 

教学内容： 

1.掌握商务人员见面的礼节 

2.掌握商务人员交谈的礼节 

3.掌握商务人员接待、拜访的礼节 

4.掌握商务人员宴请礼仪 

教学目的与要求： 

1.培养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 

2.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 

4.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商务沟通与谈判》(第二版）张守刚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戴蒙德主编，中信出版社，2012.08 

2.《优势谈判》，罗杰·道森主编，重庆出版社，2013.03 

3.《商务谈判：理论、技巧与案例(第四版）(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

销）》，王军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7 

4.《商务沟通——数字世界的沟通技能》，(美）伦茨等著，朱春玲改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2版。 

5.《商务沟通》，(美）斯科特•奥伯著，钱峰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第 7版； 

6.《管理沟通——以案例分析为视角》， 奥罗克著，康青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年第 4版； 

四、课程考核 

采用过程管理和期末结课报告评判相结合的成绩评定方式，以正确反映学

生的真实学习成绩。 

课程考核综合成绩构成如下：平时成绩 50%，期末报告 50%。其中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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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如下：学生出勤 5%，课堂表现 10%，内容讲述 20%，作业或读书笔记 15%。 

五、附件 

 

制定人：  杜璿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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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求学

生了解商务谈判

人员所具备的基

本素质和修养 

目标 2：掌握成

功商务谈判的方

法，使学生能够

在现实的商务谈

判中获取宝贵的

经验，可以为电

子商务出谋划

策。 

目标 3：理解商

务谈判的过程

和谈判前后所

应准备的知

识；掌握沟通

的基本知识，

了解谈判和沟

通过程中涉及

的礼仪知识。 

目标 4：掌握

商务谈判的

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 

目标 5：提高

学生的社交

能力、沟通能

力和谈判能

力。 

 

1 一般沟通     √ 

2 管理沟通     √ 

3.1商务谈判的定义    √  

3.2 商务谈判的构成   √   

4 商务谈判的准备  √  √  

5.1 商务谈判的人事管理    √  

5.2 商务谈判的组织规范  √ √   

6商务谈判的主体    √  

7 商务谈判策略  √ √ √  

8 商务谈判用语  √  √  

9 商务谈判的决策  √ √ √  

10 形象礼仪 √    √ 

11 社交礼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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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礼仪》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3A1                英文名称：Business Etiquette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掌握商务礼仪基本概念、特点、原则、功能 

目标 2：掌握商务场合下的个人形象塑造、塑造良好个人形象 

目标 3：掌握商务活动中的日常办公、拜访见面、商务宴请等礼仪礼节 

目标 4：通过学习商务礼仪，具备能够驾驭内外商务活动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商务人士形象塑造 (3课时） 

1.1仪容、仪态 (0.5课时） 

1.2服饰、风度 (0.5课时） 

1.3仪容、仪态实验 (2课时） 

(二）职场沟通礼仪 (1课时） 

2.1老板与下属沟通的礼仪与艺术 (0.5课时） 

2.2同事间沟通的礼仪与艺术 (0.5课时） 

(三）商务见面礼仪 (8课时） 

3.1 称呼、介绍、握手、名片 (1课时） 

3.2 商务办公室礼仪 (1课时） 

3.3 商务拜访见面礼仪 (2课时） 

3.4 商务见面礼仪实验 (4课时） 

(四）商务宴请礼仪 (4课时） 

4.1 中餐宴请礼仪 (1课时） 

4.2西餐宴请礼仪 (1课时） 

4.3 餐饮礼仪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商务礼仪(第一版）》，王玉苓，徐春晖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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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商务礼仪》，杨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版 

2. 《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版 

3.《礼仪训练教程》，许湘岳蒋景萍费秋萍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展示(30%)及出勤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提交学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房晶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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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商务礼

仪基本概念、特点、

原则、功能 

目标 2：掌握商务场

合下的个人形象塑

造、塑造良好个人

形象 

目标 3：掌握商务

活动中的日常办

公、拜访见面、

商务宴请等礼仪

礼节 

目标 4：通过学

习商务礼仪，具

备能够驾驭内

外商务活动的

能力 

1.1仪容、仪态  √  √ 

1.2服饰、风度  √  √ 

1.3仪容、仪态实验 √ √ √ √ 

2.1老板与下属沟通的礼仪与艺术  √  √ 

2.2同事间沟通的礼仪与艺术  √  √ 

3.1 称呼、介绍、握手、名片   √ √ 

3.2 商务办公室礼仪   √ √ 

3.3 商务拜访见面礼仪   √ √ 

3.4 商务见面礼仪实验 √ √ √ √ 

4.1中餐宴请礼仪  √ √ √ 

4.2 西餐宴请礼仪  √ √ √ 

4.3餐饮礼仪实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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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礼仪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1P1           英文名称：Business Etiquett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通过案例讨论、影视片段观摩、个人形体、表情、身体语言训练、 商务情

景模拟、商务演讲模拟等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实践训练活动 

目标 1：塑造学生干净利落、职业化的个人形象； 

目标 2: 培养学生知己识人、善解人意、积极热情、真诚守信，建立良好

人际关系的能力；训练学生正确表达、有效沟通的能力； 

目标 3: 训练学生在重要活动和公众场合中恰当行为、正确展示自我的能

力。 

二、课程内容 

(一）仪容礼仪、表情礼仪、仪态礼仪 (4学时） 

(二）求职面试礼仪、办公室礼仪、辞职礼仪  (4学时） 

(三）商务通讯礼仪、商务拜访、接待礼仪、商务送礼礼仪 (4学时） 

(四）商务演讲礼仪 (4学时） 

(五）商务就餐礼仪、娱乐礼仪 (4学时） 

注：实验的学时安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

调整。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商务礼仪，金正昆编著，2016年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商务礼仪模拟教程，刘莉华主编，2011年，格致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实验态度(10%）  +  实验过程(50%）+  实验报告(40%） 

1.实验态度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出勤情况，积极参与实践训练的情况。 

2.实验过程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参与各项课堂商务情景模拟、商务演讲模

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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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报告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对实验相关问题的回答和对实验学习的总

结情况。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莉华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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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塑造学生干净利落、

职业化的个人形象 

目标 2：培养学生知己识人、

善解人意、积极热情、真诚

守信，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

能力；训练学生正确表达、

有效沟通的能力 

目标 3：训练学生在重要活

动和公众场合中恰当行为、

正确展示自我的能力 

 

(一）仪容礼仪、表情礼仪、

仪态礼仪 
√  √ 

(二）求职面试礼仪、办公室

礼仪、辞职礼仪 
√ √  

(三）商务通讯礼仪、商务拜

访、接待礼仪、商务送礼礼

仪 

 √ √ 

(四）商务演讲礼仪  √ √ 

(五）商务就餐礼仪、娱乐礼

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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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063P1 

英文名称： Business  Negotiation 

学    时： 32 

学    分： 2 

先修课程： 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 

适用专业： 市场营销 

开课院系： 商学院工商管理系 

教    材： 商务谈判：理论、技巧与案例(第四版） 

(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销）  

王军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参 考 书： 1、《商务沟通与谈判》 

(第二版）张守刚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8 

          2、《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戴蒙德主编，中信出版社，

2012.08 

          3、《优势谈判》，罗杰·道森主编，重庆出版社，2013.03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了解商务谈判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 

目标 2：掌握成功商务谈判的方法，使学生能够在现实的商务谈判中获取

宝贵的经验，可以为电子商务出谋划策。 

目标 3：理解商务谈判的过程和谈判前后所应准备的知识 

目标 4：掌握上午谈判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1、商务谈判概述 (2课时)  

(1）内容：商务谈判的特点和作用、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商务谈判的评

价标准。 

(2）要求：掌握谈判的概念；了解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   

2、商务谈判的类型与内容  (2课时）  

(1）内容：商务谈判的类型、商务谈判的形式、商务谈判的内容。  

(2）要求：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类型，分析口头谈判与书面谈判的优点和

不足。 

3、商务谈判理论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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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博弈理论、公平理论、谈判实力理论。 

(2）要求：掌握在商务谈判中如何综合运用不同的谈判理论。 

4、商务谈判准备   (1课时）                                     

(1）内容：商务谈判目标的确定、谈判情报的收集和筛选、制定谈判计划、

谈判方式的选择。 

(2）要求：掌握如何制定谈判目标，了解如何配备谈判人员。                

5商务谈判过程   (4课时）  

(1）内容：开局、交锋、引导与让步、终结、成交与签约。 

(2）要求：掌握开局如何营造和谐谈判气氛，理解磋商阶段应把握好哪几

个环节，了解让步和交锋的相互关系。  

6、商务谈判人员及其心理   (3课时）  

(1）内容：谈判人员准备、谈判人员的谈判思维、谈判中的心理挫折、心

理禁忌。 

(2）要求：理解主谈人、谈判思维、心理挫折、心理调控能力等概念，了

解优秀的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7、商务谈判策略     (4课时）                     

(1）内容：预防性策略、进攻性策略、综合性策略。 

(2）要求：了解运用商务谈判策略的原则。 

8、商务谈判语言技巧   (1课时）                                          

(1）内容：有声语言、无声语言。   

(2）要求：了解商务谈判中语言技巧的重要性。           

9、处理僵局技巧        (3课时）                                  

(1）内容：产生僵局的原因、避免僵局的发生、应对僵局的技巧。 

(2）要求：了解打破谈判僵局的方法。   

10、优势谈判技巧      (3课时）                                       

(1）内容：不开先例、价格陷阱、先苦后甜、规定期限、最后出价、故布

疑阵。 

(2）要求：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各种谈判技巧的运用。 

11、劣势谈判技巧           (3课时）       

(1）内容：吹毛求疵、先斩后奏、攻心、疲惫、权力有限。     

(2）要求：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各种谈判技巧的运用。   . 

12. 均势谈判技巧        (2.5课时）       

(1）内容：迂回绕道、货比三家、旁敲侧击、为人置梯、激将、休会、开

放、投石问路。    

(2）要求：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各种谈判技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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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涉外商务谈判技巧   (0.5课时）                                           

(1）内容：概念及特点、文化差异。 

(2）要求：掌握涉外商务谈判和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了解涉外商务成功

的基本要素。             

14. 商务谈判的法律规定  (0.5课时）                                     

(1）内容：法律在商务谈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合同文本谈判。    

(2）要求：了解合同、法律和国际贸易惯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5. 商务谈判协议的履行       (0.5课时）                              

(1）内容：要约与承诺、协议的签订、协议的履行、协议的转让等。 

(2）要求：了解签订合同需注意的事项，了解商务协议签订的条款。 

16. 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禁忌   (1课时）                                

(1）内容：公开交往、私下交往、馈赠礼品、不同地域。 

(2）要求：了解西方主要国家的习俗与禁忌，理解什么是礼仪。           

三、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 

本课程与实践结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通过理论学习的同时，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指导学生在未来的商务活动中赢得更多的商机。一个人一旦奠定

了商务谈判的理论功底，就会拥有克敌制胜的重要力量。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考查课。 

1、考核方式： 

考查，开卷。 

2、考核要求：  

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其他知识点内容；考核既要注重基础

理论与知识的考核，又应注重理论与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 

3、成绩评定：  

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考试题要全面，要体现重点，难度适中，题量适度；平时成绩根据学生出

勤、及时交作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发言等情况进行评定。 

五、附件 

 

制订人： 杜璿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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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求学生了

解商务谈判人员所

具备的基本素质和

修养 

目标 2：掌握成功商

务谈判的方法，使

学生能够在现实的

商务谈判中获取宝

贵的经验，可以为

电子商务出谋划

策。 

目标 3：理解商务

谈判的过程和谈

判前后所应准备

的知识 

目标 4：掌握商

务谈判的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 

1商务谈判概述    √ 

2商务谈判的类型与内容   √  

3商务谈判理论 √ √   

4商务谈判准备 √    

5商务谈判过程  √ √  

6商务谈判人员及其心理 √    

7商务谈判策略 √    

8商务谈判语言技巧  √  √ 

9处理僵局技巧  √ √ √ 

10优势谈判技巧  √  √ 

11劣势谈判技巧  √  √ 

12均势谈判技巧  √  √ 

13涉外商务谈判技巧  √  √ 

14商务谈判的法律规定   √ √ 

15商务谈判协议的履行   √  

16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禁忌 √   √ 



 

208 

 

《商务统计(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9A1(中美合作国贸） 英文名称：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中美合作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Statistics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ntroduces students the 

concepts and best practices of stat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economy, and 

other data processing related fields. We learn statistic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Business examples, scenarios and exercises are discussed. We use Microsoft Excel 

as the main software application to conduct data management and calculation. The 

aim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apply statistics in their business career and real-world 

experiences.  

二、课程内容 (Teaching Objectives) 

1. The roles of Statistics in Decision Making 5 hours 

2.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5 hours  

3. Can describe data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5 hours 

4. Understand contingency and probability 5 hours 

5. Understand and use normal distribution. 5 hours 

6. Can explain central limit theorem 2 hours 

7. Perform hypotheses testing 5 hours 

8.  Perform one-way ANOVA test 5 hours 

9. Use linear regression to verify theories 5 hours 

10. Exam & Project Discussion: 6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roductory Business Statistics 

SENIOR CONTRIBUTING AUTHORS 

ALEXANDER HOLMES,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ARBARA 

ILLOWSKY, DE ANZA COLLEGE 

SUSAN DEAN, DE ANZ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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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x 

Rice University 

6100 Main Street MS-375 Houston, Texas 770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https://openstax.org/details/books/introductory-business-statistics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Exam (60%, 20% each exam） 

Group Presentation (4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铄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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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Days Topic & Assignment Objective Supported and Notes 

May 21 Monday Introduction & Chapter 1  1,2 

May 22 Tuesday Chapter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May 23 Wednesday Chapter 2 Exercise 2,3 

May 24 Thursday Exam 1 Review Session 10 

May 28 Monday Chapter 3 Probability 4 

May 29 Tuesday Chapter 3, Chapter 4 Discrete Random 4 

May 30 Wednesday Exam 1 and Chapter 4 Exercise  10 

May 31 Thursday Exam 2 Review Session Group Assignment Given 

June 4 Monday Chapter 6 Normal Distribution 5 

June 5 Tuesday Chapter 6 Exercise 5 

June 6 Wednesday 
Exam 2, Chapter 7 Central Limit 

Theorem 
6 

June 7 Thursday Review and Exam 3 10 

June 11 Monday 
Chapter 9, Chapter 10 Hypotheses 

Testing 
7 

June 12 Tuesday Chapter 11, Chapter 12 8, 9 

June 13 Wednesday Project Presentation  10 

June 14 Thursday Bonus Lecture Big Data: Human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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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1A1         英文名称：Bank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 

后续课程：公司信用管理、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商业银行的起源和发展、商业银行的性质和作用，学会商业

银行的外部组织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了解政府对银行业的实施监管的原因及

内容。 

目标 2：掌握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与管理，包括资本管理和负债管理。 

目标 3：掌握商业银行现金资产管理的目的和原则，存款准备金的管理制

度，贷款的种类、政策与程序，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的种类及区别，了解商业

银行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利率风险及其类型，中间业务产品的定价，电子

银行业务电费的风险管理及中国电子银行业务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4：掌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损益表等，了解银行的并购动机、

价值评估及效应，特别是银行经营的发展趋势及现代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二、课程内容 

(一) 商业银行概述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1.1 商业银行的起源和发展；商业银行的性质和作用  (1课时） 

1.2 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  (1课时） 

(二）商业银行资金来源业务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2.1银行资本的性质与作用，资本的构成，资本充足与银行稳健，资本的

筹集与管理 (2课时） 

2.2 存款的种类和构成，存款的定价，非存款性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负

债成本的管理，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分析 (2课时） 

(三）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0课时） 

3.1商业银行现金资产管理的目的和原则，存款准备金的管理，商业银行

的现金资产与流动性需求，银行流动性需求的预测，流动性需求与来源的协调

管理 (2课时） 

3.2 贷款的种类及组合，贷款政策与程序，贷款审查，贷款的质量评价，

问题贷款的发现和处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现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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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贷款的种类，对企业借款理由的分析，借款企业的信用分析，企

业贷款的定价 (2课时） 

3.4 个人贷款概述，个人贷款的信用评估，个人贷款定价，我国个人贷款

的发展 (2课时） 

3.5 个人住房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信用卡透支(2课时） 

3.6商业银行证券投资概述，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商业银行

证券投资的一般策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离与融合 (2课时） 

3.7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及其发展，利率风险及其类型，利率敏感

性缺口管理， 持续期缺口的衡量与管理，应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利率风险 

 (2课时） 

3.8中间业务概述，无风险/低风险类中间业务，不含期权期货性质风险类

中间业务，含期权期货性质风险类中间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定价 

 (2课时） 

3.9国际银行业概述，跨国银行的风险管理，国际结算业务，外汇买卖业

务， 国际信贷业务，国际银行业的监管 (2课时） 

3.10电子银行业务概述，主要的电子银行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电费的风险

管理， 中国电子银行业务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课时） 

(四）商业银行经营实务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损益表，银行的现金流量表，银行财务分

析的几种主要方法，银行的盈利能力分析 (2课时） 

4.2 银行的并购动机，银行并购的价值评估，银行大规模并购的效应，我

国银行并购的现状与发展 (2课时） 

4.3 现代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现代支付体系的发展趋势，银行经营的发

展趋势，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第四版）》，庄毓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顾金宏，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年 

2.《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实务》，马晓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 

3.《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陈静，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管理》，蔡则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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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 (10%）、课堂表现(10%)及作业等

(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其他知识点内容；考核既要注重基础理论与知识的考核，又应注重

理论与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考核主要内容包括：商业银行的性质和作用，银

行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存款的种类和构成，存款的定价，存款准备金的管理，贷

款的种类及组合，企业贷款的种类，个人贷款概述，个人贷款的信用评估，个

人贷款定价，个人住房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利率风险及其类型，跨国银

行的风险管理，国际结算业务，外汇买卖业务， 国际信贷业务，电子银行业务

电费的风险管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损益表，银行的现金流量表，现

代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洋  审核人：   韩 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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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商业银行

的起源和发展、商业

银行的性质和作用，

学会商业银行的外部

组织结构和内部组织

结构，了解政府对银

行业的实施监管的原

因及内容 

目标 2：

掌握商

业银行

资金来

源的业

务与管

理，包括

资本管

理和负

债管理。 

 

目标 3：掌握商业银行现金

资产管理的目的和原则，存

款准备金的管理制度，贷款

的种类、政策与程序，企业

贷款和个人贷款的种类及

区别，了解商业银行证券投

资的收益与风险，利率风险

及其类型，中间业务产品的

定价，电子银行业务电费的

风险管理及中国电子银行

业务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4：掌握

银行的资产

负债表，银行

的损益表等，

了解银行的

并购动机、价

值评估及效

应，特别是银

行经营的发

展趋势及现

代商业银行

面临的挑战。 

1.1 商业银行的起源和发展；商业银行

的性质和作用 
√    

1.2 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结构和内部

组织结构 
√    

2.1银行资本的性质与作用，资本的构

成，资本充足与银行稳健，资本的筹集

与管理 

 √   

2.2存款的种类和构成，存款的定价，

非存款性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负债成

本的管理，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分

析 

 √ √  

3.1 商业银行现金资产管理的目的和

原则，存款准备金的管理，商业银行的

现金资产与流动性需求，银行流动性需

求的预测，流动性需求与来源的协调管

理 

  √  

3.2 贷款的种类及组合，贷款政策与程

序，贷款审查，贷款的质量评价，问题

贷款的发现和处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

资产管理现状 

  √  

3.3 企业贷款的种类，对企业借款理由

的分析，借款企业的信用分析，企业贷

款的定价 

  √  

3.4 个人贷款概述，个人贷款的信用评

估，个人贷款定价，我国个人贷款的发

展 

  √  

3.5 个人住房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

款，个人经营贷款，信用卡透支 
  √  

3.6商业银行证券投资概述，商业银行

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商业银行证券

投资的一般策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

离与融合 

  √  

3.7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及其

发展，利率风险及其类型，利率敏感性

缺口管理， 持续期缺口的衡量与管理，

应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利率风险 

  √  

3.8 中间业务概述，无风险/低风险类

中间业务，不含期权期货性质风险类中

间业务， 含期权期货性质风险类中间

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定价 

  √  

3.9国际银行业概述，跨国银行的风险

管理，国际结算业务，外汇买卖业务， 

国际信贷业务，国际银行业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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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电子银行业务概述，主要的电子

银行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电费的风险管

理， 中国电子银行业务及其未来发展

趋势 

  √  

4.1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的损益

表，银行的现金流量表，银行财务分析

的几种主要方法，银行的盈利能力分析 

   √ 

4.2 银行的并购动机，银行并购的价值

评估，银行大规模并购的效应，我国银

行并购的现状与发展 

   √ 

4.3 现代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现代支

付体系的发展趋势，银行监管的发展趋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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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质量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2A1           英文名称：Design Quality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质量检验技术、可靠性工程 

后续课程：集成质量系统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设计质量管理概述，设计质量技术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目标 2：掌握设计开发质量管理的发展的开展方法； 

目标 3：掌握质量功能展开(QFD）、试验设计(DOE）、田口三次设计、创

新理论(TRIZ）、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的实施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设计开发质量管理概述  (6课时） 

1.1设计开发质量管理的发展与阶段 (2课时） 

1.2设计开发质量技术的开展的必要性与意义 (4课时） 

(二）质量功能展(QFD） (6课时） 

2.1质量功能展开(QFD）的产生背景与意义 (2课时） 

2.2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常见类型及各自的优缺点 (1课时） 

2.3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展开模型构建 (2课时） 

2.4 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分析与竞争力指标测算 (1课时） 

 (三）试验设计(DOE）与田口试验 (8课时） 

3.1 试验设计(DOE）与田口试验产生的背景与社会价值 (1课时） 

3.2试验设计(DOE）中因子选择、水平的定义 (1课时） 

3.3 全因子试验设计(DOE）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2课时） 

3.4 部分因子试验设计(DOE）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2课时） 

3.5 田口试验设计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2课时） 

(四）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 (6课时） 

4.1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的产生背景与意义 (1课时） 

4.2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开展的要求 (1课时） 

4.3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之框图构建与展开 (2课时） 

4.4 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的评审与管理 (2课时） 

(五）创新理论 TRIZ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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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创新理论(TRIZ）方法的简介 (2课时） 

5.2 创新理论(TRIZ）方法的开展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开发质量管理》 金春华等 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健壮设计指南》 邵家骏 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07 

《质量功能展开》邵家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试验设计与建模》方开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TRIZ进阶及实战 大道至简的发明方法》赵敏等 201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20%）、及考勤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计开发质量管

理的发展的开展方法、质量功能展开(QFD）、试验设计(DOE）、田口三次设

计、创新理论(TRIZ）、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的实施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孙  磊 审核人： 李  成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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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设计质

量管理概述，设计质

量技术的必要性与重

要性 

目标 2：掌握设计开

发质量管理的发展

的开展方法 

目标 3：掌握设计

质量工程技术的

实施方法 

1.1设计开发质量管理的发展与阶段 √   

1.2设计开发质量技术的开展的必要性与意义 √   

2.1质量功能展开(QFD）的产生背景与意义  √  

2.2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常见类型及各自的优缺点  √  

2.3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展开模型构建  √  

2.4 质量功能展开(QFD）的分析与竞争力指标测算   √ 

3.1 试验设计(DOE）与田口试验产生的背景与社会价值   √ 

3.2试验设计(DOE）中因子选择、水平的定义   √ 

3.3 全因子试验设计(DOE）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 

3.4 部分因子试验设计(DOE）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 

3.5 田口试验设计的开展步骤与软件操作   √ 

4.1 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的产生背景与意

义 
  √ 

4.2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开展的要求   √ 

4.3 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DFMEA）之框图构建与展

开 
  √ 

4.4 设计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 (DFMEA）的评审与管理   √ 

5.1 创新理论(TRIZ）方法的简介   √ 

5.2 创新理论(TRIZ）方法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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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规划与布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3A1       英文名称：Facilities Planning and System Layou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CAD/CAM 

后续课程：精益生产管理、工业工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制造系统和服务系统主要功能的需求定义、设施需求分析、

设施设计和方案的选择和评价。 

目标 2：掌握制造系统和服务系统选址各项数据收集与分析、备选场址

的选择与评价。 

目标 3：掌握制造系统和服务系统布置设计的经典方法和实际操作，特

别是定量化方法的转换与应用。 

目标 4：掌握制造系统和服务系统物流路线系统规划的目标和方法，合

理选择配套的系统设施与运行规则，并做一定的经济性分析。 

目标 5：初步具备以系统物流分析和系统布置设计为核心的规划与设计

的能力，包括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物流分析和评价从而提出有效改善方案的能

力，和依据实际条件规划与设计新系统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设施规划的需求定义 (12课时） 

1.1设施规划绪论。包括设施规划的定义、意义、目标和过程，举例介绍

规划不充分的反面例子。 (2课时） 

1.2产品、工艺过程和计划进度设计。包括产品设计、工艺过程设计等内

容。 (3课时） 

1.3流动、空间和作业关系分析。包括部门划分、作业关系及其引起的系

统流动模式的选择、空间需求分析等内容。 (3课时） 

1.4员工需求设计。包括员工与设施的分界点分析、员工所需的各项服务

性机构(办公室、膳食服务、医疗服务、无障碍设施等）的设计。 (4课时） 

(二）备选方案的策划与选择 (16课时） 

2.1物料搬运的设施设备与基本概念。 (4课时） 

2.2 系统化布置方法的步骤与应用。 (8课时） 

2.3方案评选的主要方法介绍。 (4课时） 



 

220 

(三）不同功能设施的规划设计与布局分析 (12课时） 

3.1制造系统，重点介绍柔性制造系统、准时制制造系统的规划设计。 

 (4课时） 

3.2仓库，重点介绍仓库的任务、功能及其对应的设施布置和作业模式。 

 (4课时） 

3.3医院、学校等服务设施的功能分析和布局方法。 (4课时） 

(四）课程大作业 (8课时） 

4.1 制造系统/服务系统平面布置问题大作业。 

4.2制造系统物料搬运系统设计大作业。 

4.3 制造系统/服务系统设施及设备系统设计大作业。 

以上内容选择其一进行系统需求定义、系统功能规划、布置设计、设备选

择与设计等内容，完成课程大作业，并进行展示。 

完成大作业 6课时，主要为课堂相关知识点讲解和答疑、进度控制。作业

展示为集中展示，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CAD软件画图规范和能力的提升。 

5.2方案评选时，进行必要的经济性分析，其中制造系统最新设施设备的

功能与定价，可自行上网搜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施规划》，周宏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设施规划》(原书第 3版），詹姆斯.汤普金斯、约翰.怀特等著，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8.01 

2. 《现代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戢守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大作业 (30%)及考勤、课堂表现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功能需求分

析、系统平面布置的方法和应用、搬运系统规划与设计、制造系统和仓库等不

同功能设施的规划设计要点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沈妙妙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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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制造

系统和服务系统

主要功能的需求

定义、设施需求分

析、设施设计和方

案的选择和评价 

目标 2：掌握制

造系统和服务

系统选址各项

数据收集与分

析、备选场址

的选择与评价 

目标 3：掌握制

造系统和服务系

统布置设计的经

典方法和实际操

作，特别是定量

化方法的转换与

应用 

目标 4:掌握制造/

服务系统物流路

线系统规划的目

标和方法，合理选

配系统设施与运

行规则，并做一定

的经济性分析 

目标 5：初步

具备以系统

物流分析和

系统布置设

计为核心的

规划与设计

的能力 

1.1设施规划绪论 √     

1.2 产品、工艺过程和计划

进度设计 
√     

1.3 流动、空间和作业关系

分析 
√     

1.4员工需求设计 √     

2.1 物料搬运的设施设备与

基本概念 
 √    

2.2 系统化布置方法的步骤

与应用 
  √   

2.3 方案评选的主要方法介

绍 
 √ √   

3.1 制造系统，重点介绍柔

性制造系统、准时制制造系

统的规划设计 

  √ √  

3.2 仓库，重点介绍仓库的

任务、功能及其对应的设施

布置和作业模式 

  √ √  

3.3 医院、学校等服务设施

的功能分析和布局方法 
  √ √  

4.1 制造系统/服务系统平

面布置问题大作业 
√ √ √ √ √ 

4.2 制造系统物料搬运系统

设计大作业 
√ √ √ √ √ 

4.3 制造系统/服务系统设

施及设备系统设计大作业 
√ √ √ √ √ 

5.1 CAD 软件画图规范和能

力的提升 
√ √ √ √ √ 

5.2 方案评选时，进行必要

的经济性分析 
√ √ √ √ √ 



 

222 

 

《审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7P1          英文名称：Aud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审计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准则、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理

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们的审计职业素质。 

目标 2、掌握能查会审的技巧，查账技巧、审计分析能力、审计风险识别

能力、审计工作协调和沟通能力以及审计方案的设计能力。 

目标 3、拥有审计风险意识和审计风险的应对能力，应有审计整体观念、

团队精神，树立正确的审计职业观。 

目标 4、能独立地进行审计判断和案例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 审计、鉴证与注册会计师职业模块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6学时） 

1. 了解审计与鉴证概论：其中包含审计与鉴证业务的产生和发展、审计的

概念和种类、鉴证业务的含义与类别、审计的动因与社会角色，以及审计的基

本的基本假设 

2. 了解注册会计师管理的相关理论：其中包含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介绍，会

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制。 

3. 掌握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准则：包含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概述、中国注

册会计师业务准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 

4. 掌握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包含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概述、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概念框架以及注册会计师对职

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具体应用。 

5. 掌握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包含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概述、外国注册会

计师的法律责任、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以及避免法律诉讼的对策。 

(二） 审计程序与审计技术模块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4学时） 

1. 掌握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2. 重点掌握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 

3. 了解风险评估的含义、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被审计的内部控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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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4. 风险应对:针对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

和进一步审计程序 

5. 了解审计抽样的技术应用 

6. 掌握审计报告的含义、种类和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三）交易循环审计模块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2课时） 

1.掌握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及其测试、主营业务收入的审计、应收

账款的审计、坏账准备的审计。 

2. 掌握购货与付款循环的审计 

3. 掌握生产与薪酬循环的审计 

4. 掌握筹资与投资循环的审计 

5. 掌握货币资金审计 

6、掌握特殊项目的审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审计》(第 5 版），刘明辉等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审计》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2、黄世忠主编，《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财务舞弊案剖析》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13.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 40%(考勤、作业）；期末考试(闭卷）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周萍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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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审计学

中的基本概念、基本

准则 

目标 2：掌握能查会

审的技巧，查账技

巧、审计分析能力 

目标 3：拥有审计风

险意识和审计风险

的应对能力 

目标 4:能独立地

进行审计判断和

案例分析 

1.1 审计与鉴证概论 √    

1.2注册会计师管理 √    

1.3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准则 √    

1.4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    

1.5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 √    

2.1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   

2.2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  √   

2.3风险评估  √   

2.4风险应对  √   

2.5审计抽样  √   

2.6审计报告  √  √ 

3.1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 √ √ √ 

3.2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 √ √ √ √ 

3.3生产与薪酬循环审计 √ √ √ √ 

3.4筹资与投资循环的审计 √ √ √ √ 

3.5 货币资金审计 √ √ √ √ 

3.6掌握特殊项目的审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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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与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04A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运筹学 

后续课程：精益生产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求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 (4 课时） 

1.1 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1 课时） 

1.2 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1 课时） 

1.3 供需协调。 (1 课时） 

1.4 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1 课时） 

(二）需求预测 (6 课时） 

2.1 预测。 (1 课时） 

2.2 定性预测方法。 (1 课时） 

2.3 定量预测方法。 (3 课时） 

2.4 预测误差与监控。 (1 课时） 

(三）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 (2 课时） 

3.1 引言。 (0.5 课时） 

3.2 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0.5 课时） 

3.3 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0.5 课时） 

3.4 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法。 (0.5 课时） 

(四）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 (4 课时） 

4.1 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1 课时） 

4.2 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1 课时） 

4.3 选址的评价方法。 (2 课时） 

(五）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 (4 课时） 

5.1 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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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1 课时） 

5.3 装配线平衡。 (1 课时） 

5.4 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1 课时） 

(六）综合生产计划 (4 课时） 

6.1 概述。 (0.5 课时） 

6.2 能力计划。 (1 课时）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0.5 课时）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1 课时）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1 课时） 

(七）独立需求库存控制 (8 课时） 

7.1 库存。 (1 课时） 

7.2 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4 课时） 

7.3 随机库存问题。 (3 课时） 

(八）物料需求计划(MRP）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4 课时） 

8.1 MRP 的原理。 (1 课时） 

8.2 MRP 系统。 (1.5 课时） 

8.3 MRPⅡ。 (0.5 课时） 

8.4 MRP 系统设计决策及应用中的技术问题。 (0.5 课时） 

8.5 企业资源计划。 (0.5 课时） 

(九）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 (12 课时） 

9.1 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2 课时） 

9.2 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4 课时） 

9.3 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4 课时） 

9.4 生产作业控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与运作管理》(第四版）陈荣秋、马士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生产计划与控制》(修订版），李怀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出勤(10%)及提问(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需求

预测、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综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B%B3%D7%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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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产计划、独立需求库存控制、物料需求计划(MRP）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吴斌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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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

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求

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1.1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   

1.2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   

1.3供需协调 √   

1.4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   

2.1预测 √   

2.2定性预测方法 √   

2.3定量预测方法 √   

2.4预测误差与监控 √   

3.1引言  √  

3.2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  

3.3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  

3.4 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

法 
 √  

4.1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  

4.2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  

4.3选址的评价方法  √  

5.1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  

5.2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  

5.3装配线平衡  √  

5.4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  

6.1概述   √ 

6.2 能力计划   √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 

7.1库存   √ 

7.2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 

7.3随机库存问题   √ 

8.1 MRP的原理   √ 

8.2 MRP系统   √ 

8.3 MRPⅡ   √ 

8.4 MRP 系统设计决策及应用中的技术

问题 
  √ 

8.5企业资源计划   √ 

9.1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 

9.2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 

9.3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 

9.4生产作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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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运作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86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运筹学 

后续课程：精益生产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求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 (3 课时） 

1.1 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1 课时） 

1.2 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1 课时） 

1.3 供需协调。 (0.5 课时） 

1.4 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0.5 课时） 

(二）需求预测 (3 课时） 

2.1 预测。 (0.5 课时） 

2.2 定性预测方法。 (0.5 课时） 

2.3 定量预测方法。 (1.5 课时） 

2.4 预测误差与监控。 (0.5 课时） 

(三）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 (2 课时） 

3.1 引言。 (0.5 课时） 

3.2 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0.5 课时） 

3.3 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0.5 课时） 

3.4 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法。 (0.5 课时） 

(四）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 (2 课时） 

4.1 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0.5 课时） 

4.2 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1 课时） 

4.3 选址的评价方法。 (0.5 课时） 

(五）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 (3 课时） 

5.1 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0.5 课时） 



 

230 

5.2 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1 课时） 

5.3 装配线平衡。 (1 课时） 

5.4 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0.5 课时） 

(六）综合生产计划 (3 课时） 

6.1 概述。 (0.5 课时） 

6.2 能力计划。 (0.5 课时）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0.5 课时）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1 课时）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0.5 课时） 

(七）独立需求库存控制 (6 课时） 

7.1 库存。 (1 课时） 

7.2 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3 课时） 

7.3 随机库存问题。 (2 课时） 

(八）物料需求计划(MRP）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3 课时） 

8.1 MRP 的原理。 (1 课时） 

8.2 MRP 系统。 (1.5 课时） 

8.3 MRPⅡ。 (0.5 课时） 

(九）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 (7 课时） 

9.1 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2 课时） 

9.2 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2 课时） 

9.3 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2 课时） 

9.4 生产作业控制。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与运作管理》(第四版）陈荣秋、马士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生产计划与控制》(修订版），李怀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 (20%）、出勤(10%)及提问(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需求

预测、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综

合生产计划、独立需求库存控制、物料需求计划 (MRP）与企业资源计划

(ERP）、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等。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B%B3%D7%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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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孙丽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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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

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

求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 

1.1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   

1.2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   

1.3供需协调 √   

1.4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   

2.1预测 √   

2.2定性预测方法 √   

2.3定量预测方法 √   

2.4预测误差与监控 √   

3.1引言  √  

3.2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  

3.3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  

3.4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法  √  

4.1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  

4.2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  

4.3选址的评价方法  √  

5.1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  

5.2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  

5.3装配线平衡  √  

5.4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  

6.1概述   √ 

6.2 能力计划   √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 

7.1库存   √ 

7.2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 

7.3随机库存问题   √ 

8.1 MRP的原理   √ 

8.2 MRP系统   √ 

8.3 MRPⅡ   √ 

8.4 MRP系统设计决策及应用中的技术问题   √ 

8.5企业资源计划   √ 

9.1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 

9.2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 

9.3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 

9.4生产作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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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探究(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8P1                英文名称：Inquiry into Life Scienc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非生物类文科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课程的教学使文科学生通过学习获得必要的现代生命科学基

础知识，认识人类自身。 

目标 2：了解生命科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了解现代生命科学的新发展及其

与人文科学交叉的趋势。 

目标 3：引导学生从人文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多个视角，综合不同的思

维模式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目标 4：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综合素质。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6课时） 

为什么要上《生命科学探究》课？  (1课时）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1课时） 

 生命科学向我们每个人走来  (2课时） 

 生命的元素组成  (2课时） 

第二章 组成生物体的大小分子 (7课时） 

 生物小分子与生物大分子的关系 (2课时）  

 生物小分子简介  (1课时） 

 生物大分子的形成  (2课时） 

 生物大分子的高级结构  (2课时） 

第三章 细胞的形态结构与新陈代谢 (9课时） 

 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2课时） 

 酶是生物催化剂  (2课时） 

 生命世界的能量源泉是太阳能  (1课时） 

 生物体主要从有机分子的氧化取得能量  (2课时） 

 生物体内有一个复杂的代谢网络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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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细胞的分裂、分化、衰老、死亡与癌变  (6课时） 

 细胞分裂 (1课时） 

 细胞分化，干细胞的研究进展和应用 (2课时）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2课时） 

 脱离正常轨道的细胞——癌细胞  (1课时） 

第五章 信息传递——生命的自我调控 (8课时） 

 细胞的信息传递 (2课时） 

 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 (1课时） 

 学习和记忆 (1课时） 

 激素系统的信息传递 (1课时） 

 免疫系统的信息传递 (2课时） 

 神经系统、激素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协同作用 (1课时） 

第六章 遗传与变异——生命特征的延续与发展 (8课时） 

 生物体内掌控遗传的因子——基因 (2课时） 

 基因的改变和生物的遗传变异 (2课时） 

 基因工程 (2课时） 

 基因组学 (2课时） 

第七章 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  (5课时） 

 生物的分类 (1课时）  

 郁郁葱葱的植物世界  (1课时）  

 灿烂多姿的动物世界 (1课时）  

 神奇的微生物王国 (1课时）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艰巨使命 (1课时）  

第八章 生态与环境——生命世界的和谐生存  (4课时） 

 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  (2课时） 

 人类活动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1课时）  

 改变观念，采取行动，保护生态与环境 (1课时）  

第九章 生命科学成为技术创新的源泉 (7课时） 

 生物技术——21世纪的高新科技与支柱产业 (1课时）  

 生物材料 (1课时）  

 仿生学 (1课时）  

 生物传感器 (1课时）  

 生物能源 (1课时）  

 海洋生物工程 (1课时）  

 发酵工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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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生物技术的发展和生命伦理学  (4课时） 

 什么是生命伦理学  (2课时） 

 生命伦理学的实质和基本原则 (1课时）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命科学导论》 (第三版）张惟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生命科学》 吴庆余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3、《The living world》Johnson&nbsp;George&nb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

版社,2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平时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70%。 

五、附件 

 

制定人： 魏苗菊 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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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

课程的教学使文

科学生通过学习

获得必要的现代

生命科学基础知

识，认识人类自

身。 

  

目标 2： 了

解生命科学研究

的思维模式，了

解现代生命科学

的新发展及其与

人文科学交叉的

趋势。 

 

目标 3： 引导学

生从人文社会科

学和生命科学的

多个视角，综合

不同的思维模式

讨论现代生命科

学发展带来的社

会和伦理问题。 

目标 4:

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自然

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增强

社会责任感，

提高综合素

质。 

1.1为什么要上《生命科学探究》课？ √ √ √ √ 

1.2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 √ √ √ 

1.3生命科学向我们每个人走来 √ √ √ √ 

1.4生命的元素组成 √    

2.1生物小分子与生物大分子的关系  √    

2.2生物小分子简介 √    

2.3生物大分子的形成  √    

2.4生物大分子的高级结构  √    

3.1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    

3.2酶是生物催化剂 √    

3.3生命世界的能量源泉是太阳能 √    

3．4生物体主要从有机分子的氧化取得能量  √    

3.5 生物体内有一个复杂的代谢网络 √    

4.1细胞分裂 √    

4.2细胞分化，干细胞的研究进展和应用。 √ √ √ √ 

4.3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 √ √ √ 

4.4脱离正常轨道的细胞——癌细胞 √ √   

5.1细胞的信息传递 √    

5.2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 √    

5.3学习和记忆 √ √   

5.4激素系统的信息传递 √    

5.5免疫系统的信息传递 √    

5.6神经系统、激素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协同作

用 
√ √   

6.1生物体内掌控遗传的因子——基因 √    

6.2基因的改变和生物的遗传变异 √   √ 

6.3基因工程 √ √ √ √ 

6.4基因组学 √   √ 

7.1生物的分类  √    

7.2郁郁葱葱的植物世界  √    

7.3灿烂多姿的动物世界 √    

7.4神奇的微生物王国 √    

7.5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艰巨使命 √   √ 

8.1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  √   √ 

8.2人类活动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 √ √ √ 

8.3改变观念，采取行动，保护生态与环境   √ √ 

9.1 生物技术——21 世纪的高新科技与支柱

产业 
√ √ √  

9.2生物材料  √ √ √ 

9.3仿生学  √ √ √ 

9.4生物传感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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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69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World Econom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机电产品贸易、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和特点，理解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些

重要经济现象，诸如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全球跨国公司

的发展以及购并现象，南南关系、南北关系以及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等等。 

目标 2：学会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各种现象，能够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目标 3：熟悉并理解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南

北差距扩大，世界贸易的不公平，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与发

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待遇密切相关，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和平发展是当

代世界主题的理解。 

目标 4：学会并养成追踪世界经济发展最新动态的好习惯，形成经济思维

的能力并能够利用经济思维及方法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形势形成较为合理的判

断。 

二、课程内容 

(一）世界经济的发展概论与世界经济的构成 (8课时） 

1.1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发展新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成因及主要表

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几种主要观点，新时期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2学时） 

1.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四种典型

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特征及其比较 (2学时） 

 1.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及经济战略；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导

向经济发展战略； (2学时） 

1.4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特征及其路径选择，两种转型路径的区别及其优

劣 (2学时）  

(二）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6课时） 

2.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和类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主要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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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代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与特点；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对当代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信息时代具有的经济特征，

知识经济的由来、含义、内容、特点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新经济及其形

成。 (2学时） 

2.3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的严重性；世界土地资源、农业资源以及能源资源

的一些相关问题；温室效应、森林砍伐、土地退化、酸雨等对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不利的环境问题；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相应的途径 (2学时）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及其演变；现代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的

发展走向；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2学时） 

3.2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内容；现代国际分工和现代国际贸易的发

展特征、格局及发展趋势，影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因素。 (2学时） 

3.3国际直接投资的含义、特点和类型，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观

点；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 (2学时） 

3.4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跨国公司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进

程；各种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跨国并购及其类型、市场优势以及立法规制； 

 (3学时） 

3.5风险投资及其意义；当今时代风险投资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国际主

要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投资的一般过程；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及风险状况。 

 (3学时） 

(四）世界经济发展前沿与热点 (6课时） 

4.1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升之间的影响关系；我国市场化经

济体制的改革路径；我国对外开放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地位，以及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借鉴。 (3学时） 

4．2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热点问题；世界经济热点问题产生的本质、成因

及其影响；世界经济最新动态的信息渠道和方法及其利用。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世界经济概论》 (第 2版），徐松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刘文革、王磊等，世界经济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 

2. 李秉强,世界经济概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3. 张幼文，世界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 沈明其,世界经济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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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不超过 4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平时测验及课堂表现、

考勤等，具体比例由任课教师确定。 

期末考核占比不超过 60%，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及特征，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区域经济一

体化，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风险投资，国际

贸易与国际分工，国际投资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曹玉娜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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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世界经

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和

特点，理解世界经济

发展中一些重要经济

现象，诸如当代科学

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

发展的影响，全球跨

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购

并现象，南南关系、

南北关系以及大国与

大国之间的关系等

等。 

目标 2：熟悉并理解世界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

问题，诸如贫富分化、南

北差距扩大，世界贸易的

不公平，金融危机、世界

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与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的不公平待遇密切相关，

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和平

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

理解。 

目标 3：学会

用经济学的

方法来认识、

分析和解决

世界经济发

展中出现的

各种现象，能

够深刻认识

科学技术在

世界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 

目标 4:学会并养

成追踪世界经济

发展最新动态的

好习惯，形成经

济思维的能力并

能够利用经济思

维及方法对当前

及未来经济形势

形成较为合理的

判断。 

1.1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特征 √ √ √ √ 

1.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 √ √ √ 

1.3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 √ √ √ √ 

1.4转型国家经济发展 √ √ √ √ 

2.1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影响 √ √ √ √ 

2.2 科技革命的内容特点及其对

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 √ 

2.3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 √ √ √ 

3.1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 √ √ √ 

3.2 国际贸易理论及其演变和应

用 
√ √ √ √ 

3.3国际投资及其发展阶段 √ √ √ √ 

3．4主要的国际投资理论及其应

用 
√ √ √ √ 

3.5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跨国公司 √ √ √ √ 

4.1世界经济发展前沿 √ √ √ √ 

4.2中国经济发展最新动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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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4A1        英文名称：Market Research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应用统计学 

后续课程：整合营销沟通、服务营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市场、市场调研、市场调研内容以及市场调研的作用。学

会分析市场以及市场环境的基本内容。 

目标 2：掌握市场调研方案的主要内容，熟悉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流程和

方法。了解市场调查总体方案的评价；掌握市场调查问题识别、主题如何确定，

确定调研目的。 

目标 3：掌握市场调查问卷设计的含义与问卷的格式、设计调查问卷的原

则和程序；掌握问卷询问技术的几种方式。掌握问卷问题的提出规则和询问技

巧。 

目标 4：掌握市场调查的常用方法：文案调查法、实地调查法、网络调查

法和抽样调查法等。掌握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的含义和特点；明确文案调查的

功能、特点、渠道和方法并了解文案调查体系的建立；掌握调查问卷的类型基

本内容、问卷设计的原则和程序、询问技术；了解观察法的技术和实验法调查

方案的设计；了解网络调查的特点、主要内容和网络调查的常用方法；掌握抽

样调查法的基本知识、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抽样误差的计算和控制及等距抽

样、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的计算方法。 

目标 5：掌握市场调查资料的整理、市场调查资料的分析。掌握调查资料

整理的含义、步骤与内容、市场调查资料整理的基本方法。  

目标 6：掌握市场调研报告的结构、内容和撰写步骤。如何撰写一份高质

量的调研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与市场调查概述 (2课时） 

1.1市场与市场调查的含义、特点和分类、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关系 

1.2市场调查的一般原则；了解市场调查的类型和市场调查内容；了解市

场调查机构的主要类型和市场调查人员应有的素质。 

(二）市场调查方案设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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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市场调查总体方案设计的含义、基本内容和方法 (2课时） 

2.2市场调查总体方案的评价 

2.3调研问题识别和调研主题确定 (2课时） 

(三）问卷调查技术 (4课时） 

3.1问卷调查的含义与类型 (2课时） 

3.2问卷主题、结构、和问题设计技巧 (2课时） 

3.3问卷数据录入 

(四）市场调查方法选择 (12课时） 

4.1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的含义和特点 (2课时） 

4.2文案调查的功能、特点、渠道和方法并了解文案调查体系的建立 

 (2课时） 

4.3观察法的技术和实验法调查方案的设计 (4课时） 

4.4网络调查的特点、主要内容和网络调查的常用方法 (2课时） 

4.5抽样调查法的基本知识、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抽样误差的计算和控

制及等距抽样、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的计算方法。 (4课时） 

(五）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 (6课时） 

5.1调查资料整理的含义、步骤与内容、市场调查资料整理的基本方法 

 (2课时） 

5.2相对程度分析、交叉列表分析和集中与离散分析的方法 (2课时） 

5.3市场调研报告的结构、内容和撰写步骤。 (2课时） 

(六）调研报告撰写：主要包括:调研报告结构、内容和步骤。 (2课时） 

(七）市场调查预测：了解几种常用预测方法。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 

 (2课时） 

(八）学期项目调研：具体包括：现象-问题-调研主题-调研设计-实施-录

入-数据整理分析-报告撰写等 (1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调研与预测》第四版，陈启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统计预测与决策》，徐国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2、《市场调查与预测》，刘利兰，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市场调研宝典》，张飘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4、问卷星、市场调查等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调研项目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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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学期项目调研项目占比 30%，团队考核。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或者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为课程主要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雷岁江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244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单市场、

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内容以及

市场调研

的作用。学

会分析市

场以及市

场环境的

基本内容。 

 

目标 2：掌握市场

调研方案的主要

内容，熟悉市场

调研方案的设计

流程和方法。了

解市场调查总体

方案的评价；掌

握市场调查问题

识别、主题如何

确定，确定调研

目的。 

目标 3：掌握

市场调查问卷

设计的含义与

问卷的格式、

设计调查问卷

的原则和程

序；掌握问卷

询问技术的几

种方式。掌握

问卷问题的提

出规则和询问

技巧。 

 

目标 4：

掌握市场

调查的常

用方法：

文案调查

法、实地

调查法、

网络调查

法和抽样

调查法

等。 

目标 5：掌握市

场调查资料的

整理、市场调查

资料的分析。掌

握调查资料整

理的含义、步骤

与内容、市场调

查资料整理的

基本方法。 

目标 6：

掌握市场

调研报告

的结构、

内容和撰

写步骤。

如何撰写

一份高质

量的调研

报告。熟

悉简单的

市场预测

方法。 

1.1 市场与市场调查的含

义、特点和分类、市场调查

和市场预测的关系 

√    √ √ 

1.2市场调查的一般原则；

市场调查的类型和市场调

查内容；市场调查机构的主

要类型和市场调查人员应

有的素质。 

√ √  √   

2.1 市场调查总体方案设

计的含义、基本内容和方法 
 √    √ 

2.2 市场调查总体方案的

评价 
 √    √ 

2.3 调研问题识别和调研

主题确定 
 √ √   √ 

3.1 问卷调查的含义与类

型 
  √   √ 

3.2问卷主题、结构、和问

题设计技巧 
  √    

3.3问卷数据录入   √ √   

4.1 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

的含义和特点 
   √   

4.2 文案调查的功能、特

点、渠道和方法并了解文案

调查体系的建立 

   √   

4.3 观察法的技术和实验

法调查方案的设计 
   √   

4.4网络调查的特点、主要

内容和网络调查的常用方

法 

   √   

4.5 抽样调查法的基本知

识、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

抽样误差的计算和控制及

等距抽样、整群抽样和分层

抽样的计算方法。 

   √  √ 

5.1调查资料整理的含义、

步骤与内容、市场调查资料

整理的基本方法 

    √ √ 

5.2相对程度分析、交叉列

表分析和集中与离散分析

的方法；指数分析的方法 

    √ √ 

5.3市场调研报告的结构、

内容和撰写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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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调研报告撰写：主要

包括:调研报告结构、内容

和步骤。 

     √ 

(七）市场调查预测：了解

几种常用预测方法。回归分

析、相关分析等。 

     √ 

(八）学期项目调研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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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68A1        英文名称：MarketResearch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应用统计学 

后续课程：整合营销沟通、服务营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市场、市场调研、市场调研内容以及市场调研的作用。学

会分析市场以及市场环境的基本内容。 

目标 2：掌握市场调研方案的主要内容，熟悉市场调研方案的设计流程和

方法。了解市场调查总体方案的评价；掌握市场调查问题识别、主题如何确定，

确定调研目的。 

目标 3：掌握市场调查问卷设计的含义与问卷的格式、设计调查问卷的原

则和程序；掌握问卷询问技术的几种方式。掌握问卷问题的提出规则和询问技

巧。 

目标 4：掌握市场调查的常用方法：文案调查法、实地调查法、网络调查

法和抽样调查法等。掌握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的含义和特点；明确文案调查的

功能、特点、渠道和方法并了解文案调查体系的建立；掌握调查问卷的类型基

本内容、问卷设计的原则和程序、询问技术；了解观察法的技术和实验法调查

方案的设计；了解网络调查的特点、主要内容和网络调查的常用方法；掌握抽

样调查法的基本知识、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抽样误差的计算和控制及等距抽

样、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的计算方法。 

目标 5：掌握市场调查资料的整理、市场调查资料的分析。掌握调查资料

整理的含义、步骤与内容、市场调查资料整理的基本方法。  

目标 6：掌握市场调研报告的结构、内容和撰写步骤。如何撰写一份高质

量的调研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与市场调查概述 (2课时） 

1.1市场与市场调查的含义、特点和分类、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关系 

1.2市场调查的一般原则；了解市场调查的类型和市场调查内容；了解市

场调查机构的主要类型和市场调查人员应有的素质。 

(二）市场调查方案设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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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市场调查总体方案设计的含义、基本内容和方法 (2课时） 

2.2市场调查总体方案的评价 

2.3调研问题识别和调研主题确定 (2课时） 

(三）问卷调查技术 (4课时） 

3.1问卷调查的含义与类型 (2课时） 

3.2问卷主题、结构、和问题设计技巧 (2课时） 

3.3问卷数据录入 

(四）市场调查方法选择 (12课时） 

4.1常用的市场调查方法的含义和特点 (2课时） 

4.2文案调查的功能、特点、渠道和方法并了解文案调查体系的建立 

 (2课时） 

4.3观察法的技术和实验法调查方案的设计 (4课时） 

4.4网络调查的特点、主要内容和网络调查的常用方法 (2课时） 

4.5抽样调查法的基本知识、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抽样误差的计算和控

制及等距抽样、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的计算方法。 (4课时） 

(五）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 (6课时） 

5.1调查资料整理的含义、步骤与内容、市场调查资料整理的基本方法 

 (2课时） 

5.2相对程度分析、交叉列表分析和集中与离散分析的方法 (2课时） 

5.3市场调研报告的结构、内容和撰写步骤。 (2课时） 

(六）调研报告撰写：主要包括:调研报告结构、内容和步骤。 (2课时） 

(七）市场调查预测：了解几种常用预测方法。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 

 (2课时） 

(八）学期项目调研：具体包括：现象-问题-调研主题-调研设计-实施-录

入-数据整理分析-报告撰写等 (1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调研与预测》第四版，陈启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统计预测与决策》，徐国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2、《市场调查与预测》，刘利兰，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市场调研宝典》，张飘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4、问卷星、市场调查等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调研项目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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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学期项目调研项目占比 30%，团队考核。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或者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为课程主要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雷岁江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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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

市场、市场调

研、市场调研内

容以及市场调

研的作用。学会

分析市场以及

市场环境的基

本内容。 

 

目标 2：掌握市

场调研方案的

主要内容，熟悉

市场调研方案

的设计流程和

方法。了解市场

调查总体方案

的评价；掌握市

场调查问题识

别、主题如何确

定，确定调研目

的。: 

目标 3：掌握

市场调查问

卷设计的含

义与问卷的

格式、设计调

查问卷的原

则和程序；掌

握问卷询问

技术的几种

方式。掌握问

卷问题的提

出规则和询

问技巧。 

目标 4：掌

握市场调查

的常用方

法：文案调

查法、实地

调查法、网

络调查法和

抽样调查法

等。 

目标 5：掌握市

场调查资料的

整理、市场调

查资料的分

析。掌握调查

资料整理的含

义、步骤与内

容、市场调查

资料整理的基

本方法。 

目标 6：掌

握市场调研

报告的结

构、内容和

撰写步骤。

如何撰写一

份高质量的

调研报告。

熟悉简单的

市场预测方

法。 

 

1.1 市场与市场调查

的含义、特点和分类、

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

的关系 

√    √ √ 

1.2 市场调查的一般

原则；市场调查的类

型和市场调查内容；

市场调查机构的主要

类型和市场调查人员

应有的素质。 

√ √  √   

2.1 市场调查总体方

案设计的含义、基本

内容和方法 

 

 √    √ 

2.2 市场调查总体方

案的评价 
 √    √ 

2.3 调研问题识别和

调研主题确定 
 √ √   √ 

3.1 问卷调查的含义

与类型 
  √   √ 

3.2问卷主题、结构、

和问题设计技巧 
  √    

3.3问卷数据录入   √ √   

4.1 常用的市场调查

方法的含义和特点 
   √   

4.2 文案调查的功

能、特点、渠道和方

法并了解文案调查体

系的建立 

   √   

4.3 观察法的技术和

实验法调查方案的设

计 

   √   

4.4 网络调查的特

点、主要内容和网络

调查的常用方法 

   √   

4.5 抽样调查法的基

本知识、抽样调查样

本的选取、抽样误差

的计算和控制及等距

抽样、整群抽样和分

层抽样的计算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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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调查资料整理的

含义、步骤与内容、

市场调查资料整理的

基本方法 

    √ √ 

5.2 相对程度分析、

交叉列表分析和集中

与离散分析的方法；

指数分析的方法 

    √ √ 

5.3 市场调研报告的

结构、内容和撰写步

骤。 

    √  

(六）调研报告撰写：

主要包括:调研报告

结构、内容和步骤。 

     √ 

(七）市场调查预测：

了解几种常用预测方

法。回归分析、相关

分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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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6P1       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Marke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非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理念。 

目标 2：掌握市场环境分析、消费者分析和竞争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市场调研的过程和方法。 

目标 4：掌握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战略及其方法。 

目标 5：掌握产品、价格、分销和促销的营销组合策略及其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营销基本理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变过程。 (1课时）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2课时） 

1.3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场营销管理。 (2课时） 

(二）市场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1课时）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1课时） 

2.3 市场调研。 (2课时） 

2.4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分析：消费者市场的概念及特征、影响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与决策过程。 (2课时） 

2.5组织市场分析：组织市场的概念和类型、产业市场购买行为、中间商

市场购买行为、政府市场购买行为。 (1课时） 

(三）市场营销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标准和细分方法。 (2课时） 

3.2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响因素。 (1课时） 

3.3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及方法。 (0.5课时） 

3.4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析。 (1课时）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 (0.5） 

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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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新产品开发战略 (0.5） 

(四）市场营销策略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产品与服务策略：产品整体概念、产品组合决策，产品市场生命周期

与营销策略，服务市场营销策略。 (3课时） 

4.2品牌策略：品牌概念及作用、品牌资产、品牌策略的主要类型。 

 (1课时） 

4.3价格策略：营销定价的概念与影响营销定价的因素，企业定价目标与

定价方法，价格适应与调整。 (2课时） 

4.4分销策略：分销渠道的职能与类型、分销渠道策略，批发商与零售商。

 (2课时） 

4.5沟通与促销策略：促销的本质与促销组合、人员推销策略、广告策略、

公共关系策略、销售促进策略。 (2课时） 

(五）机动、考试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营销学通论》(第 7版），郭国庆  钱明辉  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7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营销管理》(第十四版），菲利普·科特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市场营销学》(第四版），吴健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评定最终成绩。 

平时(包括作业、交流、回答问题、出勤、课堂纪律情况等）(40%-60%） 

期末考试(60％-40%） 

五、附件 

 

制定人： 武文珍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25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

握现代市场营销

理念 

目标 2：掌握市

场环境分析、消

费者分析和竞争

分析的内容和方

法 

目标 3：掌握市

场调研的过程和

方法 

目标 4:掌握市

场细分、目标

市场选择和市

场定位战略及

其方法 

目标 5：掌握产

品、价格、分

销和促销的营

销组合策略及

其应用 

1.1 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

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

变过程 

√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     

1.3 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

场营销管理 
√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    

2.3市场调研   √ √ √ 

2.4 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

分析 
 √    

2.5组织市场分析  √    

3.1 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

标准和细分方法 
   √  

3.2 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

响因素 
   √  

3.3 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

及方法 
   √  

3.4 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

析 
 √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

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

集聚战略 

 √    

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    

3.7新产品开发战     √ 

4.1产品与服务策略     √ 

4.2品牌策略     √ 

4.3价格策略     √ 

4.4分销策略     √ 

4.5沟通与促销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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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6B1       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Market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市场调研、营销战略、广告学、零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理念。 

目标 2：掌握市场营销环境分析、消费者分析以及竞争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以及市场定位战略知识。 

目标 4：掌握产品、价格、分销和促销的营销组合策略及其应用。 

目标 5：能够在给定的市场环境下，做出营销战略分析和营销策略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营销基本理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变过程。 (2课时）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 4课时） 

1.3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场营销管理。 (2课时） 

作业交流与讨论(案例分析）  (2课时）   

(二）市场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2课时）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1课时） 

2.3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分析：消费者市场的概念及特征、影响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与决策过程。 (4课时） 

2.4组织市场分析：组织市场的概念和类型、产业市场购买行为、中间商

市场购买行为、政府市场购买行为。 (3课时） 

(三）市场营销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标准和细分方法。 (2课时） 

3.2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响因素。 (2课时） 

3.3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及方法。 (2课时） 

3.4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析。 (2课时）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1课时） 

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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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新产品开发战略 (2课时） 

作业交流与讨论 (案例分析） (2课时） 

(四）市场营销策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4.1 产品与服务策略：产品整体概念、产品组合决策，产品市场生命周期

与营销策略，服务市场营销策略。 (6课时） 

4.2品牌策略：品牌概念及作用、品牌资产、品牌策略的主要类型。 

 (4课时） 

4.3价格策略：营销定价的概念与影响因素，企业定价目标与定价方法，

价格适应与调整。 (4课时） 

4.4分销策略：分销渠道的职能与类型、分销渠道策略。 (4课时） 

4.5沟通与促销策略：促销的本质与促销组合、人员推销策略、广告策略、

公共关系策略、销售促进策略。  (4课时） 

作业交流与讨论 (案例分析） (2课时） 

(五）市场营销新动向 (2课时） 

5.1市场营销新动向 

(六）课程总结、机动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营销学通论》(第 7版），郭国庆  钱明辉  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7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营销管理》(第十四版），菲利普·科特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市场营销学》(第四版），吴健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评定最终成绩。 

平时(包括作业、交流、回答问题、出勤、课堂纪律情况等）(40%） 

期末考试(6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梅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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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

握现代市场营销

理念 

目标 2：掌握市

场营销环境分

析、消费者分析

和竞争分析的内

容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市

场细分、目标市

场选择和市场定

位战略及其方法 

目标 4:掌握产

品、价格、分

销和促销的营

销组合策略及

其应用 

目标 5：能够在

给定的市场环

境下，做出营

销战略分析和

营销策略分析 

1.1 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

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

变过程 

√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    √ 

1.3 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

场营销管理 
√    √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   √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   √ 

2.3 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

分析 
 √   √ 

2.4组织市场分析  √   √ 

3.1 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

标准和细分方法 
  √  √ 

3.2 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

响因素 
  √  √ 

3.3 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

及方法 
  √  √ 

3.4 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

析 
 √  √ √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

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

集聚战略 

 √  √ √ 

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   √ 

3.7新产品开发战    √  

4.1产品与服务策略    √ √ 

4.2品牌策略    √ √ 

4.3价格策略    √ √ 

4.4分销策略    √ √ 

4.5沟通与促销策略    √ √ 

5.1市场营销新动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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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69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Market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市场调研、营销战略、广告学、零售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理念。 

目标 2：掌握市场环境分析、消费者分析和竞争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战略及其方法。 

目标 4：掌握产品、价格、分销和促销的营销组合策略及其应用。 

目标 5：能够在给定的市场环境下，做出营销战略分析和营销策略制定。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营销基本理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变过程。 (2课时）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2课时） 

1.3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场营销管理。 (2课时） 

(二）市场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2课时）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2课时） 

2.3 市场环境分析案例分析 (2课时） 

2.4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分析：消费者市场的概念及特征、影响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与决策过程 (4课时） 

2.5组织市场分析：组织市场的概念和类型、产业市场购买行为、中间商

市场购买行为、政府市场购买行为。 (2课时） 

2.6消费者行为案例分析。 (2课时） 

(三）市场营销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标准和细分方法。 (2课时） 

3.2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响因素。 (2课时） 

3.3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及方法。 (2课时） 

3.4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析。 (1课时）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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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1课时） 

3.7新产品开发战略 (2课时） 

3.8目标市场战略、竞争战略案例分析。 (4课时） 

(四）市场营销策略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4.1 产品与服务策略：产品整体概念、产品组合决策，产品市场生命周期

与营销策略，服务市场营销策略。 (6课时） 

4.2品牌策略：品牌概念及作用、品牌资产、品牌策略的主要类型。(2课时） 

4.3价格策略：营销定价的概念与影响营销定价的因素，企业定价目标与

定价方法，价格适应与调整。 (4课时） 

4.4分销策略：分销渠道的职能与类型、分销渠道策略，批发商与零售商。

 (4课时） 

4.5沟通与促销策略：促销的本质与促销组合、人员推销策略、广告策略、

公共关系策略、销售促进策略。 (4课时） 

4.6市场营销策略案例分析及策划。 (4课时） 

(五）市场营销管理新动向 (2课时） 

5.1 市场营销发展新动向 

(六）机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营销学通论》(第 7版），郭国庆  钱明辉  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7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营销管理》(第十四版），菲利普·科特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市场营销学》(第四版），吴健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 

3.《中国经营报》：http://www.cb.com.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案例讨论 (30%）、平时测验(20%)

及考勤(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的一至

四模块。 

五、附件 

 

制定人：  武文珍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www.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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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

握现代市场营销

理念 

目标 2：掌握市

场环境分析、消

费者分析和竞争

分析的内容和方

法 

目标 3：掌握市

场细分、目标市

场选择和市场定

位战略及其方法 

目标 4:掌握产

品、价格、分

销和促销的营

销组合策略及

其应用 

目标 5：能够在

给定的市场环

境下，做出营

销战略分析和

营销策略制定 

1.1 市场营销的内涵、核心

概念、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演

变过程 

√     

1.2市场营销观念的演变。 √     

1.3 市场营销战略计划及市

场营销管理 
√     

2.1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    

2.2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    

2.3市场环境分析案例分析  √   √ 

2.4 消费者市场及购买行为

分析 
 √    

2.5组织市场分析  √    

2.6消费者行为案例分析  √   √ 

3.1 市场细分的依据、细分

标准和细分方法 
  √   

3.2 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及影

响因素 
  √   

3.3 市场定位的步骤、依据

及方法 
  √   

3.4 竞争者识别与竞争者分

析 
 √    

3.5 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

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

集聚战略 

 √    

3.6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    

3.7新产品开发战    √  

3.8 目标市场战略、竞争战

略案例分析 
 √ √  √ 

4.1产品与服务策略    √  

4.2品牌策略    √  

4.3价格策略    √  

4.4分销策略    √  

4.5沟通与促销策略    √  

4.6 市场营销策略案例分析

及策划 
√ √ √ √ √ 

5.1市场营销发展新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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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6BA         英文名称：The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国际营销学、国际商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学的外延和内涵； 

目标 2： 掌握市场营销学涉及的各个概念和理论的含义； 

目标 3： 掌握当今市场营销的着重点和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Part 1）DEFINING MARKETING AND THE MAKETING PROCESS (6课时） 

Chapter1  Marketing: Creating and Capturing Customer Value(2课时） 

1.1 What is Marketing? 

1.2 Understanding the Marketing and Customer Needs 

1.3 Designing a Customer-Driven Marketing Strategy 

1.4 Preparing an Integrated Marketing Plan and Program 

1.5 Build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1.6 Capturing Value from Customers 

1.7 The Changing Marketing Landscape 

Chapter 2 Company and Marketing Strategy: Partnering to Buil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4课时） 

2.1 Company-Wide Strategic Planning: Defining Marketing's Role 

2.2 Designing the Business Portfolio 

2.3 Planning Marketing: Partnering to Buil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2.4 Marketing Strategy and the Marketing Mix 

2.5 Managing the Marketing Effort 

2.6 Measuring and Managing Return on Marketing Investment 

(Part 2）UNDERSTANDING THE MARKETPLACE AND CONSUMERS 

 (12课时） 

Chapter 3 Analyzing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5课时） 

3.1 The Micr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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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he Macro-environment 

Chapter 4 Manag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to Gain Customer Insight

 (3课时） 

4.1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Customer Insight 

4.2 Assess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Needs 

4.3 Develop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4.4 Marketing Research 

4.5 Analyzing and Us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4.6 Oth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s 

Chapter 5 Understanding Consumer and Business Buyer Behavior 

 (4课时） 

5.1 Consumer Markets Consumer Buyer Behavior 

5.2 The Buyer Decision Process 

5.3 The Buyer Decision Process for New Product 

5.4 Business Markets and Business Buyer Behavior 

(Part 3）DESIGNING A CUSTOMER-DRIVEN STRATEGY (24课时） 

Chapter 6 Customer-Driven Marketing Strategy (2课时） 

6.1 Market Segmentation 

6.2 Marketing Targeting 

6.3 Differentiation and Position 

Chapter 7 Products, Service, and Brands: Building Customer Value 

 (3课时） 

7.1 What is a Product? 

7.2 Product and Service Decision 

7.3 Services Marketing  

7.4 Branding Strategy: Building Strong Brands 

Chapter 8 Developing New Products and Managing (3课时） 

8.1 New-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8.2 The New-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8.3 Managing New-Product Development 

8.4 Product Life-Cycle Strategies 

8.5 Additional Product and Service Considerations 

Chapter 9 Pricing: Understanding  and Capturing Customer Value 

 (4课时） 

9.1 What is a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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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Major Pricing Strategies 

9.3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Price 

Decision 

9.4 New-Product Pricing Strategies 

9.5 Product Mix Pricing Strategies 

9.6 Price Adjustment Strategies 

9.7 Price Changes 

9.8 Public Policy and Pricing 

Chapter 10 Marketing Channels: Delivering Customer Value (3课时） 

10.1 Supply Chain and the Value Delivery Network 

10.2 The Nature and Important of Marketing Channels 

10.3 Channel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4 Channel Design Decision 

10.5 Channel Management Decision 

10.6 Public Policy and Distribution Decisions 

10.7 Marketin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hapter 11 Retailing and Wholesaling (2课时） 

11.1 Retailing 

11.2 Wholesaling 

Chapter 12 Communicating Customer Value: Advertising and Public 

 (3课时） 

12.1 The Promotion Mix 

12.2 Shaping the Overall Promotion Mix 

12.3 Advertising  

12.4 Public Relations 

Chapter 13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Promotion (2课时） 

13.1 Personal Selling 

13.2 Managing the Sales Force 

13.3 The Personal Selling Process 

13.4 Sales Promotion 

Chapter 14 Direct and Online Marketing: Building Direct Customer 

Relationships (2课时） 

14.1 The New Direct Marketing Model 

14.2 Growth and Benefits of Direct Marketing 

14.3 Customer Databases and Direc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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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Forms of Direct Marketing 

14.5 Online Marketing 

14.6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Direct Marketing 

(Part 4）EXTENDING MARKETING (6课时） 

Chapter 15 The Global Marketplace (3课时） 

15.1 Global Marketing Today 

15.2 Looking at the Global Marketing Environment 

15.3 Deciding Which Markets to Enter 

15.4 Deciding How to Enter the Market 

15.5 Deciding on the Global Marketing Program  

15.6 Deciding on the Global Marketing Organization 

Chapter 16 Sustainable Marke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3课时） 

16.1 Sustainable Marketing 

16.2 Social Criticisms of Marketing 

16.3 Consumer Ac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Marketing 

16.4 Business Actions toward Sustainable Marketing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市场营销学》(英文版 第 11版）加里.阿姆斯特朗 (Gary Armstrong）,

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著， 王永贵 改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经济学人系列：市场营销 英文原版 The Economist: Marketing: A 

Guide to the Fundamentals》， Patrick Forsyth著，Economist Books出版

社，2009年 08月 

2. 《市场营销原理》(亚洲版)(英文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09 月 

3. 《市场营销原理 (清华营销学系列英文版教材)》(第 12版)， 加里.阿

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20%)、案例分析(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试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DEFINING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Patrick&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Forsyth&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Economist+Books&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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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AND THE MAKETING PROCESS、UNDERSTANDING THE 

MARKETPLACE AND CONSUMERS、DESIGNING A CUSTOMER-DRIVEN 

STRATEGY、EXTENDING MARKETING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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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

学的外延和内涵  

目标 2：掌握市场营

销学涉及的各个概念

和理论的含义 

目标 3：掌握当今市

场营销的着重点和新

发展 

1.1 What is Marketing? √ √ √ 

1.2 Understanding the Marketing and 

Customer Needs 
 √ √ 

1.3 Designing a Customer-Driven Marketing 

Strategy 
√  √ 

1.4 Preparing an Integrated Marketing Plan 

and Program 
√  √ 

1.5 Build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 

1.6 Capturing Value from Customers  √ √ 

2.1 Company-Wide Strategic Planning: 

Defining Marketing's Role 
 √ √ 

2.2 Designing the Business Portfolio √ √  

2.3 Planning Marketing: Partnering to Buil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  

2.4 Marketing Strategy and the Marketing Mix √ √ √ 

2.5 Managing the Marketing Effort √ √  

2.6 Measuring and Managing Return on 

Marketing Investment 
 √  

3.1 The Micro-environment √ √ √ 

3.2 The Macro-environment √ √ √ 

4.1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Customer 

Insight 
√ √ √ 

4.2 Assess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Needs  √  

4.3 Develop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  

4.4 Marketing Research √ √ √ 

4.5 Analyzing and Us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 

4.6 Oth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s 
  √ 

5.1 Consumer Markets Consumer Buyer 

Behavior 
 √ √ 

5.2 The Buyer Decision Process √ √  

5.3 The Buyer Decision Process for New 

Product 
 √  

5.4 Business Markets and Business Buyer 

Behavior 
 √  

6.1 Market Segmentation    

6.2 Marketing Targeting √ √  

6.3 Differentiation and Position  √  

7.1 What is a Product? √ √ √ 

7.2 Product and Service Decision √ √  

7.3 Services Market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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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randing Strategy: Building Strong 

Brands 
 √  

8.1 New-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 √ √ 

8.2 The New-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 √  

8.3 Managing New-Product Development √ √  

8.4 Product Life-Cycle Strategies √ √  

8.5 Additional Product and Service 

Considerations 
 √ √ 

9.1 What is a Price? √ √ √ 

9.2 Major Pricing Strategies  √  

9.3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Price Decision 
  √ 

9.4 New-Product Pricing Strategies  √ √ 

9.5 Product Mix Pricing Strategies  √ √ 

9.6 Price Adjustment Strategies   √ 

9.7 Price Changes   √ 

9.8 Public Policy and Pricing  √ √ 

10.1 Supply Chain and the Value Delivery 

Network 
√ √ √ 

10.2 The Nature and Important of Marketing 

Channels 
√ √  

10.3 Channel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  

10.4 Channel Design Decision  √ √ 

10.5 Channel Management Decision  √ √ 

10.6 Public Policy and Distribution 

Decisions 
 √ √ 

10.7 Marketin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 

11.1 Retailing √  √ 

11.2 Wholesaling √   

12.1 The Promotion Mix √  √ 

12.2 Shaping the Overall Promotion Mix  √ √ 

12.3 Advertising   √ √ 

12.4 Public Relations  √ √ 

13.1 Personal Selling √  √ 

13.2 Managing the Sales Force √   

13.3 The Personal Selling Process √   

13.4 Sales Promotion  √ √ 

14.1 The New Direct Marketing Model √ √ √ 

14.2 Growth and Benefits of Direct Marketing √ √  

14.3 Customer Databases and Direct 

Marketing 
 √ √ 

14.4 Forms of Direct 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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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Online Marketing √ √ √ 

14.6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Direct 

Marketing 
 √  

15.1 Global Marketing Today √ √ √ 

15.2 Looking at the Global Marketing 

Environment 
 √  

15.3 Deciding Which Markets to Enter  √  

15.4 Deciding How to Enter the Market  √  

15.5 Deciding on the Global Marketing 

Program  
 √  

15.6 Deciding on the Global Marketing 

Organization 
   

16.1 Sustainable Marketing √ √ √ 

16.2 Social Criticisms of Marketing  √ √ 

16.3 Consumer Ac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Marketing 
 √ √ 

16.4 Business Actions toward Sustainable 

Market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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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8A1       英文名称：Database and Practi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财务报表分析、管理信息系统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有数据库系统的基础知识。 

目标 2：基本了解面向对象的概念。 

目标 3：掌握关系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目标 4：掌握数据库程序设计方法。 

目标 5：能够使用 VISUAL FOXPRO 建立一个小型数据库应用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VISUAL FOXPRO基础知识 (6课时） 

1.1基本概念。 (2课时） 

1.2关系数据库。 (2课时） 

1.3VISUAL FOXPRO系统特点与工作方式。 (2课时） 

1.4VISUAL FOXPRO的基本数据元素 

(二）VISUAL FOXPRO数据库的基本操作 (16课时） 

2.1数据库和表的建立、修改与有效性检验。 (2课时） 

2.2多表操作 (2课时） 

2.3建立视图与数据查询 (2课时） 

(三）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 (16课时） 

3.1SQL的数据定义功能。 (2课时） 

3.2SQL的数据修改功能。 (2课时） 

3.3SQL的数据查询功能。 (2课时） 

(四）项目管理器、设计器和向导的使用 (24课时） 

4.1使用项目管理器。 (6课时） 

4.2使用表单设计器。 (2课时） 

4.3使用菜单设计器。 (4课时） 

4.4使用报表设计器。 (4课时） 

4.5使用应用程序向导。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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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VISUAL FOXPRO程序设计 (2课时） 

5.1命令文件的建立与运行 

5.2结构化程序设计 

5.3过程与过程调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VFP）》(第二版），祝胜林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Visual FoxPro数据库管理系统教程》(第十四版），程玮，陆晶，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2.《Visual FoxPro 基础教程》(第 4版），周永恒，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成绩(30%）、平时测验(20%)及考勤

(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的一至

五模块。 

五、附件 

 

制定人：  顾凌燕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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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数据

库系统的基础知

识 

目标 2：基本了

解面向对象的概

念 

目标 3：掌握关

系数据库的基本

原理 

目标 4：掌握数

据库程序设计

方法 

目标 5：能够使

用 VISUAL 

FOXPRO建立一

个小型数据库

应用系统 

1.1基本概念 √ √    

1.2关系数据库 √ √    

1.3 VISUAL FOXPRO 系统特

点与工作方式 
√ √    

1.4 VISUAL FOXPRO 的基本

数据元素 
√ √    

2.1 数据库和表的建立、修

改与有效性检验 
  √   

2.2多表操作   √   

2.3建立视图与数据查询   √   

3.1 SQL的数据定义功能   √   

3.2 SQL的数据修改功能   √   

3.3 SQL的数据查询功能   √   

4.1使用项目管理器    √ √ 

4.2使用表单设计器    √ √ 

4.3使用菜单设计器    √ √ 

4.4使用报表设计器    √ √ 

4.5使用应用程序向导    √ √ 

5.1命令文件的建立与运行    √ √ 

5.2结构化程序设计    √ √ 

5.3过程与过程调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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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02A1          英文名称：Taxation Law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财政学、基础会计 

后续课程：纳税筹划与税务会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根据税法要素进行税务的基本判断，能够进行各税种的准确

分类。 

目标 2：掌握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的基本原理，掌握流转税的

纳税金额的一般计算，了解复杂的流转税税务处理。 

目标 3：掌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的基本原理，学会对简单

的所得税问题进行计算。 

目标 4：了解印花税、契税、车船税等小税种的基本原理，能够掌握小税

种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二、课程内容 

(一）税法概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1.1 税收的基本理论 

1.2 税收与税法。 

1.3 税法的构成要素 

1.3 税法的立法机关 

1.5 现行税法体系 

(二）增值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 课时） 

2.1 增值税的基本原理 

2.2 进项税 

2.3 销项税 

2.4 出口退税 

2.5 税收优惠 

(三）消费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3.1 基本原理、纳税义务人。 

3.2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税目、税率、计税依据。 

3.3 应纳税额的计算。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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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所得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 课时） 

4.1 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与税率。 

4.2 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4.3 资产的税务处理。 

4.4 税收优惠。 

(五）个人所得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5.1 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5.2 税率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5.3 应纳税额的计算 

5.4 征收管理 

(六）小税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5 课时） 

6.1 关税 

6.2 城市建设维护建设税法、烟叶税法、教育费附加 

6.3 资源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 

6.4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6.5 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印花税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税法》(2017 版），注册会计师协会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税收学》，胡怡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税法》，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中国税务出版社，当年版 

3.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http://www.chinatax.gov.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小测验及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的基本原理、

各税收的基本原理、各税种要素的理解、各税种的计算。 

五、附件 

 

制定人： 刘立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 月  

  



 

27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根

据税法要素进

行税务的基本

判断，能够进行

各税种的准确

分类 

目标 2：掌握增值税、消

费税、关税等流转税的基

本原理，掌握流转税的纳

税金额的一般计算，了解

复杂的流转税税务处理。 

目标 3：掌握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所得税的基本原理，

学会对简单的所得

税问题进行计算。 

目标 4:了解印花

税、契税、车船税

等小税种的基本

原理，能够掌握小

税种的应纳税额

的计算。 

1.1税收的基本理论 √    

1.2税收与税法 √    

1.3税法的立法机关。 √    

1.4现行税法体系 √    

2.1增值税的基本原理  √   

2.2进项税  √   

2.3销项税  √   

2.4出口退税  √   

2.5税收优惠  √   

3.1基本原理、纳税义务人  √   

3.2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税目、

税率、计税依据 
 √   

3.3应纳税额的计算  √   

4.1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与税

率 
  √  

4.2应纳税所得额、应纳 

税额的计算 
  √  

4.3资产的税务处理   √  

4.4税收优惠。   √  

5.1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  

5.2 税率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

定 
  √  

5.3应纳税额的计算   √  

5.4征收管理    √ 

6.1关税    √ 

6.2城市建设维护建设税法、烟

叶税法、教育费附加 
   √ 

6.3资源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    √ 

6.4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契税、耕地占用税 
   √ 

6.5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

印花税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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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6A1        英文名称：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 投资学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私募股权的定义和性质；掌握私募股权对企业融资的作用和

意义，了解国内外私募股权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目标 2：掌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营运；掌握私募股权基金

设立的组织形式以及业务特征；掌握私募股权基金的融资方式、方向及关键要

素；掌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与鼓励机制；了解私募股权的资金来源；

了解公司股权的评估方法和标准；掌握私募股权的投资决策和交易安排；了解

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机制；  

目标 3：掌握风险投资的定义和特点；了解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

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  

目标 4：掌握风险投资的主体以及每个主体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掌握风险投资机构及其组织形式；了解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了解影响风险资本供给的因素；掌握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掌握风险投资的项

目选择、交易设计和管理监控；学会拟定商业计划书以及风险投资交易合同的

主要条款内容；了解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目标 5：掌握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有关的重点法律法规；了解国际社会私

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立法监督取向；了解我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 私募股权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私募股权的定义和特点 (1课时） 

1.2 私募股权的分类以及每种分类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1课时） 

1.3 私募股权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2课时） 

(二）私募股权运行机制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私募股权的组织结构以及优缺陷剖析 (2课时） 

4.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和营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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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私募股权的投资决策和交易安排 (2 课时） 

4.4 私募股权的风险管理和鼓励机制 (2课时） 

4.5 私募股权的退出机制以及退出渠道的设计 (2课时） 

(三）风险投资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2.1 风险投资的概念和基本框架 (1课时） 

2.2 风险投资的特点以及在公司融资体系中的重要性 (1课时） 

2.3 风险投资的产生以及我国风险投资的行业分析 (2课时） 

(四）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类型及其组织形式 (2课时） 

3.2 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影响风险资本供给的因素 (2课时） 

3.3 风险投资的项目选择、交易设计和管理监控 (4课时） 

3.4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以及获利退出的渠道设计 (2课时） 

(五）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现状与趋势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 (1课时） 

5.2 国际社会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立法监督取向 (1课时） 

5.3 我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与创业融资》，乔希·勒纳 (Josh Lerner) (作

者), 安·利蒙 (Ann Leamon) (作者), 费尔达·哈迪蒙 (Felda Hardymon) (作

者), 路跃兵 (译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风险投资发展机制研究》，靳景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 

2.《风险投资理论与制度设计研究》，冯宗宪，科学出版社，2010年 

3.《私募股权基金：理论与实务》，王苏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

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私募股权的概

念和范围；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的关系，私募股权机构和基金的关系；风险投

资基金的运作机制、资金来源、组织形式；风险投资的项目选择、交易设计和

管理监控；被投资企业选择与投资条款；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与退出渠道设计；

私募股权的投资决策和交易安排；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机制、价值增值方式、

基金收益；私募股权的风险管理和鼓励机制等。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9%94%E5%B8%8C%C2%B7%E5%8B%92%E7%BA%B3+(Josh+Lerner)&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AE%89%C2%B7%E5%88%A9%E8%92%99+(Ann+Leamon)&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8%B4%B9%E5%B0%94%E8%BE%BE%C2%B7%E5%93%88%E8%BF%AA%E8%92%99+(Felda+Hardymon)&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field-author=%E8%B7%AF%E8%B7%83%E5%85%B5&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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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贾菁菁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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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私募股权的

定义和性质；

掌握私募股

权对企业融

资的作用和

意义，了解国

内外私募股

权的发展历

史和现状。 

目标 2：掌握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的设立、

募集、营运；掌握私

募股权基金设立的

组织形式以及业务

特征；掌握私募股权

基金的融资方式、方

向及关键要素；掌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的风险管理与鼓励

机制；了解私募股权

基金的退出机制。 

 

目标3： 掌

握风险投

资的定义

和特点；了

解风险投

资的发展

历程以及

我国风险

投资业的

发展现状。 

目标 4：掌握风险投资

的主体以及每个主体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掌握风险

投资机构及其组织形

式；掌握风险投资的运

作流程；掌握风险投资

的项目选择、交易设计

和管理监控；学会拟定

商业计划书以及风险

投资交易合同的主要

条款内容；了解风险投

资的退出机制。  

目标 5：掌握

私募股权和

风险投资有

关的重点法

律法规；了

解国际社会

私募股权和

风险投资的

立法监督取

向；了解我

国私募股权

和风险投资

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 

1.1私募股权的定义和特点 √     

1.2 私募股权的分类以及每

种分类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     

1.3 私募股权的发展历程以

及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

状 

√     

2.1 私募股权的组织结构以

及优缺陷剖析 
 √    

2.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

立、募集和营运 
 √    

2.3 私募股权的投资决策和

交易安排 
 √    

2.4 私募股权的风险管理和

鼓励机制 
 √    

2.5 私募股权的退出机制以

及退出渠道的设计 
 √    

3.1 风险投资的概念和基本

框架 
  √   

3.2 风险投资的特点以及在

公司融资体系中的重要性 
  √   

3.3 风险投资的产生以及我

国风险投资的行业分析 
  √   

4.1 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类

型及其组织形式 
   √  

4.2 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和

影响风险资本供给的因素 
   √  

4.3 风险投资的项目选择、

交易设计和管理监控 
   √  

4.4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以及

获利退出的渠道设计 
   √  

5.1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

有关法律法规 
    √ 

5.2 国际社会私募股权和风

险投资的立法监督取向 
    √ 

5.3 我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

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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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8A1              英文名称：Statis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市场调研、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类别变量、顺序变量和数值变量的特点，能正确选择变量刻

画经济管理问题的细节特征，并用合适的图表客观、生动、高效的挖掘数据中

包含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2：掌握数据水平、数据差异和数据分布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能合

理运用各类描述统计量提炼出比图表更深层、更丰富、更综合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3：掌握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推断统计分析方法，能对经济管理问

题分析中遇到的均值问题、比例问题和方差问题进行科学的估计与比较。 

目标 4：掌握类别变量分布规律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并应用于多个比例

的比较；掌握类别变量的独立性检验方法，并应用于类别变量关系的研究。 

目标 5：掌握方差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方差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等不同群体的均值差异进行比较。 

目标 6：掌握回归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回归分析揭示定量变量之间

的数量关系，并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预测和趋势判断等具体问题，以便制定

科学的经济管理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统计、数据和计算机 (2课时） 

1.1什么是统计学，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方法的含义与区别，统计学的研

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1.2变量、数据及其按照计量尺度、时间状况进行的分类。 (0.5课时） 

1.3 统计数据的来源，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

常见的概率抽样方法。 (0.5课时） 

1.4 SAS、SPSS、Eviews、Excel等常用的统计软件及应用领域。(0.5课时） 

(二）用图表展示数据 (4课时） 

2.1定性数据生成数据频数分布表的方法，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

形图等常用图形。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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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定量数据的分组规则，生成定量数据的频数分布表，直方图、茎叶图、

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等常用图形。 (2课时） 

2.3好的图形具备的基本特征和 5种鉴别图形优劣的标准，如何合理使用

图表。 (0.5课时） 

(三）用统计量描述数据 (4课时） 

3.1数据水平度量的统计量、数据水平度量统计量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1课时） 

3.2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等数据差异的度量统计量，标准分数

和离散系数的计算与用途。 (2课时） 

3.3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等数据分布形状的度量统计量。 (1课时） 

(四）参数估计 (6课时） 

4.1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和原理、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的含义、评价估计

量的标准。 (2课时） 

4.2一个总体均值、比例和方差的区间估计方法。 (2课时） 

4.3两个总体参数区间估计的基本方法。 (1课时） 

4.4估计一个总体均值和一个总体比例时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1课时） 

(五）假设检验 (6课时） 

5.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提出合理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用统计

量和 P值进行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表述和解释假

设检验的结果。 (2课时） 

5.2一个总体参数检验的方法和程序。 (2课时） 

5.3两个总体参数检验的基本方法。 (2课时） 

(六）类别变量的推断 (4课时） 

6.1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1.5课时） 

6.2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1.5课时） 

6.3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1课时） 

(七）方差分析 (6课时） 

7.1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方差分析中的基本假定。 (2课时） 

7.2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2课时） 

7.3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课时） 

(八）一元线性回归 (6课时） 

8.1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基本内容、回归分析中的基本假定、散点图的

绘制、相关系数。 (2课时） 

8.2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方法。 (3课时） 

8.3利用一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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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多元线性回归 (6课时） 

9.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课时） 

9.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3课时） 

9.3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十）课程知识综合练习 (4课时） 

10.1课程实验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10.2 课程知识的综合与复习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贾俊平，《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徐国祥等著，《统计学 (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4 年 9 月。 

2.李洁明等著，《统计学原理 (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3.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 (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4.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平时测试及作

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用统计量描述

数据、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类别变量的推断、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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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类别变

量、顺序变

量和数值

变量的特

点，能正确

选择变量

刻画经济

管理问题

的细节特

征，并用合

适的图表

主观、生

动、高效的

挖掘数据

中包含的

经济管理

信息。 

目标 2：掌

握数据水

平、数据差

异和数据

分布的描

述统计分

析方法，能

合理运用

各类描述

统计量提

炼出比图

表更深层、

更丰富、更

综合的经

济管理信

息。 

目标 3：掌

握参数估

计和假设

检验的推

断统计分

析方法，能

对经济管

理问题分

析中遇到

的均值问

题、比例问

题和方差

问题进行

科学的估

计与比较。 

目标 4：掌

握类别变

量分布规

律的拟合

优度检验

方法，并应

用于多个

比例的比

较；掌握类

别变量的

独立性检

验方法，并

应用于类

别变量关

系的研究。 

目标 5：

掌握方差

分析的思

想和应

用，能运

用方差分

析对不同

行业、不

同地区、

不同经济

类型等不

同群体的

均值差异

进行比

较。 

目标 6：掌

握回归分析

的思想和应

用，能运用

回归分析揭

示定量变量

之间的数量

关系，并应

用于影响因

素分析、预

测和趋势判

断等具体问

题，以便制

定科学的经

济管理决

策。 

1.1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      

1.2 怎样获得统计数据？ √      

1.3 统计与计算机 √      

2.1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 √      

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      

2.3 合理使用图表 √      

3.1 水平的度量  √     

3.2 差异的度量  √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  √     

4.1 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   √    

4.2 一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3 两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4 样本量的确定   √    

5.1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    

5.2 一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5.3 两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6.1 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   

6.2 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   

6.3 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   

7.1 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  

7.2 单因素方差分析     √  

7.3 双因素方差分析     √  

8.1 变量间的关系      √ 

8.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和检验 
     √ 

8.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9.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9.2 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 

9.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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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D70A1             英文名称：Statis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市场调研、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类别变量、顺序变量和数值变量的特点，能正确选择变量刻

画经济管理问题的细节特征，并用合适的图表客观、生动、高效的挖掘数据中

包含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2：掌握数据水平、数据差异和数据分布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能合

理运用各类描述统计量提炼出比图表更深层、更丰富、更综合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3：掌握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推断统计分析方法，能对经济管理问

题分析中遇到的均值问题、比例问题和方差问题进行科学的估计与比较。 

目标 4：掌握类别变量分布规律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并应用于多个比例

的比较；掌握类别变量的独立性检验方法，并应用于类别变量关系的研究。 

目标 5：掌握方差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方差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等不同群体的均值差异进行比较。 

目标 6：掌握回归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回归分析揭示定量变量之间

的数量关系，并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预测和趋势判断等具体问题，以便制定

科学的经济管理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统计、数据和计算机 (2课时） 

1.1什么是统计学，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方法的含义与区别，统计学的研

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1.2变量、数据及其按照计量尺度、时间状况进行的分类。 (0.5课时） 

1.3 统计数据的来源，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

常见的概率抽样方法。 (0.5课时） 

1.4 SAS、SPSS、Eviews、Excel等常用的统计软件及应用领域。(0.5课时） 

(二）用图表展示数据 (4课时） 

2.1定性数据生成数据频数分布表的方法，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

形图等常用图形。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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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定量数据的分组规则，生成定量数据的频数分布表，直方图、茎叶图、

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等常用图形。 (2课时） 

2.3好的图形具备的基本特征和 5种鉴别图形优劣的标准，如何合理使用

图表。 (0.5课时） 

(三）用统计量描述数据 (4课时） 

3.1数据水平度量的统计量、数据水平度量统计量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1课时） 

3.2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等数据差异的度量统计量，标准分数

和离散系数的计算与用途。 (2课时） 

3.3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等数据分布形状的度量统计量。 (1课时） 

(四）参数估计 (6课时） 

4.1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和原理、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的含义、评价估计

量的标准。 (2课时） 

4.2一个总体均值、比例和方差的区间估计方法。 (2课时） 

4.3两个总体参数区间估计的基本方法。 (1课时） 

4.4估计一个总体均值和一个总体比例时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1课时） 

(五）假设检验 (6课时） 

5.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提出合理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用统计

量和 P值进行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表述和解释假

设检验的结果。 (2课时） 

5.2一个总体参数检验的方法和程序。 (2课时） 

5.3两个总体参数检验的基本方法。 (2课时） 

(六）类别变量的推断 (4课时） 

6.1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1.5课时） 

6.2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1.5课时） 

6.3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1课时） 

(七）方差分析 (6课时） 

7.1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方差分析中的基本假定。 (2课时） 

7.2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2课时） 

7.3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课时） 

(八）一元线性回归 (6课时） 

8.1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基本内容、回归分析中的基本假定、散点图的

绘制、相关系数。 (2课时） 

8.2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方法。 (3课时） 

8.3利用一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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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多元线性回归 (6课时） 

9.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课时） 

9.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3课时） 

9.3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十）课程知识综合练习 (4课时） 

10.1课程实验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10.2 课程知识的综合与复习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贾俊平，《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徐国祥等著，《统计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4 年 9 月。 

2.李洁明等著，《统计学原理(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3.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 (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4.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平时测试及作

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用统计量描述

数据、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类别变量的推断、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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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类别变

量、顺序变

量和数值

变量的特

点，能正确

选择变量

刻画经济

管理问题

的细节特

征，并用合

适的图表

主观、生

动、高效的

挖掘数据

中包含的

经济管理

信息。 

目标 2：掌

握数据水

平、数据差

异和数据

分布的描

述统计分

析方法，能

合理运用

各类描述

统计量提

炼出比图

表更深层、

更丰富、更

综合的经

济管理信

息。 

目标 3：掌

握参数估

计和假设

检验的推

断统计分

析方法，能

对经济管

理问题分

析中遇到

的均值问

题、比例问

题和方差

问题进行

科学的估

计与比较。 

目标 4：掌

握类别变

量分布规

律的拟合

优度检验

方法，并应

用于多个

比例的比

较；掌握类

别变量的

独立性检

验方法，并

应用于类

别变量关

系的研究。 

目标 5：掌

握方差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方差

分析对不

同行业、不

同地区、不

同经济类

型等不同

群体的均

值差异进

行比较。 

目标 6：掌

握回归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回归

分析揭示

定量变量

之间的数

量关系，并

应用于影

响因素分

析、预测和

趋势判断

等具体问

题，以便制

定科学的

经济管理

决策。 

1.1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      

1.2 怎样获得统计数据？ √      

1.3 统计与计算机 √      

2.1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 √      

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      

2.3 合理使用图表 √      

3.1 水平的度量  √     

3.2 差异的度量  √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  √     

4.1 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   √    

4.2 一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3 两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4 样本量的确定   √    

5.1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    

5.2 一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5.3 两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6.1 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   

6.2 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   

6.3 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   

7.1 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  

7.2 单因素方差分析     √  

7.3 双因素方差分析     √  

8.1 变量间的关系      √ 

8.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 

8.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9.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9.2 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 

9.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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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管理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7A1        英文名称：Practical Training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公司金融  金融市场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训练掌握各类金融投资工具的分析方法和投资实务操作，并

学会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管理。 

目标 2：学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并能够根据企业的财务状况和

未来发展规划做出最优的筹资决策。掌握企业与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互动。 

目标 3：掌握资本市场筹资的业务流程，掌握投资银行的业务操作。 

目标 4：掌握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方法和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 企业的金融市场投资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1.1 证券行情盘面认识 (2课时） 

1.2 各类证券投资的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 (2课时） 

1.3 各类投资指标的计算 (2课时） 

1.4 各类证券投资的实务操作：下单、撤单以及日常动态管理等 (2课时） 

(二）企业的财务决策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2.1 企业经营与财务报表分析 (2课时） 

2.2 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的预测与规划 (2课时） 

2.3 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 (2课时） 

(三）资本市场融资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3.1 企业与投资银行等各类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互动 (1课时） 

3.2 投资银行证券承销的业务操作 (1课时） 

3.3 公司证券证券上市的业务操作 (2课时） 

(四）企业信贷融资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4.1 企业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互动 (1课时） 

4.2 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管理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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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实训教程》，金虎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考核、实验过程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考勤(6%)、上课纪律(2%），环境卫生 (2%）。 

2.实验过程占比 50%，主要团队合作与角色完成。 

3.实验报告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格式的规范化、报告字数、实

验过程描述的完整性与清晰度，针对问题的所提出的解决对策以及相关的专业

论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栋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288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训练掌

握各类金融投资工

具的分析方法和投

资实务操作，并学会

对投资组合进行动

态管理。。 

目标 2：学会对企业的财务状

况进行评估，并能够根据企业

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做出最优的筹资决策。掌握企

业与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互

动。 

目标 3：掌握资

本市场筹资的

业务流程，掌握

投资银行的业

务操作。 

目标 4:掌

握商业银

行的信贷

管理方法

和流程。 

 

1.1 证券行情盘面认识 √    

1.2 各类证券投资的基本面分

析与技术分析 
√    

1.3 各类投资指标的计算     

1.4 各类证券投资的实务操作：

下单、撤单以及日常动态管理等 
√    

2.1 企业经营与财务报表分析  √   

2.2 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的预测

与规划 
 √   

2.3 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  √   

3.1 企业与投资银行等各类金

融服务机构的业务互动 
  √  

3.2 投资银行证券承销的业务

操作 
  √  

3.3 公司证券证券上市的业务

操作 
  √  

4.1 企业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

互动 
   √ 

4.2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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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8A1      英文名称：Mutual Funds: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 投资学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投资基金的内涵、特点以及种类；了解投资基金的发展历史

和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目标 2：理解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募集设立及转让交易的基本情况；掌

握基金的募集条件和设立方式；掌握投资基金上市交易的条件以及交易价格的

确定；了解投资基金申购与赎回的程序；了解基金赎回的价格的确定。 

目标 3：掌握基金的投资管理过程；掌握基金投资目标、投资策略、资产

配置以及投资限制；了解基金的投资决策模式和过程；了解基金应披露的信息；

掌握投资者认购基金的条件和认购份额的计算；掌握投资基金运作中的投资风

险及其管控；学会对投资基金进行分析和评估。 

目标 4：掌握基金的收益来源和分配原理；了解基金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模

型；了解基金绩效评估的指标选择和评价体系的建立；了解投资基金终止、清

算的条件和程序。 

目标 5：了解有关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理解投资基金业监管的原则和内

容；掌握基金监管的模式；了解基金业监管的目标和我国投资基金业监管的发

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 投资基金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投资基金的定义和特点，以及投资基金在金融市场的角色 (1课时） 

1.2 投资基金的分类以及每种分类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2课时） 

1.3 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1课时） 

(二）投资基金运作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2.1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的概念和基本框架 (2课时） 

2.2 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设立条件和募集方式，以及基金交易价格的确

定 (4课时） 

2.3 投资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以及基金赎回的价格确定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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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基金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3.1 基金的投资决策目标和投资策略 (2课时） 

3.2 资产配置定义、步骤与基本方法，投资组合以及个股选择的实际案例

分析 (2课时） 

3.3 投资限制和投资风险 (2课时） 

3.4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要求和内容 (1课时） 

3.5 投资基金的选择和投资者的自我评价 (1课时） 

(四）投资基金绩效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4.1 投资基金的收益和分配方式，基金的税收政策 (2课时） 

4.2 投资基金的终止和清算 (2课时） 

4.3投资基金评估的绩效评估概念和意义，以及评估指标的选择和体系的

建立 (2课时） 

4.4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模型 (2课时） 

(五）投资基金监管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投资基金的监管原则和内容 (1课时） 

5.2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 (2课时） 

5.3 投资基金监管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证券投资基金学》，李曜、游搁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证券投资基金实务教程》，王鲁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学》，何孝星，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证券投资基金实务操作大全》，益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4.《证券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宋国良，人民出版社，2005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业

等(3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金的内涵、功

能和特点；投资基金管理的过程；投资品种限制、投资区域限制；资产的配置

与选择；投资组合管理；基金的收益来源和计算；基金的风评估和风险防范；

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价格计算；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估方法；投资基金的选择和投

资人的自我评估；基金的监管原则和模式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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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  韩栋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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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投资基

金的内涵、

特点以及

种类；了解

投资基金

的发展历

史和我国

投资基金

业的发展

现状。 

目标 2：理解投资

基金的治理结构、

募集设立及转让

交易的基本情况；

掌握基金的募集

条件和设立方式；

掌握投资基金上

市交易的条件以

及交易价格的确

定；了解投资基金

申购与赎回的程

序；了解基金赎回

的价格的确定。 

目标 3：掌握基金的投

资管理过程；掌握基金

投资目标、投资策略、

资产配置以及投资限

制；了解基金的投资决

策模式和过程；了解基

金应披露的信息；掌握

投资者认购基金的条

件和认购份额的计算；

掌握投资基金运作中

的投资风险及其管控；

学会对投资基金进行

分析和评估。 

目标 4：掌握

基金的收益

来源和分配

原理；了解基

金的绩效评

估方法和模

型；了解基金

绩效评估的

指标选择和

评价体系的

建立；了解投

资基金终止、

清算的条件

和程序。 

目标 5：了解有

关投资基金的法

律法规；理解投

资基金业监管的

原则和内容；掌

握基金监管的模

式；了解基金业

监管的目标和我

国投资基金业监

管的发展历程和

发展趋势。 

 

1.1 投资基金的定义和特

点，以及投资基金在金融市

场的角色 

√     

1.2 投资基金的分类以及每

种分类的目的、依据和方法  
√     

1.3 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以

及我国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

状 

√     

2.1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的

概念和基本框架 
 √    

2.2 投资基金的设立方式、

设立条件和募集方式，以及

基金交易价格的确定 

 √    

2.3 投资基金的申购与赎

回，以及基金赎回的价格确

定 

 √    

3.1 基金的投资决策目标和

投资策略 
  √   

3.2 资产配置定义、步骤与

基本方法，投资组合以及个

股选择的实际案例分析 

  √   

3.3 投资限制和投资风险   √   

3.4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要

求和内容 
  √   

3.5 投资基金的选择和投资

者的自我评价 
  √   

4.1 投资基金的收益和分配

方式，基金的税收政策 
   √  

4.2 投资基金的终止和清算    √  

4.3 投资基金评估的绩效评

估概念和意义，以及评估指

标的选择和体系的建立 

   √  

4.4 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估方

法和模型 
   √  

5.1 投资基金的监管原则和

内容 
    √ 

5.2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     √ 

5.3 投资基金监管的发展历

程和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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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71A1               英文名称：Investment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市场学 

后续课程：公司金融、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投资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了解我国投资领域改革的

历程，总结经验，指导我国的投资实践。 

目标 2：掌握投资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目标 3：明确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从总体上了解投资经济活动

主要内容、环节和基本过程及其内在的基本规律； 

目标 4：掌握投资与资本市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目标 5：掌握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分析和

解决投资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绪论  (6课时） 

1.1 投资:背景和现状   (1课时） 

1.2 资产类别和金融工具  (1课时） 

1.3 证券市场  (3课时） 

1.4 共同基金及其他投资公司  (1课时） 

第二部分 资产组合理论与实践  (12课时） 

2.1 风险收益基础  (2课时） 

2.2 风险资产配置  (3课时） 

2.3 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4课时） 

2.4 指数模型  (3课时） 

第三部分 资本市场均衡 (10课时）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3课时） 

3.2套利定价理论 (3课时） 

3.3 有效市场假说 (2课时） 

3.4 行为金融与技术分析 (2课时） 

第四部分 固定收益证券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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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债券价格与收益 (2课时) 

4.2利率的期限结构 (4课时） 

4.3 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2课时） 

第五部分 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证券 (10课时） 

5.1期权市场 (2课时） 

5.2期权定价 (4课时） 

5.3期货市场 (2课时） 

5.4期货、互换与风险管理 (2课时） 

第六部分 综合复习 (2课时） 

10.1综合练习  (1课时） 

10.2复习机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投资学精要》 (第 9版），[美]滋维.博迪， 亚历克斯.凯恩 艾伦.马库

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 02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投资学》(第 3版），张宗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 

2. 《投资科学》，[美]戴维·G·卢恩伯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 (10%）及作业等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投资学基础、

资产组合理论、资本市场均衡理论、证券分析与估值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侯社红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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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投资

学的基本概念、原

理和理论，指导我

国的投资实践。 

目标 2：准确掌

握投资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 

目标 3：了解投

资主要内容和基

本过程及基本规

律 

目标 4:掌握投

资与资本市

场、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

关系 

目标 5：掌握投

资决策的基本

方法，学会运

用投资决策的

基本方法分析

和解决实际投

资问题。 

1.1 投资:背景和现状 √     

1.2 资产类别和金融工具 √     

1.3 证券市场  √  √ √ 

1.4 共同基金及其他投资公

司 
 √ √   

2.1 风险收益概要 √ √ √  √ 

2.2 风险资产配置   √  √ 

2.3 最优资产组合  √ √ √  

2.4 指数模型   √  √ 

3.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   

3.2  套利定价理论  √   √ 

3.3 有效市场假说  √ √   

3.4 行为金融与技术分析  √ √ √  

4.1债券价格与收益   √  √ 

4.2利率的期限结构  √ √   

4.3 债券资产组合管理  √   √ 

5.1期权市场 √ √    

5.2期权定价  √ √   

5.3期货市场  √ √   

5.4期货、互换与风险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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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业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89A1        英文名称：Investment Bank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学基础、投资学 

后续课程：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核心投资银行业务的内容及应用范围，如证券发行承销业务、

企业并购业务及资产证券化业务等。 

目标 2： 掌握证券投资服务的内容及应用范围，如业务证券经纪业务和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等。 

目标 3：掌握自营交易与投资业务的内容及应用范围，如证券交易业务，

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直接投资业务等。 

目标 4：掌握投资银行经营与监管业务的内容及应用范围，如投资银行的

组织管理，投资银行的监督管理等。 

二、课程内容 

(一） 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模块 (10课时） 

1.1 证券发行承销业务 (4课时） 

1.2 企业并购业务 (3课时） 

1.3 资产证券化业务 (3课时） 

(二） 投资服务与资产管理 (12课时） 

2.1 证券经纪业务 (4课时） 

2.2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4课时） 

2.3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4课时） 

(三）自营交易与投资业务模块 (6课时） 

3.1 证券交易业务 (4课时） 

3.2 金融衍生工具业务 (*选讲） 

3.3 直接投资业务 (2课时） 

(四） 投资银行经营与监管模块 (4课时） 

4.1 投资银行的组织管理 (2课时） 

4.2 投资银行的监督管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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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投资银行业务第二版》，俞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编写组，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04 

《投资银行业务与经营》，(第四版），任淮秀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业

等(3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证券发行承销业

务、企业并购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银凤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B6%D7%CA%D2%F8%D0%D0%D2%B5%CE%F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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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核心投

资银行业务 

目标 2：掌握证券投

资服务业务 

目标 3：掌握自营交

易与投资业务 

目标 4：掌握投资银行

经营与监管业务 

证券发行承销业务 √    

企业并购业务 √    

资产证券化业务 √ √   

证券经纪业务  √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   

证券交易业务   √  

金融衍生工具业务   √  

直接投资业务   √  

投资银行的组织管理    √ 

投资银行的监督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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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技巧与销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0A1     英文名称：Selling Techniques and Sales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广告学 

后续课程：消费者行为学、客户关系管理 

 

一、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是:能够熟练应用推销技巧、销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方法，识别、

开发、维护和持续发展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并能拓展销售渠道。具体目标是： 

目标 1：掌握推销理论、推销模式、推销业务成交的方法技巧，具备推销

的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 

目标 2.了解销售规划管理的内涵，掌握销售计划制定的方法，能够预测销

售，制定销售定额和销售预算。 

目标 3.了解销售区域管理的内涵，能够进行销售区域的设计和开发，并管

理销售时间和销售费用。 

目标 4.了解销售过程管理的内涵和客户类型，能够分析销售机会并拟定销

售行动计划，掌握访问客户和促成交易的方法和技巧。 

目标 5.了解销售人员管理的内涵，掌握销售人员招聘、培训、激励、考评、

薪酬管理的方法以及销售组织建设、销售活动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目标 6.了解促销管理决策的涵义和促销沟通理论，掌握广告促销、销售促

进、公共宣传的决策方法和策略技巧。 

二、课程内容 

(一）推销概述与推销基本原理 (4课时） 

1.1推销的概念  (0.5课时） 

1.2 推销流程   (0.5课时） 

1.3 推销理论   (1课时） 

1.4 推销模式   (1课时） 

1.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二）推销沟通与推销技能 (4课时） 

2.1客户沟通技巧与推销礼仪   (1课时） 

2.2 推销的基本素质   (0.5课时） 

2.3 推销的基本知识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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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推销的基本能力   (1课时） 

2.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三）目标客户寻找与业务洽谈 (6课时） 

3.1 目标客户寻找、接近和约见  (1课时） 

3.2 客户档案与信任关系建设   (1课时） 

3.3 推销业务洽谈的内容和步骤   (1课时） 

3.4 推销业务洽谈的方法和策略   (1课时） 

3.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四）业务交易促成与客户异议处理 (6课时） 

4.1 业务成交信号的判断   (1课时） 

4.2 促进业务成交的方法和技巧   (1课时） 

4.3 客户异议的类型及成因   (1课时） 

4.4 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   (1课时） 

4.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五）推销服务与推销管理 (4课时） 

5.1推销服务的内涵与顾客投诉处理   (1课时） 

5.2大客户管理与客户关系管理   (0.5课时） 

5.3提升客户忠诚度的途径与方法   (0.5课时） 

5.4推销业务管理与应收账款管理   (1课时） 

5.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六）销售规划管理与区域管理 (4课时） 

6.1销售规划管理与销售计划制定   (1课时） 

6.2 销售预测与销售预算     (0.5课时） 

6.3 销售区域管理与销售区域开发   (1课时） 

6.4 销售时间管理与销售费用管理   (0.5课时） 

6.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七）销售过程管理 (6课时） 

7.1销售渠道建设的内涵与渠道模式选择   (1课时） 

7.2渠道系统设计与渠道整合   (1课时） 

7.3销售过程管理的内涵与方法    (1课时） 

7.4客户类型，销售机会与销售行动计划   (1课时） 

7.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八）销售人员管理 (4课时） 

8.1 销售人员管理的内涵与方法   (0.5课时） 

8.2销售人员招聘与培训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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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销售人员的激励与考评   (1课时） 

8.4销售组织建设与薪酬管理   (1课时） 

8.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九）促销管理 (4课时） 

9.1促销管理决策的涵义   (0.5课时） 

9.2促销沟通理论   (1课时） 

9.3销售促进决策   (1课时） 

9.4广告促销决策与公共宣传决策   (0.5课时） 

9.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十）销售控制与评估 (6课时） 

10.1 销售预测和预算   (1课时） 

10.2 销售活动分析   (1课时） 

10.3 销售队伍评估   (1课时） 

10.4销售业绩考评   (1课时） 

10.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推销学(第二版）》(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销），郑锐洪李玉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3。 

《销售管理(第四版）》(21 世纪市场营销系列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李先国 杨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推销与销售管理(第 7版）》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系列），

戴维·乔布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04。 

2.《现代推销学(第四版）》，易开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7-01。 

3.《现代推销学(第二版）》(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销），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4.07。 

4.《销售管理 (第 10 版）》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系列)，威廉·科

恩托马斯·德卡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5。 

5.《销售管理——塑造未来的销售领导者(英文版）》(工商管理经典教材·市

场营销系列；双语教学推荐教材），小约翰·F·坦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8。 

6.《销售管理——塑造未来的销售领导者》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

系列），小约翰·F·坦纳 (John F.Tanner Jr.），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5。 

四、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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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即专题讨论报告或案例分析(30%)，

考勤(20%)。 

2.期末考试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韩继坤  审核人：武文珍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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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推销理

论、推销模

式、推销业

务成交的方

法技巧，具

备推销的基

本素质、基

本知识和基

本能力 

目标 2：了解

销售规划管

理的内涵，掌

握销售计划

制定的方法，

能够预测销

售，制定销售

定额和销售

预算 

目标 3：了解

销售区域管

理的内涵，能

够进行销售

区域的设计

和开发，并管

理销售时间

和销售费用 

目标 4:了解销

售过程管理的

内涵和客户类

型，能够分析销

售机会并拟定

销售行动计划，

掌握访问客户

和促成交易的

方法和技巧 

目标 5：了解销

售人员管理的

内涵，掌握销售

人员招聘、培

训、激励、考评、

薪酬管理的方

法以及销售组

织建设、销售活

动分析的方法

和技巧 

目标 6：了解

促销管理决

策的涵义和

促销沟通理

论，掌握广告

促销、销售促

进、公共宣传

的决策方法

和策略技巧 

1.1推销的概念  √      

1.2 推销流程 √      

1.3 推销理论 √      

1.4 推销模式 √      

1.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2.1 客户沟通技巧与推

销礼仪   
√      

2.2 推销的基本素质 √      

2.3 推销的基本知识 √      

2.4 推销的基本能力 √      

2.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3.1 目标客户寻找、接

近和约见 
√      

3.2 客户档案与信任关

系建设 
√      

3.3 推销业务洽谈的内

容和步骤 
√      

3.4 推销业务洽谈的方

法和策略 
√      

3.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4.1 业务成交信号的判

断   
√      

4.2 促进业务成交的方

法和技巧 
√      

4.3 客户异议的类型及

成因 
√      

4.4 处理客户异议的方

法 
√      

4.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5.1 推销服务的内涵与

顾客投诉处理 
√   √   

5.2 大客户管理与客户

关系管理 
√   √   

5.3 提升客户忠诚度的

途径与方法 
√   √   

5.4 推销业务管理与应

收账款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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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   

6.1 销售规划管理与销

售计划制定  
 √ √    

6.2 销售预测与销售预

算 
 √ √    

6.3 销售区域管理与销

售区域开发 
 √ √    

6.4 销售时间管理与销

售费用管理 
 √ √    

6.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    

7.1 销售渠道建设的内

涵与渠道模式选择 
   √   

7.2 渠道系统设计与渠

道整合 
   √   

7.3 销售过程管理的内

涵与方法 
   √   

7.4 客户类型，销售机

会与销售行动计划 
   √   

7.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8.1 销售人员管理的内

涵与方法  
    √  

8.2 销售人员招聘与培

训 
    √  

8.3 销售人员的激励与

考评 
    √  

8.4 销售组织建设与薪

酬管理 
    √  

8.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9.1 促销管理决策的涵

义  
     √ 

9.2促销沟通理论      √ 

9.3销售促进决策      √ 

9.4 广告促销决策与公

共宣传决策 
     √ 

9.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10.1 销售预测和预算       √  

10.2 销售活动分析     √  

10.3 销售队伍评估     √  

10.4销售业绩考评     √  

10.5 专题讨论与案例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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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技巧与销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71A1     英文名称：Selling Techniques and Sales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广告学 

后续课程：消费者行为学、客户关系管理 

 

一、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是:能够熟练应用推销技巧、销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方法，识别、

开发、维护和持续发展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并能拓展销售渠道。具体目标是： 

目标 1：掌握推销理论、推销模式、推销业务成交的方法技巧，具备推销

的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 

目标 2.了解销售规划管理的内涵，掌握销售计划制定的方法，能够预测销

售，制定销售定额和销售预算。 

目标 3.了解销售区域管理的内涵，能够进行销售区域的设计和开发，并管

理销售时间和销售费用。 

目标 4.了解销售过程管理的内涵和客户类型，能够分析销售机会并拟定销

售行动计划，掌握访问客户和促成交易的方法和技巧。 

目标 5.了解销售人员管理的内涵，掌握销售人员招聘、培训、激励、考评、

薪酬管理的方法以及销售组织建设、销售活动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目标 6.了解促销管理决策的涵义和促销沟通理论，掌握广告促销、销售促

进、公共宣传的决策方法和策略技巧。 

二、课程内容 

(一）推销概述与推销基本原理 (4课时） 

1.1推销的概念  (0.5课时） 

1.2 推销流程   (0.5课时） 

1.3 推销理论   (1课时） 

1.4 推销模式   (1课时） 

1.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二）推销沟通与推销技能 (4课时） 

2.1客户沟通技巧与推销礼仪   (1课时） 

2.2 推销的基本素质   (0.5课时） 

2.3 推销的基本知识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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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推销的基本能力   (1课时） 

2.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三）目标客户寻找与业务洽谈 (6课时） 

3.1 目标客户寻找、接近和约见  (1课时） 

3.2 客户档案与信任关系建设   (1课时） 

3.3 推销业务洽谈的内容和步骤   (1课时） 

3.4 推销业务洽谈的方法和策略   (1课时） 

3.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四）业务交易促成与客户异议处理 (6课时） 

4.1 业务成交信号的判断   (1课时） 

4.2 促进业务成交的方法和技巧   (1课时） 

4.3 客户异议的类型及成因   (1课时） 

4.4 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   (1课时） 

4.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五）推销服务与推销管理 (4课时） 

5.1推销服务的内涵与顾客投诉处理   (1课时） 

5.2大客户管理与客户关系管理   (0.5课时） 

5.3提升客户忠诚度的途径与方法   (0.5课时） 

5.4推销业务管理与应收账款管理   (1课时） 

5.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六）销售规划管理与区域管理 (4课时） 

6.1销售规划管理与销售计划制定   (1课时） 

6.2 销售预测与销售预算     (0.5课时） 

6.3 销售区域管理与销售区域开发   (1课时） 

6.4 销售时间管理与销售费用管理   (0.5课时） 

6.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七）销售过程管理 (6课时） 

7.1销售渠道建设的内涵与渠道模式选择   (1课时） 

7.2渠道系统设计与渠道整合   (1课时） 

7.3销售过程管理的内涵与方法    (1课时） 

7.4客户类型，销售机会与销售行动计划   (1课时） 

7.5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八）销售人员管理 (4课时） 

8.1 销售人员管理的内涵与方法   (0.5课时） 

8.2销售人员招聘与培训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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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销售人员的激励与考评   (1课时） 

8.4销售组织建设与薪酬管理   (1课时） 

8.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九）促销管理 (4课时） 

9.1促销管理决策的涵义   (0.5课时） 

9.2促销沟通理论   (1课时） 

9.3销售促进决策   (1课时） 

9.4广告促销决策与公共宣传决策   (0.5课时） 

9.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1课时） 

(十）销售控制与评估 (6课时） 

10.1 销售预测和预算   (1课时） 

10.2 销售活动分析   (1课时） 

10.3 销售队伍评估   (1课时） 

10.4销售业绩考评   (1课时） 

10.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推销学 (第二版）》 (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销），郑锐洪李玉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3。 

《销售管理 (第四版）》 (21 世纪市场营销系列教材；“十二五”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李先国 杨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推销与销售管理 (第 7版）》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系列），

戴维·乔布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04。 

2.《现代推销学 (第四版）》，易开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7-01。 

3.《现代推销学(第二版）》(通用管理系列教材·市场营销），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4.07。 

4.《销售管理 (第 10 版）》 (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系列)，威廉·科

恩托马斯·德卡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5。 

5.《销售管理——塑造未来的销售领导者(英文版）》(工商管理经典教材·市

场营销系列；双语教学推荐教材），小约翰·F·坦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8。 

6.《销售管理——塑造未来的销售领导者》(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市场营销

系列），小约翰·F·坦纳 (John F.Tanner Jr.），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5。 

四、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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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即专题讨论报告或案例分析(30%)，

考勤(20%)。 

2.期末考试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韩继坤   审核人：武文珍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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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推销理

论、推销模

式、推销业

务成交的方

法技巧，具

备推销的基

本素质、基

本知识和基

本能力 

目标 2：了解

销售规划管

理的内涵，掌

握销售计划

制定的方法，

能够预测销

售，制定销售

定额和销售

预算 

目标 3：了解

销售区域管

理的内涵，能

够进行销售

区域的设计

和开发，并管

理销售时间

和销售费用 

目标 4:了解销

售过程管理的

内涵和客户类

型，能够分析销

售机会并拟定

销售行动计划，

掌握访问客户

和促成交易的

方法和技巧 

目标 5：了解销

售人员管理的

内涵，掌握销售

人员招聘、培

训、激励、考评、

薪酬管理的方

法以及销售组

织建设、销售活

动分析的方法

和技巧 

目标 6：了解

促销管理决

策的涵义和

促销沟通理

论，掌握广告

促销、销售促

进、公共宣传

的决策方法

和策略技巧 

1.1推销的概念  √      

1.2 推销流程 √      

1.3 推销理论 √      

1.4 推销模式 √      

1.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2.1 客户沟通技巧与推

销礼仪   
√      

2.2 推销的基本素质 √      

2.3 推销的基本知识 √      

2.4 推销的基本能力 √      

2.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3.1 目标客户寻找、接

近和约见 
√      

3.2 客户档案与信任关

系建设 
√      

3.3 推销业务洽谈的内

容和步骤 
√      

3.4 推销业务洽谈的方

法和策略 
√      

3.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4.1 业务成交信号的判

断   
√      

4.2 促进业务成交的方

法和技巧 
√      

4.3 客户异议的类型及

成因 
√      

4.4 处理客户异议的方

法 
√      

4.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5.1 推销服务的内涵与

顾客投诉处理 
√   √   

5.2 大客户管理与客户

关系管理 
√   √   

5.3 提升客户忠诚度的

途径与方法 
√   √   

5.4 推销业务管理与应

收账款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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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   

6.1 销售规划管理与销

售计划制定  
 √ √    

6.2 销售预测与销售预

算 
 √ √    

6.3 销售区域管理与销

售区域开发 
 √ √    

6.4 销售时间管理与销

售费用管理 
 √ √    

6.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    

7.1 销售渠道建设的内

涵与渠道模式选择 
   √   

7.2 渠道系统设计与渠

道整合 
   √   

7.3 销售过程管理的内

涵与方法 
   √   

7.4 客户类型，销售机

会与销售行动计划 
   √   

7.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8.1 销售人员管理的内

涵与方法  
    √  

8.2 销售人员招聘与培

训 
    √  

8.3 销售人员的激励与

考评 
    √  

8.4 销售组织建设与薪

酬管理 
    √  

8.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9.1 促销管理决策的涵

义  
     √ 

9.2促销沟通理论      √ 

9.3销售促进决策      √ 

9.4 广告促销决策与公

共宣传决策 
     √ 

9.5 专题讨论与案例分

析 
     √ 

10.1 销售预测和预算       √  

10.2 销售活动分析     √  

10.3 销售队伍评估     √  

10.4销售业绩考评     √  

10.5 专题讨论与案例

分析 
    √  



 

311 

 

《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9A1           英文名称：Micro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B(1）、微积分 B (2）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掌握需求、供给、均衡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

念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分析其实际应用。 

目标 2：掌握效用理论及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能够运用消费者均衡理论推

导各类商品的需求及恩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产、成本理论与生产者均衡的条件，理解成本、产量和收

益之间的基本关系，并理解生产厂商如何选择合理的生产区域及实现利润最大

化的条件。 

目标 4：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

场均衡的条件以及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了解要素市场价格的决

定及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博弈论在经济决策中应用和一般均衡的条件。 

目标 5：掌握市场失灵的原因，理解微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消费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2需求、供给、均衡价格决定、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念和与之

相关的基本原理。 (5课时） 

1.3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基数效用理论、序数效用理论以及消费

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5课时） 

1.4消费者均衡理论推导需求曲线的原理和恩格尔曲线。 (2课时） 

1.5替代效应理论、收入效应理论，正常商品、低挡品和吉芬商品收入效

应与替代效应比较及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 (4课时） 

(二）生产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厂商、短期生产函数和长期生产函数的基本概念与界定。 (5课时） 

2.2成本、产量和收益的基本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厂商生产的合理区

选择。 (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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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产者均衡的条件、最优生产要素组合。 (2课时） 

2.4规模报酬的概念、类别及判断原理。 (2课时） 

(三）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的概念、特征及差异。 (2课时） 

3.2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均衡

的条件及区别。 (4课时） 

3.3厂商为获取最大利润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 (2课时） 

3.4博弈论的概念、博弈论基本理论及其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单稳态触

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5要素市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和价格的决定。 (1课时） 

3.6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 (1课时） 

(四）微观经济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市场失灵的概念及基本成因。 (2课时） 

4.2微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及其调节市场失灵的基本过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观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范里安，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2、《微观经济学》，黄亚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微观经济学(第 18版)》(中译本），萨缪尔森、诺德豪斯，中信出版社，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平时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需求与供给、

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理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卢仁祥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31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掌握

需求、供给、均衡

价格、需求弹性和

供给弹性等基本

概念和与之相关

的基本原理，并能

够分析其实际应

用。 

目标 2：掌握效

用理论及消费者

均衡的条件，能

够运用消费者均

衡理论推导各类

商品的需求及恩

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

产、成本理论与

生产者均衡的条

件，理解生产厂

商如何选择合理

的生产区域及实

现利润最大化的

条件。 

目标 4：掌握四

种市场均衡的

条件，了解要

素市场均衡条

件、博弈论在

经济决策中应

用和一般均

衡。 

目标 4：掌握市

场失灵的原

因，理解微观

经济政策的调

节原理。 

1.1需求曲线 √     

1.2供给曲线 √     

1.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     

1.4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 √     

1.5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 √     

2.1效用理论  √    

2.2无差异曲线  √    

2.3预算线  √    

2.4消费者均衡  √    

2.5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    

3.1厂商   √   

3.2生产函数   √   

3.3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   √   

3.4成本与要素最优组合   √   

3.5规模报酬   √   

4.1四种市场的特征与比较    √  

4.2四种市场的均衡    √  

4.3要素价格决定    √  

4.4博弈论及其应用    √  

4.5 一般均衡    √  

5.1市场失灵     √ 

5.2微观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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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11A1        英文名称：Micro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B(1）、微积分 B (2）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掌握需求、供给、均衡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

念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分析其实际应用。 

目标 2：掌握效用理论及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能够运用消费者均衡理论推

导各类商品的需求及恩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产、成本理论与生产者均衡的条件，理解成本、产量和收

益之间的基本关系，并理解生产厂商如何选择合理的生产区域及实现利润最大

化的条件。 

目标 4：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

场均衡的条件以及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了解要素市场价格的决

定及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博弈论在经济决策中应用和一般均衡的条件。 

目标 5：掌握市场失灵的原因，理解微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消费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2需求、供给、均衡价格决定、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基本概念和与之

相关的基本原理。 (5课时） 

1.3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基数效用理论、序数效用理论以及消费

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5课时） 

1.4消费者均衡理论推导需求曲线的原理和恩格尔曲线。 (2课时） 

1.5替代效应理论、收入效应理论，正常商品、低挡品和吉芬商品收入效

应与替代效应比较及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 (4课时） 

(二）生产者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厂商、短期生产函数和长期生产函数的基本概念与界定。 (5课时） 

2.2成本、产量和收益的基本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厂商生产的合理区

选择。 (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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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产者均衡的条件、最优生产要素组合。 (2课时） 

2.4规模报酬的概念、类别及判断原理。 (2课时） 

(三）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的概念、特征及差异。 (2课时） 

3.2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均衡

的条件及区别。 (4课时） 

3.3厂商为获取最大利润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 (2课时） 

3.4博弈论的概念、博弈论基本理论及其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单稳态触

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5要素市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和价格的决定。 (1课时） 

3.6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 (1课时） 

(四）微观经济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市场失灵的概念及基本成因。 (2课时） 

4.2微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及其调节市场失灵的基本过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观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范里安，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2、《微观经济学》，黄亚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微观经济学(第 18版)》(中译本），萨缪尔森、诺德豪斯，中信出版

社，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 (10%）、作业(10%)。测试(30%） 

2、期末考核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需求与供给、效用

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理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卢仁祥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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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掌握

需求、供给、均衡

价格、需求弹性和

供给弹性等基本

概念和与之相关

的基本原理，并能

够分析其实际应

用。 

目标 2：掌握效

用理论及消费者

均衡的条件，能

够运用消费者均

衡理论推导各类

商品的需求及恩

格尔曲线。 

目标 3：掌握生

产、成本理论与

生产者均衡的条

件，理解生产厂

商如何选择合理

的生产区域及实

现利润最大化的

条件。 

目标 4：掌握四

种市场均衡的

条件，了解要

素市场均衡条

件、博弈论在

经济决策中应

用和一般均

衡。 

目标 4：掌握市

场失灵的原

因，理解微观

经济政策的调

节原理。 

1.1需求曲线 √     

1.2供给曲线 √     

1.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     

1.4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 √     

1.5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 √     

2.1效用理论  √    

2.2无差异曲线  √    

2.3预算线  √    

2.4消费者均衡  √    

2.5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    

3.1厂商   √   

3.2生产函数   √   

3.3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   √   

3.4成本与要素最优组合   √   

3.5规模报酬   √   

4.1四种市场的特征与比较    √  

4.2四种市场的均衡    √  

4.3要素价格决定    √  

4.4博弈论及其应用    √  

4.5 一般均衡    √  

5.1市场失灵     √ 

5.2微观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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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49B1                     英文名称：Microeconom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假设，了解现在经济中市场的分类； 

目标 2：掌握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掌握效用理论及其相关分析； 

目标 3：掌握生产的相关理论和成本理论； 

目标 4：掌握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和特点； 

目标 5：掌握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和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Basic concepts in micro-economics and the category of markets in modern 

economics.  (6 课时） 

1.1  Scarcity and Efficiency;  (1 课时） 

1.2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0.5 课时） 

1.3  The logic of economics (1 课时） 

1.4  Inputs and outputs (1 课时） 

1.5  The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1 课时） 

1.6  Opportunity cost (1 课时） 

1.7  Markets and Government in a Modern Economy (0.5 课时） 

(二)supply and demand (15 课时） 

2.1 The Demand Curve; Forces behind the demand curve; Shifts in demand 

;  (1.5 课时） 

2.2 Supply curve; Forces behind the supply curve; Shifts in supply;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1.5 课时） 

2.3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supply;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1.5 课时） 

2.4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Impact of a tax on price and quantity (1.5 课时） 

2.5 Choice and utility theory; Utility;  (3 课时） 

2.6 Marginal utility;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3 课时） 

2.7 Substitution effect; Income effect; Income elasticity; Consumer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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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时） 

2.8 The indifference curve; The law of substitution (1 课时） 

(三) Production, Cost Theory, and Decision of the Firm (9 课时） 

3.1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3 课时） 

3.2 Total cost: fixed and variable; Fixed cost; Variable cost;  Marginal cost; 

Average cost;  (3 课时） 

3.3 The link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sts; Marginal products and the least-cost 

rule;  (3 课时） 

(四) Analysis of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12 课时） 

4.1 Short run and long run equilibrium (3 课时） 

4.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3 课时） 

4.3 Monopoly (2 课时） 

4.4 Oligopoly (1 课时） 

4.5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2 课时） 

4.6 Why there exists imperfect competition?  (1 课时） 

(五)Game theory (6 课时） 

5.1 Uncertainty  (1 课时） 

5.2 Dominant strategy (1 课时） 

5.3 Nash equilibrium;  (2 课时） 

5.4 The pollution game;  (1 课时） 

5.5 Winner take all society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观经济学》，保罗 萨缪尔森，威廉 诺德豪斯，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格里高利 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牛奶可乐经济学》，罗伯特弗兰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01 

3. 《生活中的经济学》，贝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6 

4.《生活中的经济学》，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作业+出勤(30%）、期中考试(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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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和假设，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效用理论及其相关分析；生产的

相关理论和成本理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和特点；博弈论

的相关理论和概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闫燕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320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微

观经济学的基

本概念和假设，

了解现在经济

中市场的分类； 

 

目标 2：掌握

供求关系的基

本原理和应

用，掌握效用

理论及其相关

分析； 

目标 3：掌握

生产的相关理

论和成本理

论； 

 

目标 4：掌

握完全竞

争市场、不

完全竞争

市场的概

念和特点； 

目标 5：

掌握博

弈论的

相关理

论和概

念 

1.1 Scarcity and Efficiency; √     

1.2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 

economics 
√     

1.3  The logic of economics √     

1.4  Inputs and outputs √     

1.5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     

1.6  Opportunity cost √   √ √ 

1.7  Markets and Government in a Modern 

Economy 
√     

2.1 The Demand Curve; Forces behind the 

demand curve; Shifts in demand; 
 √    

2.2 Supply curve; Forces behind the 

supply curve; Shifts in supply;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    

2.3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supply;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    

2.4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Impact of 

a tax on price and quantity 
 √    

2.5 Choice and utility theory; Utility;  √    

2.6 Marginal utility;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  √ √ 

2.7 Substitution effect; Income effect; 

Income elasticity; Consumer surplus 
 √    

2.8 The indifference curve; The law of 

substitution 
 √    

3.1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   

3.2 Total cost: fixed and variable; Fixed 

cost; Variable cost;  Marginal cost; 

Average cost; 

  √   

3.3 The link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sts; Marginal products and the 

least-cost rule; 

  √   

4.1 Short run and long run equilibrium    √  

4.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  

4.3 Monopoly    √  

4.4 Oligopoly    √  

4.5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  

4.6 Why there exists imperfect 

competition? 
   √  

5.1 Uncertainty      √ 

5.2 Dominant strate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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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Nash equilibrium;     √ 

5.4 The pollution game;      √ 

5.5 Winner take all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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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20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运筹学 

后续课程：物流规划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工程的概念，并了解主要内容构成。 

目标 2：掌握物流设施选址方法的适用范围，掌握重心法、盈亏平衡法、

系统化布置设计、因次分析法等方法的具体应用。 

目标 3：掌握物料搬运系统分析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分析时的影响因

素，掌握物流分析常见的工艺流程图、从至表等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不同库存控制策略情况下，仓储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理解仓

储空间布局的常用方法。 

目标 5：理解运输方式选择的思路，理解不同运输方式场站规划考虑因素，

掌握不同情况运输优化时表上作业法的应用，并掌握图上作业法。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与设施规划与设计 (14课时） 

1.1物流与物流工程的关系，物流工程的应用范围 (2课时） 

1.2设施选址方法的适用条件和应用 (7课时） 

1.3物流分析 (5课时） 

(二）物料搬运系统分析与设计 (12课时） 

2.1物料搬运的概念，20条物料搬运原则 (2课时） 

2.2物流设施和设备的应用范围和优缺点 (3课时） 

2.3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的三要素 (5课时） 

2.4物流图表化方法 (2课时） 

(三）仓储与运输的优化 (10课时） 

3.1不同情况适用的仓储管理策略 (2课时） 

3.2库存控制模型及应用方法，供应商管理库存、联合库存管理等(4课时） 

3.3运输方案的制定；运输成本的优化 (4课时） 

(四）物流控制与信息技术 (3课时） 

4.1物流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其原则，生产物流控制内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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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物流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 (1课时） 

4.3物流信息系统的构成 (1课时） 

(五）物流中心设计 (3课时） 

5.1物流中心系统化规划步骤及采用的方法 (3课时） 

(六）相关方法的案例应用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工程》，齐二石，方庆琯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工程》(第 4 版），伊俊敏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6 

2. 《设施规划》，周宏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3 

3. 《现代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戢守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和作业(25%）、平时(15%）。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施选址方法

的应用、物流分析方法的应用、仓储模型的应用、运输路线的优化、设施的布

局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金凤花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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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

工程的概念，并了

解主要内容构成。 

目标 2：掌握物

流设施选址方法

的适用范围，掌

握方法的具体应

用。 

目标 3：掌握物

料搬运系统分析

的构成要素，及

对各要素分析时

的影响因素，掌

握物流分析常见

的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不

同库存控制策

略情况下，仓

储模型的构建

及应用；理解

仓储空间布局

的常用方法。 

目标 5：理解运

输方式选择的

思路，掌握不

同情况运输优

化时表上作业

法的应用，并

掌握图上作业

法。 

1.1 物流与物流工程的关

系，物流工程的应用范围 
√     

1.2 设施选址方法的适用条

件和应用 
√ √    

1.3物流分析 √ √ √   

2.1物料搬运的概念，20条

物料搬运原则 
  √ √  

2.2 物流设施和设备的应用

范围和优缺点 
  √ √  

2.3 物料搬运系统设计的三

要素 
  √   

2.4物流图表化方法  √ √   

3.1 不同情况适用的仓储管

理策略 
   √  

3.2 库存控制模型及应用方

法，供应商管理库存、联合

库存管理等 

   √  

3.3 运输方案的制定；运输

成本的优化 
    √ 

4.1 物流质量管理的主要内

容及其原则，生产物流控制

内容 

√ √ √   

4.2 物流绩效评价的主要方

法 
 √    

4.3物流信息系统的构成  √    

5.1 物流中心系统化规划步

骤及采用的方法 
 √ √ √  

6.案例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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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0P1       英文名称： Logistics Managem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供应链管理、运输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的概念及物流定义，商流和物流的联系和区别，把握各

种类型物流间的相互关联和各自的特点，了解物流产业的构成状况，发展现状

及趋势。 

目标 2：掌握各种运输方式的特点、适应范围、各种运输方式组织运输的

方法。 

目标 3：掌握储存的作用、仓库的分类、仓库的作业内容及流程及储存的

主要技术；掌握库存管理控制方法，了解仓储与库存合理化的方法。 

目标 4：掌握装卸搬运的概念、装卸搬运机械的使用场合、装卸搬运合理

化；包装的概念、包装技术方法、集装化；流通加工的概念、流通加工和生产

加工的区别、流通加工合理化措施。 

目标 5：掌握有关物流信息系统的概念以及物流信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管理的概念及相关知识 (7课时） 

1.1物流概念、物流学科、物流的分类和行业。 (3课时） 

1.2第三方物流的相关理论。 (2课时） 

1.3国际物流、国际海洋运输及其他运输方式。 (2课时） 

(二）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 (8课时） 

2.1运输概述。 (1课时） 

2.2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及其优点及缺点。 (6课时） 

2.3实现运输合理化的主要措施。 (1课时） 

(三）仓储及库存管理 (6课时） 

3.1储存保管概述。 (1课时） 

3.2储存保管技术与合理化。 (2课时） 

3.3库存管理的相关理论。 (1课时） 

3.4库存管理控制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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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值功能 – 装卸、包装、流通加工 (6课时） 

4.1装卸搬运概述。 (2课时）  

4.2包装与包装技术。 (2课时）  

4.3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化。 (2课时） 

(五）配送与配送中心 (3课时） 

5.1配送及配送管理。 (2课时） 

5.2配送中心与配送合理化。 (1课时） 

(六）物流系统与物流信息 (2课时） 

6.1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术。 (1课时） 

6.2物流信息系统。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管理概论》张荣、支海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管理概论》(第 2版），李严锋，解琨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03 

2. 《现代物流管理概论》，赵跃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1 

3. 《物流管理概论》，杨希玲，张永恒等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8 

4. 《物流管理案例及解析》，李联卫，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6 

5. 《供应链物流管理》(原书第 4版)，Donald J.Bowersox，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管理的相关

概念、第三方物流、国际物流，及相关知识，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储存保管

技术与库存管理控制方法，装卸搬运技术，包装技术，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

化，配送流程与配送合理化，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系统。 

五、附件 

 

制定人： 张炜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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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

的概念及物流定

义，商流和物流的

联系和区别，把握

各种类型物流间

的相互关联和各

自的特点，了解物

流产业的构成状

况，发展现状及趋

势 

 

目标 2：掌握各

种运输方式的特

点、适应范围、

各种运输方式组

织运输的方法 

 

目标 3：掌握储

存的作用、仓库

的分类、仓库的

作业内容及流程

及储存的主要技

术；掌握库存管

理控制方法，了

解仓储与库存合

理化的方法 

 

目标 4：掌握装卸

搬运的概念、装卸

搬运机械的使用

场合、装卸搬运合

理化；包装的概

念、包装技术方

法、集装化；流通

加工的概念、流通

加工和生产加工

的区别、流通加工

合理化措施 

目标 5：掌

握有关物

流信息系

统的概念

以及物流

信息在物

流管理中

的应用 

 

1.1 物流概念、物流学科、

物流的分类和行业 
√     

1.2第三方物流的相关理论 √     

1.3 国际物流、国际海洋运

输及其他运输方式 
√     

2.1运输概述  √    

2.2 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及

其优点及缺点 
 √    

2.3 实现运输合理化的主要

措施 
 √    

3.1储存保管概述   √   

3.2储存保管技术与合理化   √   

3.3库存管理的相关理论   √   

3.4库存管理控制方法   √   

4.1装卸搬运概述    √  

4.2包装与包装技术    √  

4.3 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

化 
   √  

5.1配送及配送管理    √ √ 

5.2配送中心与配送合理化     √ 

6.1 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

术 
    √ 

6.2物流信息系统     √ 



 

328 

 

《物流管理(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0Q1        英文名称：Logistic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 

后续课程：供应链管理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Understand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basic functions of 

modern logistics. 

Objective 2: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chain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rasp the clas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 an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bjective 3: Underst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logistics 

technology, understand the main ways and functions of joint distribution,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 type and func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bjective 4: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demand. 

Objective 5: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ranspor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Objective 6: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warehousing and warehousing 

management, grasp the logo of warehousing rationaliz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links 

of commodity warehousing management. 

二、课程内容 

 1. An overview of modern logistics management (8 class periods) 

1.1 Economic Impacts of Logistics (1 class periods) 

1.2 Logistics: What It Is (2 class periods) 

1.3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Logistics (1 class periods) 

1.4 The Systems and Total Cost Approaches to Logistics (1 class periods) 

1.5 Logist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irm (2 class periods) 

1.6 Marketing Channels (1 class periods) 

2.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ncept (8 class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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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oncept of SC and SCM (2 class periods) 

2.2 Key Attribute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2.3 Barriers t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2.4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2 class periods) 

3.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class periods) 

3.1 Benefits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Information  (2 class periods) 

3.2 General Typ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1 class periods) 

3.3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Logistics (1 class periods) 

4. Demand Management, Order Management, and Customer Service 

 (4 class periods) 

4.1 Demand Management (1 class periods) 

4.2 Order Management (1 class periods) 

4.3 Customer Service (1 class periods) 

4.4 Establishing Customer Service Objectives (1 class periods) 

5. Transportation (4 class periods) 

5.1 Transportation Modes (0.5 class periods) 

5.2 Airfreight (0.5 class periods) 

5.3 Motor Carriers  (1class periods) 

5.4 Railroads (1 class periods) 

5.5 Water (1 class periods) 

6. Inventory Management (4 class periods) 

6.1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s (1 class periods) 

6.2 Inventory-Related Costs (1 class periods) 

6.3 Inventory Flows (1 class periods) 

6.4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anaging Inventory (1 class period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Contemporary Logistics (9th Edition），Paul R•Murphy，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th Edition）》，Sunil Chopra. Peter Meidl.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Grading System including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10%), Homework 

(20%), Reflections (10%) and Final Exams (60%).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10%) is required for all classes. Your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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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is essential to help you get the most out of this course and is part of your 

grade. You are responsible to make up the work that you miss.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work. 

Homework (20%) will be assigned after each chapter and will be graded,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prepare for each class. Assignments submitted late might not be 

accepted or the teacher will lower a grade for the assignment.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any missed assignments.   

Reflections (10%) means that your daily participation in class will be included 

in your evaluation as well, so you need to be active during class time. 

Final Exams (60%) will be a closed-book exam and the questions will be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we have finished and will cover all the chapter 

we have learnt. The questions will includes True/False Question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nd Essay Questions.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旭  审核人：  戴 屹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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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Objective 1:  Objective 

2:  

Objective 

3:  

Objective 4:  Objecti

ve 5:  

Objective 

6: 

1.1 Economic Impacts of 

Logistics 
√      

1.2 Logistics:  What It Is √      

1.3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Logistics 
√      

1.4 The Systems and Total 

Cost Approaches to 

Logistics 

√      

1.5 Logist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irm 

√      

1.6 Marketing Channels √      

2.1 Concept of SC and SCM  √     

2.2 Key Attribute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2.3 Barriers t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2.4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     

3.1 Benefits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 of 

Information 

  √    

3.2 General Typ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    

3.3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Logistics 
  √    

4.1 Demand Management    √   

4.2 Order Management    √   

4.3 Customer Service    √   

4.4 Establishing Customer 

Service Objectives 
   √   

5.1 Transportation Modes     √  

5.2 Airfreight     √  

5.3 Motor Carriers     √  

5.4 Railroads     √  

5.5 Water     √  

6.1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s 
     √ 

6.2 Inventory-Related 

Costs 
     √ 

6.3 Inventory Flows      √ 

6.4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anaging 

Inven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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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63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生产运作管理，物流管理 

后续课程：库存管理、采购与供应链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管理中的线性规划问题； 

目标 2. 掌握运输问题； 

目标 3. 掌握整数规划问题； 

目标 4. 掌握多目标规划问题； 

目标 5. 掌握动态规划问题； 

目标 6. 掌握网与网络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线性规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1.1 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 (0.5 课时） 

1.3 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 (0.5 课时） 

1.4 Excel 在线性规划中的应用。 (2 课时） 

(二）运输问题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产销不平衡问题及其解法。 (1 课时） 

2.2 转运问题。 (1 课时） 

2.3 Excel 在运输问题中的应用。 (2 课时） 

(三）整数规划问题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0-1 规划。 (0.5 课时） 

3.2 指派问题。 (1.5 课时） 

3.3 Excel 在指派问题中的应用 (2 课时） 

(四）多目标规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4.1 多目标规划问题。 (0.5 课时） 

4.2 层次分析法 (0.5 课时） 

4.3 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选择的层次分析法。 (2 课时） 

(五）动态规划问题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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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多阶段决策问题。 (1 课时） 

5.2 最短路问题 (1 课时） 

5.3 背包问题。 (1 课时） 

(六）图与网络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6.1 最短路问题。 (1 课时） 

6.2 最大流问题 (1 课时） 

6.3 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物流运筹学实用教程》，赵丽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上机作业项目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者 30%，

后者 70%。 

五、附件 

 

制定人：  鲜于建川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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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物流管理中

的线性规划

问题 

目标 2：掌握

运输问题 

目标 3：掌握

整数规划问

题 

目标 4:掌握

多目标规划

问题 

目标 5：掌握

动态规划问

题 

目标 6：掌握

网与网络问

题 

1.1 线性规划的单纯

形法 
√      

1.2 线性规划的对偶

理论 
√      

1.3Excel 在运输问题

中的应用 
√      

2.1 产销不平衡问题

及其解法 
 √     

2.2转运问题  √     

2.3Excel 在运输问题

中的应用 
 √     

3.1 0-1规划   √    

3.2指派问题   √    

3.3Excel 在指派问题

中的应用 
  √    

4.1多目标规划问题    √   

4.2层次分析法    √   

4.3 第三方物流供应

商选择的层次分析法 
   √   

5.1多阶段决策问题     √  

5.2最短路问题     √  

5.3 背包问题       

6.1最短路问题      √ 

6.2最大流问题      √ 

6.3 最小费用最大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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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2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Planning and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工业工程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学概论、供应链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学、物流系统建模

与仿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认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含义、类型、原则、方法以及流程。 

目标 2：掌握物流系统中物流战略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物流服务网点布局、选址战略及 路由优化设计能力。 

目标 4：掌握物流市场竞争策略及运作方案设计能力。 

目标 5：掌握物流系统运作控制与流程优化设计的能力。 

目标 6：掌握物流技术应用与装备集成优化设计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规划与设计概论 (4学时） 

1.1物流规划与设计的含义、类型和原则。 (1课时） 

1.2物流规划、物流战略规划、物流系统规划、物流网络规划的内涵与范

畴。 (1课时） 

1.3物流规划与设计的流程和框架。 (1课时） 

1.4物流规划与设计的意义和发展。 (1课时） 

(二）物流系统分析与规划 (4学时） 

2.1物流战略环境分析，企业物流战略规划的制定，物流战略规划的原则、

实施与控制。 (1课时） 

2.2物流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实质，物流系统分析的要素和原则，物流

系统分析的步骤。 (1课时） 

2.3物流系统规划的基本概念与框架。 (1课时） 

2.4物流系统网络规划的基本概念。 (1课时） 

(三）物流规划与设计方法 (6课时） 

3.1物流设施选址方法。 (2课时） 

3.2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方法。 (1课时） 

3.3物流网络规划工具与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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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物流系统评价方法。 (2课时） 

(四）生产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6课时） 

4.1生产物流系统的概念，生产物流系统的特点。 (1课时） 

4.2生产物流设施布置设计的类型、过程与问题分析。 (1课时） 

4.3精益生产物流系统、集成制造物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2课时） 

4.4生产物流系统方案设计。 (2课时） 

(五）物流设施选址规划与设计 (6课时） 

5.1物流设施选址方法。 (2课时） 

5.2物流设施选址影响因素。 (2课时） 

5.3物流设施选址方案设计。 (2课时） 

(六）运输与配送网络规划与设计 (6课时） 

6.1物流网络规划工具与方法。 (2课时） 

6.2运输与配送网络规划的原则与要求。 (2课时） 

6.3运输与配送网络规划方案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第 2版），高举红等编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第 2版），李浩等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08 

2.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第 3 版），耿会君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3.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姚冠新等编，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07 

4.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第 2 版），刘刚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06 

5. 《电力电子技术》 (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6．物流供应链智库        http://www.lscmtt.com 

7．中国物流采购与联合会 http://www.chinawuliu.com.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案例讨论(20%）、方案设计(3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系统规划

与设计的含义、类型、原则、方法以及流程；物流系统中物流战略分析；物流

服务网点布局、选址战略；物流市场竞争策略；物流系统运作控制与流程；物

流技术应用与装备集成优化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旭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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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认识物

流系统规划与

设计的含义、类

型、原则、方法

以及流程 

目标 2：

掌握物流

系统中物

流战略分

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

物流服务网

点布局、选址

战略及 路由

优化设计能

力 

目标 4:掌

握物流市

场竞争策

略及运作

方案设计

能力 

目标 5：掌

握物流系

统运作控

制与流程

优化设计

的能力。 

目标 6：掌

握物流技术

应用与装备

集成优化设

计的能力 

1.1 物流规划与设计的含义、类

型和原则 
√      

1.2 物流规划、物流战略规划、

物流系统规划、物流网络规划的

内涵与范畴 

 √     

1.3 物流规划与设计的流程和框

架 
√ √     

1.4 物流规划与设计的意义和发

展 
√      

2.1 物流战略环境分析，企业物

流战略规划的制定，物流战略规

划的原则、实施与控制 

 √     

2.2 物流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和

实质、要素和原则、步骤 
√ √     

2.3 物流系统规划的基本概念与

框架 
√ √     

2.4 物流系统网络规划的基本概

念 
 √ √    

3.1物流设施选址方法   √    

3.2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方法   √    

3.3物流网络规划工具与方法   √    

3.4物流系统评价方法   √    

4.1 生产物流系统的概念，理解

生产物流系统的特点 
√ √ √ √ √  

4.2 生产物流设施布置设计的类

型、过程与问题分析 
√ √ √ √ √ √ 

4.3 精益生产物流系统、集成制

造物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 √ √ √ √ 

4.4生产物流系统方案设计 √ √ √ √ √  

5.1物流设施选址方法 √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

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 

5.2物流设施选址影响因素 √ √ √ √ √ √ 

5.3物流设施选址方案设计 √ √ √ √ √ √ 

6.1物流网络规划工具与方法 √ √ √ √ √  

6.2 运输与配送网络规划的原则

与要求 
√ √ √ √ √ √ 

6.3 运输与配送网络规划方案设

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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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23P1       英文名称：Logistic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专业、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经济学原理 

后续课程：物流工程、国际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经济学的内容，掌握和理解物流研究对象及特点，掌

握物流经济分析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物流空间、时间效益的实现方式及方法，掌握物流市场需

求分析、物流供给分析的内容。 

目标 3：掌握物流服务的内涵，掌握物流成本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熟

悉物流创新的目标，掌握企业绩效评价的方法。 

目标 4：熟悉采购流程、供应商选择，熟悉运输方式与企业绩效评价指

标，熟悉供应商库存管理策略，熟悉物流设备经济分析。 

目标 5：熟悉物流产业制度与政策，了解全球物流。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经济学与经济分析 (6课时） 

1.1物流经济学概念。 (2课时） 

1.2物流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4课时） 

(二）物流时空效益与需求分析 (6课时） 

2.1物流空间效益分析。 (2课时） 

2.2 物流时间效益分析。 (2课时） 

2.3物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2课时） 

(三）物流服务与评价 (8课时） 

3.1物流服务与物流效益。 (2课时） 

3.2物流成本分析与控制。 (2课时） 

3.3 物流创新效益分析。 (2课时） 

3.4 物流绩效评价。 (2课时） 

(四）物流活动经济分析 (8课时） 

4.1 采购经济分析。 (2课时） 

4.2运输经济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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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库存经济分析。 (2课时） 

4.4 物流设备经济分析。 (2课时） 

(五）物流政策与全球物流 (4课时） 

5.1物流产业的制度与政策。 (2课时） 

5.2全球物流经济。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经济学》(第 2版），舒辉等编著， 机械出版社，2017.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流经济学》，崔晓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物流经济学》，喻小贤，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7 

3、《物流学》，崔介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4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范思遐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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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

经济学的内容，掌

握和理解物流研

究对象及特点，掌

握物流经济分析

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物

流空间、时间效

益的实现方式及

方法，掌握物流

市场需求分析、

物流供给分析的

内容 

目标 3：掌握物

流服务的内涵，

掌握物流成本控

制系统的基本构

成，熟悉物流创

新的目标，掌握

企业绩效评价的

方法 

目标 4:熟悉采

购流程、供应

商选择，熟悉

运输方式与企

业绩效评价指

标，熟悉供应

商库存管理策

略，熟悉物流

设备经济分析 

目标 5：熟悉物

流产业制度与

政策，了解全

球物流 

1.1物流经济学概念 √     

1.2 物流经济分析的基本方

法 
√     

2.1物流空间效益分析  √    

2.2物流时间效益分析  √    

2.3物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    

3.1物流服务与物流效益   √   

3.2物流成本分析与控制   √   

3.3 物流创新效益分析   √   

3.4 物流绩效评价   √   

4.1 采购经济分析  √ √ √  

4.2 运输经济分析  √ √ √  

4.3 库存经济分析  √ √ √  

4.4 物流设备经济分析  √ √ √  

5.1物流产业的制度与政策 √ √ √ √ √ 

5.2全球物流经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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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设施与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24P1        英文名称： Logistic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物流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后续课程：仓储与配送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的有关概念，仓储、包装、配送、加工等一切物流活动

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 

目标 2：了解国内外物流设施与设备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 

目标 3：培养学生信息接受与处理能力，选用、管理和支配物流设施与设

备的能力，对科学发展的应变能力，全面与系统的思维能力，并在毕业时具备

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物流技术概述。 (1课时） 

1.2物流管理与系统规划技术。 (1课时）  

1.3物流技术装备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和配置原则 (1课时） 

1.4现代物流技术装备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1课时） 

(二）集装单元化技术及装备 (3课时） 

2.1物流标准化与集装单元化。 (1课时） 

2.2物流容器与物流容器标准化。 (0.5课时） 

2.3托盘技术，包括托盘的含义、特点及标准化。 (0.5课时） 

2.4集装箱技术。 (1课时） 

(三）运输技术与装备 (4课时） 

3.1运输技术的基本概念。 (1课时） 

3.2各种运输系统的特征、特点及基本作业方式。 (1课时） 

3.3铁路、车站等基本概念以及铁路货运站组成；公路货运的基本概念以

及公路货运站的组成；航空货运的特点；水路货运的特点，港口等设施的组成。

 (2课时） 

(四）物料搬运技术与设备 (3课时） 

4.1物料搬运的活性理论，包括装卸搬运的意义、装卸搬运合理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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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选择装卸搬运机械设备时考虑因素，物料搬运的活性理论。 (1课时） 

4.2装卸起重设备的基本参数。 (1课时） 

4.3常规连续输送设备的经济参数。 (1课时） 

(五）输送设备 (3课时） 

5.1输送机的特点及分类。 (1课时） 

5.2单元式连续输送设备。 (1.5课时） 

5.3立体输送机。 (0.5课时） 

(六）仓储技术与装备 (3课时） 

6.1仓库功能与设施设备。 (1课时） 

6.2货架。 (0.5课时） 

6.3储存设备的选用。 (1课时） 

6.4仓库作业附属设备。 (0.5课时） 

(七）分拣技术及设备 (3课时） 

7.1分拣技术。 (1课时） 

7.2电子标签拣货系统。 (0.5课时） 

7.3自动分拣系统。 (0.5课时） 

7.4 OSR穿梭存取系统。 (0.5课时） 

7.5 A字架自动拣货系统。 (0.5课时） 

(八）物流包装技术与装备 (3.5课时） 

8.1包装的功能与分类。 (1课时） 

8.2 一般包装技术。 (1课时） 

8.3防震包装技术。 (0.5课时） 

8.4防护包装技术。 (0.5课时） 

8.5 其他包装技术。 (0.5课时） 

(九）物流信息采集技术与信息导引技术 (3课时） 

9.1条码技术。 (0.5课时） 

9.2物流编码。 (0.5课时） 

9.3无线射频技术。 (0.5 课时） 

9.4地理信息系统与定位技术。 (0.5课时） 

9.5 信息采集技术应用实例。 (1课时） 

(十）现代物流系统化技术 (2.5课时） 

10.1现代物流系统的规划与建设。 (1课时） 

10.2案例。 (1.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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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技术与装备 (第二版）》，程国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黄照伟：《物流技术与装备》，黄照伟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年 

2、王国华：《物流技术与装备》，王国华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 年 

3、周云等：《物流技术与装备》，周云等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20%)、平时作业(10%)及考勤作

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

其他知识点内容，强调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核，突出案例分析，注重学生解

决现实案例问题能力的考核。 

五、附件 

 

制定人：  何婵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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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的有关概

念，仓储、包装、配送、加工

等一切物流活动的相关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技

能。 

目标 2:了解国

内外物流设施与

设备理论与实践

的最新发展。 

目标 3：培养学生信息接受

与处理能力，选用、管理和

支配物流设施与设备的能

力，对科学发展的应变能力，

全面与系统的思维能力，并

在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 

1.1物流技术概述。 √   

1.2物流管理与系统规划技术。  √   

1.3 物流技术装备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

和配置原则 
√   

1.4 现代物流技术装备的特征与发展趋

势。 
√ √  

2.1物流标准化与集装单元化。 √   

2.2物流容器与物流容器标准化。 √   

2.3 托盘技术，包括托盘的含义、特点

及标准化。 
√   

2.4集装箱技术。 √   

3.1运输技术的基本概念。 √   

3.2 各种运输系统的特征、特点及基本

作业方式。 
√   

3.3 铁路、车站等基本概念以及铁路货

运站组成；公路货运的基本概念以及公

路货运站的组成；航空货运的特点；水

路货运的特点，港口等设施的组成。 

√   

4.1 物料搬运的活性理论，包括装卸搬

运的意义、装卸搬运合理化的原则及选

择装卸搬运机械设备时考虑因素，物料

搬运的活性理论。 

√   

4.2装卸起重设备的基本参数。 √   

4.3常规连续输送设备的经济参数。 √   

5.1输送机的特点及分类。 √   

5.2单元式连续输送设备。 √ √  

5.3立体输送机。 √ √  

6.1仓库功能与设施设备。 √   

6.2货架。 √ √  

6.3储存设备的选用。 √   

6.4仓库作业附属设备。 √ √  

7.1分拣技术。 √   

7.2电子标签拣货系统。 √ √  

7.3自动分拣系统。 √ √  

7.4 OSR穿梭存取系统。 √ √  

7.5 A字架自动拣货系统。 √ √  

8.1包装的功能与分类。 √   

8.2 一般包装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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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防震包装技术。 √   

8.4防护包装技术。 √   

8.5 其他包装技术。 √   

9.1条码技术。 √ √  

9.2物流编码。 √ √  

9.3无线射频技术。 √ √  

9.4地理信息系统与定位技术。 √ √  

9.5 信息采集技术应用实例。   √ 

10.1现代物流系统的规划与建设。   √ 

10.2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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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3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Marke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学概论、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物流规划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市场、物流市场、市场营销、物流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物流市场环境分析的方法、步骤。 

目标 3：掌握物流市场需求的特征、物流市场调研与预测的方法。 

目标 4：掌握物流市场营销策略的内涵、作用及应用。 

目标 5：掌握物流市场营销战略分析与规划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市场营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物流市场营销的含义。 (2课时） 

1.2物流市场营销的目的、地位和任务。 (1课时） 

1.3物流市场营销的性质、内容及发展。 (2课时） 

1.4物流服务营销、物流关系营销、物流网络营销等。 (1课时） 

(二）物流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4课时） 

2.1物流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1.5课时） 

2.2物流市场营销微观环境分析 (1.5课时） 

2.3物流市场营销业务环境分析 (1课时） 

(三）物流市场需求、调研与预测 (8课时） 

3.1物流市场需求现状 (2课时） 

3.2物流市场调查 (3课时） 

3.3物流市场预测 (3课时） 

(四）物流市场营销战略规划 (6课时） 

4.1物流营销战略规划过程、方法 (1课时） 

4.2物流市场细分 (2课时） 

4.3物流目标市场 (1.5课时） 

4.4物流市场定位 (1.5课时） 

(五）物流市场营销策略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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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物流市场产品与服务策略 (2课时） 

5.2 物流市场定价策略 (2课时） 

5.3 物流市场分销渠道策略 (2课时） 

5.4 物流市场促销策略 (1课时） 

5.5 物流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市场营销学》 (第 3版），董千里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营销》，熊梅等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01 

2. 《物流市场营销》，王常红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04 

3. 《物流市场营销》，李耀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5 

4．物流供应链智库       http://www.lscmtt.com 

5．中国物流采购与联合会 http://www.chinawuliu.com.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案例分析(20%）、商业计划书(20%)及考

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市场营销

相关概念与理论、物流市场调研与预测、物流市场营销策略以及物流市场营销

战略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旭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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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市场、

物流市场、市场营

销、物流市场营销

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物

流市场环境分析

的方法、步骤 

目标 3：掌握物

流市场需求的特

征、物流市场调

研与预测的方法 

目标 4:掌握物

流市场营销策

略的内涵、作

用及应用 

目标 5：掌握物

流市场营销战

略分析与规划

能力 

1.1物流市场营销的含义 √     

1.2 物流市场营销的目的、

地位和任务 
√     

1.3 物流市场营销的性质、

内容及发展 
√     

1.4 物流服务营销、物流关

系营销、物流网络营销 
√     

2.1 物流市场营销宏观环境

分析 
 √    

2.2 物流市场营销微观环境

分析 
 √    

2.3 物流市场营销业务环境

分析 
 √    

3.1物流市场需求现状   √   

3.2物流市场调查   √   

3.3物流市场预测   √   

4.1 物流营销战略规划过

程、方法 
√ √ √  √ 

4.2物流市场细分 √ √ √  √ 

4.3物流目标市场 √ √ √  √ 

4.4物流市场定位 √ √ √  √ 

5.1 物流市场产品与服务策

略 
√ √ √ √  

5.2 物流市场定价策略 √ √ √ √  

5.3 物流市场分销渠道策略 √ √ √ √  

5.4 物流市场促销策略 √ √ √ √  

5.5 物流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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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1P1       英文名称：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Logistics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数据库原理、高级程序语言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物流规划与设计、毕业设计 (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基础知识，随机数、数据处理方法等； 

目标 2：掌握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目标 3：掌握物流系统中的主要模型及建模方法； 

目标 4：具备使用仿真软件进行物流系统建模仿真及优化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系统仿真基本概念  (2学时） 

1.1系统的定义和分类，系统建模概述，系统仿真技术的特点 (1学时） 

1.2系统建模与仿真的作用和方法，系统仿真的相关技术，仿真的发展趋

势 (1学时） 

(二）仿真基础知识  (3学时） 

2.1系统仿真基本概念、系统、模型与系统仿真、连续系统和离散事件系

统的仿真、离散事件系统的基本要素 (1学时） 

2.2单服务台排队系统仿真 (1学时） 

2.3单品种库存系统仿真 (1学时） 

(三）随机数与随机变量 (5学时） 

3.1随机系统、随机事件与概率的基本概念、常用的分布 (2学时） 

3.2随机数的产生方法、随机数性能测试 (2学时） 

3.3随机变量的产生方法 (1学时） 

(四）输入数据模型 (4学时） 

4.1原始数据的处理、随机变量分布的辩识 (1学时） 

4.2参数估计、拟合度检验、经验分布 (2学时） 

4.3随机变量的相关和回归分析、系统模型的有效性 (1学时） 

(五）系统仿真算法 (2学时） 

5.1事件调度法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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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活动描述法、进程交互法、三种方法的比较 (1学时） 

(六）仿真结果与系统方案分析  (10学时） 

6.1仿真结果的瞬态与稳态特征 (1学时） 

6.2区间估计与置信区间方法 (1学时） 

6.3终止型仿真的结果分析、稳态仿真的结果分析方法 (2学时） 

6.4随机变量的比较、灵敏度分析方法 (2学时） 

6.5正交设计 (1学时） 

6.6参数优化方法 (3学时） 

(七）仿真软件学习  (8学时） 

7.1仿真软件简单介绍、Flexsim应用基础  (2学时） 

7.2实验内容：Flexsim建模指导，简单模型的建立与仿真 (6学时） 

(八）物流系统建模案例分析 (8学时） 

8.1多产品单阶段制造系统仿真与分析(生产物流仿真） (2学时） 

8.2配送中心仿真与分析 (2学时） 

8.3配货系统仿真与分析 (2学时） 

8.4实验内容：案例建模 (2学时） 

(九）物流系统建模方法 (6学时） 

物流系统中主要的几种数学模型：预测模型、网络模型、配送模型，车辆

安排问题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邱小平 ：《物流系统仿真》(第一版），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系统建模与仿真》，罗国勋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4； 

2、《物流系统仿真》，刘亮，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 

3、《物流系统仿真原理与应用》，张晓萍，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 年； 

4、《Flexsim 现代物流系统仿真应用》，马向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马洪伟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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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系统建

模与仿真的基础知

识，随机数、数据处

理方法等； 

目标 2：掌握物流

系统建模与仿真

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基本方法 

目标 3：掌握物流

系统中的主要模

型及建模方法。 

 

目标 4：具备使用仿真

软件进行物流系统建

模仿真及优化的能力 

1.1系统的定义和分类、系统建

模概述、系统仿真技术的特点 
 √   

1.2 系统建模与仿真的作用和

方法、系统仿真的相关技术、

仿真的发展趋势 

 √   

2.1系统仿真基本概念、系统、

模型与系统仿真、连续系统和

离散事件系统的仿真、离散事

件系统的基本要素 

 √   

2.2单服务台排队系统仿真   √  

2.3单品种库存系统仿真   √  

3.1随机系统、随机事件与概率

的基本概念、常用的分布 
√    

3.2随机数的产生方法、随机数

性能测试 
√    

3.3随机变量的产生方法 √    

4.1原始数据的处理、随机变量

分布的辩识 
√    

4.2参数估计、拟合度检验、经

验分布 
√    

4.3 随机变量的相关和回归分

析、系统模型的有效性 
√    

5.1事件调度法  √   

5.2活动描述法、进程交互法、

三种方法的比较 
 √   

6.1 仿真结果的瞬态与稳态特

征 
 √   

6.2区间估计与置信区间方法  √   

6.3终止型仿真的结果分析、稳

态仿真的结果分析方法 
 √   

6.4随机变量的比较、灵敏度分

析方法 
 √   

6.5正交设计  √   

6.6参数优化方法  √   

7.1 仿 真 软 件简 单 介 绍、

Flexsim应用基础 
   √ 

7.2实验内容：Flexsim建模指

导，简单模型的建立与仿真 
   √ 

8.1 多产品单阶段制造系统仿

真与分析 (生产物流仿真） 
   √ 

8.2配送中心仿真与分析    √ 

8.3配货系统仿真与分析    √ 

8.4实验内容：案例建模    √ 

9.1 物流系统中主要的几种模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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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4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经济学，采购管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项目定义、项目生命周期；理解物流项目特殊性、物流项目

新发展；掌握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目标 2：了解物流项目前期策划的主要工作，物流项目目标的制定原则和

过程，掌握物流项目范围计划的含义、编制过程，项目范围定义和工作分解，

责任分配矩阵、物流项目控制。 

目标 3：了解物流项目冲突管理；掌握物流项目管理组织类型、物流项目

经理、物流项目团队的概念、特征，如何构建及管理，常用的项目团队决策方

法 

目标 4：，掌握成本、进度、质量管理的相关概念，能够熟练应用物流项

目管理质量控制方法、物流项目成本估算的方法及网络计划技术。 

目标 5：了解物流项目合同的概念、构成要素、主要条款，；掌握物流项

目招标文件、标底，投标文件和投标价格，能够识别物流项目中的风险，掌握

物流项目风险的控制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项目管理的概念及相关知识 (3课时） 

1.1项目及项目管理概述。 (2课时） 

1.2物流项目及物流项目管理概述。 (1课时）  

(二）物流项目前期策划及实施控制 (6课时） 

2.1物流项目前期策划。 (3课时） 

2.2物流项目实施计划与控制。 (3课时）  

(三）物流项目组织管理 (4课时） 

3.1物流项目组织。 (1课时） 

3.2物流项目经理与物流项目团队。 (2课时） 

3.3物流项目冲突管理。 (1课时） 

(四）物流项目管理的核心环节– 进度、质量、成本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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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物流项目进度管理。 (4课时） 

4.2物流项目质量管理。 (4课时） 

4.3物流项目成本管理。 (4课时） 

(五）物流项目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 (4课时） 

5.1物流项目招投标概述。 (1课时） 

5.2物流项目招标文件及流程。 (2课时） 

5.3物流项目合同管理。 (1课时） 

 (六）物流项目风险管理 (3课时） 

6.1物流项目风险和物流项目风险管理 (1课时） 

6.2、物流项目风险的识别、物流项目风险评估。 (1课时） 

6.3物流项目风险应对措施的制定、物流项目风险控制。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项目管理》，张旭辉，孙晖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项目管理》，王道平，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07 

2. 《物流项目管理》，周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8 

3. 《物流项目管理》 (第 2 版），周晓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9 月 

4. 《物流项目管理》，戴德颐，丁德波等编著，南京大学出版，2016.01 

5. 《物流项目管理》(第 4 版），克利福德·格雷，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项目管理的

概念及相关知识，物流项目前期策划及实施控制，物流项目组织管理，物流项

目进度，物流项目质量管理，物流项目成本管理，物流项目招标投标与合同管

理，物流项目风险管理 。 

五、附件 

 

制定人： 张炜  审核人：张炜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CB%C0%FB%B8%A3%B5%C2%A1%A4%B8%F1%C0%D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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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项目

定义、项目生命周

期；理解物流项目

特殊性、物流项目

新发展；掌握项目

管理知识体系 

 

 

目标 2：了解物

流项目前期策划

的主要工作，物

流项目目标的制

定原则和过程，

掌握物流项目范

围计划的含义、

编制过程，项目

范围定义和工作

分解，责任分配

矩阵、物流项目

控制 

目标 3：了解物

流项目冲突管

理；掌握物流项

目管理组织类

型、物流项目经

理、物流项目团

队的概念、特征，

如何构建及管

理，常用的项目

团队决策方法 

 

目标 4：，掌握

成本、进度、

质量管理的相

关概念，能够

熟练应用物流

项目管理质量

控制方法、物

流项目成本估

算的方法及网

络计划技术 

 

目标 5：了解物

流项目合同的

概念、构成要

素、主要条

款，；掌握物

流项目招标文

件、标底，投

标文件和投标

价格，能够识

别物流项目中

的风险，掌握

物流项目风险

的控制方法 

1.1项目及项目管理概述 √     

1.2 物流项目及物流项目管

理概述 
√     

2.1物流项目前期策划  √    

2.2 物流项目实施计划与控

制  
 √    

3.1物流项目组织   √   

3.2 物流项目经理与物流项

目团队 
  √   

3.3物流项目冲突管理   √   

4.1物流项目进度管理  √  √  

4.2物流项目质量管理  √  √  

4.3物流项目成本管理  √  √  

5.1物流项目招投标概述     √ 

5.2 物流项目招标文件及流

程 
    √ 

5.3物流项目合同管理     √ 

6.1 物流项目风险和物流项

目风险管理 
       √    √ 

6.2、物流项目风险的识别、

物流项目风险评估 
    √ 

6.3 物流项目风险应对措施

的制定、物流项目风险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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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5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Logis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供应链管理、运输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的概念及物流定义，商流和物流的联系和区别，把握各

种类型物流间的相互关联和各自的特点，了解物流产业的构成状况，发展现状

及趋势。 

目标 2：掌握各种运输方式的特点、适应范围、各种运输方式组织运输的

方法。 

目标 3：掌握储存的作用、仓库的分类、仓库的作业内容及流程及储存的

主要技术；掌握库存管理控制方法，了解仓储与库存合理化的方法。 

目标 4：掌握装卸搬运的概念、装卸搬运机械的使用场合、装卸搬运合理

化；包装的概念、包装技术方法、集装化；流通加工的概念、流通加工和生产

加工的区别、流通加工合理化措施。 

目标 5：掌握有关物流信息系统的概念以及物流信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管理的概念及相关知识 (7课时） 

1.1物流概念、物流学科、物流的分类和行业。 (3课时） 

1.2第三方物流的相关理论。 (2课时） 

1.3国际物流、国际海洋运输及其他运输方式。 (2课时） 

(二）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 (8课时） 

2.1运输概述。 (1课时） 

2.2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及其优点及缺点。 (6课时） 

2.3实现运输合理化的主要措施。 (1课时） 

(三）仓储及库存管理 (6课时） 

3.1储存保管概述。 (1课时） 

3.2储存保管技术与合理化。 (2课时） 

3.3库存管理的相关理论。 (1课时） 

3.4库存管理控制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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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值功能 – 装卸、包装、流通加工 (6课时） 

4.1装卸搬运概述。 (2课时）  

4.2包装与包装技术。 (2课时）  

4.3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化。 (2课时） 

(五）配送与配送中心 (3课时） 

5.1配送及配送管理。 (2课时） 

5.2配送中心与配送合理化。 (1课时） 

(六）物流系统与物流信息 (2课时） 

6.1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术。 (1课时） 

6.2物流信息系统。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管理概论》张荣、支海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管理概论》(第 2版），李严锋，解琨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03 

2. 《现代物流管理概论》，赵跃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1 

3. 《物流管理概论》，杨希玲，张永恒等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8 

4. 《物流管理案例及解析》，李联卫，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6 

5. 《供应链物流管理》(原书第 4版)，Donald J.Bowersox，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管理的相关

概念、第三方物流、国际物流，及相关知识，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储存保管

技术与库存管理控制方法，装卸搬运技术，包装技术，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

化，配送流程与配送合理化，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系统。 

五、附件 

 

制定人： 张炜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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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

的概念及物流定

义，商流和物流的

联系和区别，把握

各种类型物流间

的相互关联和各

自的特点，了解物

流产业的构成状

况，发展现状及趋

势 

目标 2：掌握

各种运输方

式的特点、

适应范围、

各种运输方

式组织运输

的方法 

 

目标 3：掌握储

存的作用、仓

库的分类、仓

库的作业内容

及流程及储存

的主要技术；

掌握库存管理

控制方法，了

解仓储与库存

合理化的方法 

目标 4：掌握装卸搬

运的概念、装卸搬运

机械的使用场合、装

卸搬运合理化；包装

的概念、包装技术方

法、集装化；流通加

工的概念、流通加工

和生产加工的区别、

流通加工合理化措施 

目标 5：掌握

有关物流信

息系统的概

念以及物流

信息在物流

管理中的应

用 

 

1.1 物流概念、物流学科、

物流的分类和行业 
√     

1.2第三方物流的相关理论 √     

1.3 国际物流、国际海洋运

输及其他运输方式 
√     

2.1运输概述  √    

2.2 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及

其优点及缺点 
 √    

2.3 实现运输合理化的主要

措施 
 √    

3.1储存保管概述   √   

3.2储存保管技术与合理化   √   

3.3库存管理的相关理论   √   

3.4库存管理控制方法   √   

4.1装卸搬运概述    √  

4.2包装与包装技术    √  

4.3 流通加工的形式与合理

化 
   √  

5.1配送及配送管理    √ √ 

5.2配送中心与配送合理化     √ 

6.1 物流信息与物流信息技

术 
    √ 

6.2物流信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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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6A1          英文名称：Logis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统计学，物流学概论 

后续课程：仓储与配送管理，物流工程，库存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流运输系统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型，熟练掌握不同类别模

型最优解的算法。 

目标 2：掌握物流仓储及配送系统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型，熟练掌握不同

类别模型最优解的算法。 

目标 3：掌握物流库存系统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型，熟练掌握不同类别模

型最优解的算法。 

二、课程内容 

(一）线性规划 (16 课时） 

1.1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线性规划的模型及其标准型，线性规划的图解

法。 (3 课时） 

1.2 单纯形法的理论基础，单纯形法的计算步骤。 (3 课时） 

1.3 线性规划的对偶问题，对偶单纯形法，灵敏度分析。 (3 课时） 

1.4 运输问题的数学模型，运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其他形式的运输问题。

 (3 课时） 

1.5 整数规划问题及其模型，整数规划问题的分支定界法和割平面法。 

 (2 课时） 

1.6 指派问题的模型，指派问题的求解。 (2 课时） 

(二）图与网络 (10 课时） 

2.1 图与网络的基本概念，最小支撑树问题，最短路问题的算法。 (4 课时） 

2.2 网络最大流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定理，网络最大流问题的算法，最小费

用最大流问题的算法。 (6 课时） 

(三）动态规划 (6 课时） 

3.1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和数学模型，动态规划的最优化原理和基本方程。

 (4 课时） 

3.2 动态规划的应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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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储论 (8 课时） 

4.1 存储系统的基本概念，存储系统的费用，存储策略和存储模型的分类。

 (2 课时） 

4.2 经典的订货批量模型，其他的订货批量模型。 (4 课时） 

4.3 单周期随机型存储模型，多周期随机型存储模型。 (2 课时） 

(五）决策论 (8 课时） 

5.1 决策问题的基本要素，决策问题的分类。 (2 课时） 

5.2 不确定型决策的各项准则。 (4 课时） 

5.3 风险型决策的各项准则，贝叶斯决策，决策树。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运筹学》，陈立、黄立君等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运筹学》，郝海、熊德国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08 

2. 《物流运筹学应用教程》，赵丽君、马建华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08 

3. 《现代物流运筹学》，田丽、刘刚等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10%）、作业(20%）和课堂表现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单纯形法的计

算、运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最短路问题的算法、动态规划的计算、订货批量

模型的计算、不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等。 

五、附件 

 

制定人：杨白玫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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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流运输系统

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型，

熟练掌握不同类别模型最

优解的算法。 

目标 2：掌握物流仓储及配

送系统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

型，熟练掌握不同类别模型

最优解的算法。 

目标 3：掌握物流库存系统

可构建的各种类别模型，

熟练掌握不同类别模型最

优解的算法。 

1.1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线性

规划的模型及其标准型，线性规

划的图解法 

√   

1.2 单纯形法的计算步骤 √   

1.3对偶单纯形法，灵敏度分析 √   

1.4运输问题的数学模型，表上

作业法 
√ √  

1.5 整数规划问题的数学模型，

分支定界法和割平面法 
√ √  

1.6 指派问题的模型和求解 √ √  

2.1 图与网络的基本概念，最短

路问题的算法 
√ √  

2.2 网络最大流问题的基本概

念、定理和算法，最小费用最大

流问题的算法 

√ √  

3.1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数学

模型、最优化原理和基本方程 
√  √ 

3.2 动态规划的应用 √  √ 

4.1 存储系统的基本概念，存储

系统的费用，存储策略和存储模

型的分类 

  √ 

4.2 经典的订货批量模型   √ 

4.3 单周期随机型存储模型，多

周期随机型存储模型 
  √ 

5.1 决策问题的基本要素和分

类 
 √ √ 

5.2 不确定型决策的各项准则  √ √ 

5.3 风险型决策的各项准则，贝

叶斯决策，决策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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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83P1         英文名称：System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B、运筹学 

后续课程：人因工程、设施规划与布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系统、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等重要的基本

概念及其子概念。 

目标 2：重点掌握系统分析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系统工程方法论。 

目标 3：掌握系统工程常用模型和技术的功能、原理、使用条件及初步应

用。 

目标 4：掌握系统评价与决策的原理和典型方法。 

目标 5：具有初步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分析本学科(专业）领域某些实

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系统工程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了解系统工程的发展背景 (2课时） 

1.2掌握系统和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来源 (2课时） 

1.3理解什么是系统的观点和系统工程 (2课时） 

(二）系统工程方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掌握系统工程方法论，理解不同方法论的适用范围 (3课时） 

2.2掌握系统分析的基本原理 (3课时） 

2.3掌握系统工程常用模型和技术的功能、原理、使用条件及初步应用 

 (3课时） 

2.4掌握系统评价的原理和典型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

等 (4课时） 

2.5掌握决策分析的原理和典型方法，包括决策树等 (3课时） 

(三）系统工程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理解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 (2课时） 

3.2理解系统动力学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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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理解工程系统工程的概念，掌握工程系统的系统评价方法 (2课时） 

3.4了解物流系统工程的概念与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 

3.5了解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概念 (学生自主学习） 

3.6了解信息系统工程的概念 (学生自主学习） 

3.7了解质量管理系统工程的概念和背景 (学生自主学习） 

3.8理解创新管理的系统化方法，掌握其中的管理技术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系统工程简明教程(第三版）》，汪应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系统工程》，汪应洛，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第 4 版 

《系统工程——基于信息的设计方法》，George A. Hazelrigg 著，代振宇等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系统工程学》，汪应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 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报告(30%）、平时作业(20%）及考勤

(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系统工程、

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等概念，系统分析基本原理，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工程

常用模型，系统评价方法，系统决策方法，系统动力学，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瑾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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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

握一些重要的基

本概念及其子概

念 

目标 2：掌握系统分

析的基本原理，正确

理解系统工程方法

论 

目标 3：掌握

系统工程常

用模型和技

术 

目标 4:掌握系

统评价与决策

的原理和典型

方法 

目标 5：具有初步运用

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

分析某些实际问题的

能力 

1.1 了解系统工程的

发展背景 
√     

1.2 掌握系统和系统

工程的概念和来源 
√    √ 

1.3 理解什么是系统

的观点和系统工程 
√    √ 

2.1 掌握系统工程方

法论，理解不同方法

论的适用范围 

 √   √ 

2.2 掌握系统分析的

基本原理 
 √   √ 

2.3 掌握系统工程常

用模型和技术 
  √  √ 

2.4 掌握系统评价的

原理和典型方法 
   √ √ 

2.5 掌握决策分析的

原理和典型方法 
   √ √ 

3.1 理解社会系统工

程的概念 
√     

3.2 理解系统动力学

方法 
  √   

3.3 理解工程系统工

程的概念，掌握工程

系统的系统评价方

法 

√   √  

3.4 了解物流系统工

程的概念与内容 
    √ 

3.5 了解人—机—环

境系统工程的概念 
    √ 

3.6 了解信息系统工

程的概念 
    √ 

3.7 了解质量管理系

统工程的概念和背

景 

    √ 

3.8 理解创新管理的

系统化方法，掌握其

中的管理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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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模与仿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2Q1        英文名称：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计算机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管理系统模拟》是一门以数理统计、运筹学、预测与决策，管理学及计

算机模拟语言与模拟工具等课程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课程。它应用数学、管理

科学原理，并借助计算机等工具，研究管理系统模型、管理策略、管理方法或

手段，并进行模拟实验，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本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如下： 

目标 1：使学生有效地、深刻地理解课程内容，体会管理系统模拟开发的

理论、方法和设计原则；  

目标 2：掌握管理系统模拟的基本方法； 

目标 3：掌握管理系统仿真的系统分析、建立模型、参数选择和仿真结果

的评价技术； 

目标 4.能够熟练地运用 Arena 或 matlab、maple、c、excel 等软件或仿真

语言对管理系统进行模拟。 

二、课程内容 

(一）建模与仿真的基本概念、知识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管理系统模拟概述，蒙特卡罗方法，概率与统计基础 

1.1系统与管理系统(问题求解，知识、模型与模拟，管理系统模拟概述，

管理系统模拟的发展）  (4课时） 

1.2管理系统模拟的基础知识 (随机数与随机变量，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实验

方案的设计，模拟结果的统计分析，模拟模型的验证、确认和检验） (4课时） 

1.3 随机数的产生 (均匀分布随机数的产生，随机变量产生的原理，典型

连续随机变量的产生，常用离散随机变量的产生） (4课时） 

(二）仿真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2.1蒙特卡洛法的原理及应用 (5课时） 

确定性问题的求解，随机问题的求解，定积分问题，中子屏蔽实验，库存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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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离散事件系统仿真 (5课时） 

2.2.1排队论理论基础 

单服务台负指数分布排队系统的分析,多服务台负指数分布排队系统的分析,

一般服务时间 M/G/1模型,经济分析——系统的最优化,分析排队系统的随机模拟法 

2.2.2离散事件系统仿真 

基本概念，离散事件系统的建模方法，离散事件系统仿真模型， 离散事件

系统的形式化 

2.3仿真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5课时） 

排队论模型,库存模型 

2.4随机数及随机变量的产生 (5课时） 

均匀分布随机数的产生， 随机变量产生的原理， 典型连续随机变量的产

生， 常用离散随机变量的产生 

2.5模型认证与系统仿真结果分析 (5课时） 

模型验证、确认与认定, 离散事件系统仿真输出数据分析 

(三） 离散系统模拟原理与 Arena模拟工具 (8课时） 

离散系统模拟中的基本概念 (2课时）  

离散系统模拟分类与时间控制方法 (2课时） 

 Arena模拟工具及 Arena建模示例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卫强,陈国青. 管理系统模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二)参考教材 

肖人彬 等编著，管理系统模拟，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胡斌，管理系统模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王可定：《计算机模拟及其应用》，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12 

黄柯木隶：《系统仿真技术》，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10 

肖田元等：《系统仿真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考核方法：考试 

2.学生最终成绩由期末成绩、平时成绩(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课程

设计构成，其中平时成绩 40％，课程设计，期末成绩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龙泉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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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建模与仿真

的基本概念、知识体系、 

目标 2：掌握基本的仿

真方法 

目标 3：了解和学习建

模和仿真的专用工具 

第一章 管理系统模拟概述 √   

第二章 蒙特卡罗方法 √   

第三章 概率与统计基础 √   

第四章 离散事件系统模拟  √  

第五章 输入数据分析  √  

第六章 随机数生成器    

第七章 随机变量生成  √  

第八章 模拟研究生命周期  √  

第九章 单系统输出数据分析  √  

第十章 多系统方案比较分析  √  

第十一章 模拟软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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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18Q1         英文名称：Advanced Manufacturing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工业工程、生产运作管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先进制造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制造系统的分类、决策、设计、

运行和信息化等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 10种先进制造模式的发展、原理与应用。 

目标 3：掌握 9项先进设计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目标 4：了解先进制造工艺技术、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生态化设计、清

洁化生产及再制作工程。 

目标 5：了解汽车、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等具有典型性的制造系统及未来制

造系统展望。 

二、课程内容 

(一）先进制造系统总论 (4课时） 

(1）了解制造与制造业的概念，制造业的发展与作用，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及产品生命周期。 

(2）掌握先进制造系统的概念、先进制造模式的概念、先进制造技术的概

念。 

(3）了解制造工程学科 

(二）先进制造系统的基本原理 (6课时） 

(1）掌握制造系统的类型、AMS的组成、AMS的性能原理、AMS的建模原理、

AMS的决策属性、AMS的设计原理及 AMS的运行原理。 

(2）了解制造系统的信息化 

(三）先进制造模式 (6课时） 

(1）掌握制造模式的类型与作用 

(2）掌握并行工程、敏捷制造、可重构制造、大量定制、成组技术、精益

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化制造、智能制造、集中制造模式的

比较 

(四）先进设计技术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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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先进设计技术的定义、内容与特点、掌握计算机辅助 X、面向 X

的设计、模块化设计 

(2）了解模块化设计 

(五）先进制造装备及技术 (4课时） 

(1）了解制造自动化、拟轴机床、工业机器人、装配线、自动导向车、质

量检测及装备、柔性制造系统 

(2）掌握数控机床及技术、加工中心 

(六）先进制造工艺技术 (3课时） 

(1）了解先进制造工艺技术的内涵。 

(2）了解快速成形制造、高能束加工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纳米制造、

生物制造。 

(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生态化设计、清洁化生产及再制作工程及汽车、

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等具有典型性的制造系统 (3课时） 

(1）了解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生态化设计、清洁化生产及再制作工程及

汽车、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等具有典型性的制造系统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先进制造系统》戴庆辉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先进制造系统》 刘飞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纪律、课堂问答及考勤作业(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先进制造系统概

论及基本理论；先进制造模式；先进制造装备及技术及先进制造工艺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唐海波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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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先进

制造系统中的基

本概念；制造系统

的分类、决策、设

计、运行和信息化

等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 10

种先进制造模式

的发展、原理与

应用。 

 

 

目标 3：掌握 9

项先进设计技术

的原理及应用。 

 

目标 4：了解先

进制造工艺技

术、绿色技术、

绿色产品、生

态化设计、清

洁化生产及再

制作工程。 

目标 5：了解汽

车、集成电路

和计算机等具

有典型性的制

造系统及未来

制造系统展

望。 

1.1 了解制造与制造业的概

念，制造业的发展与作用，

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及产品生

命周期。 

√     

1.2 掌握先进制造系统的概

念、先进制造模式的概念、

先进制造技术的概念。 

√     

1.3了解制造工程学科 √     

2.1 掌握制造系统的类型、

AMS 的组成、AMS 的性能原

理、AMS 的建模原理、AMS

的决策属性、AMS 的设计原

理及 AMS的运行原理。 

 √    

2.2了解制造系统的信息化  √    

3.1 掌握制造模式的类型与

作用 
  √   

3.2 掌握并行工程、敏捷制

造、可重构制造、大量定制、

成组技术、精益生产、计算

机集成制造、虚拟制造、网

络化制造、智能制造、集中

制造模式的比较 

  √   

4.1 掌握先进设计技术的定

义、内容与特点、掌握计算

机辅助 X、面向 X 的设计、

模块化设计。 

   √  

4.2了解模块化设计    √  

5.1 了解制造自动化、拟轴

机床、工业机器人、装配线、

自动导向车、质量检测及装

备、柔性制造系统 

 

    √ 

5.2 掌握数控机床及技术、

加工中心 
    √ 

6.1 了解先进制造工艺技术

的内涵。 
     

6.2 了解快速成形制造、高

能束加工技术、超精密加工

技术、纳米制造、生物制造。 

     

7.1 了解绿色技术、绿色产

品、生态化设计、清洁化生

产及再制作工程及汽车、集

成电路和计算机等具有典型

性的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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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3A1        英文名称：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材料、机械等工科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生产管理与运作、质量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概念及企业分类，企业管理职能，掌握企业管理理论及

其发展以及机电企业的组织机构。 

目标 2：理解市场营销的理念和营销策略，掌握企业经营决策的内容、分

类与原则，以及经营预测和决策的方法。 

目标 3：理解现代企业技术战略与技术创新的内涵，掌握有关技术管理的

技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研发以及扩散等内容。 

目标 4：掌握企业生产过程组织，企业生产运作计划以及现代生产管理模

式，了解网络计划技术。 

目标 5：了解质量与企业质量管理的定义及发展历程，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的特点及基本工作方法， 掌握企业质量管理常用的统计方法。 

目标 6：了解设备综合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全面生产维修的内容，掌握物资

管理的任务、组织机构和物资库存控制法，理解企业物流管理的意义以及物料

的采购和运输管理相关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管理概论 (6课时） 

1.1企业概述 (2课时） 

1.2企业管理理论及发展 (1学时） 

1.3企业管理职能 (1课时） 

1.4企业的组织机构 (2课时） 

(二）企业经营管理 (6课时） 

2.1经营决策内容与决策方法 (2课时） 

2.2市场预测与营销战略(1） (2课时） 

2.3市场预测与营销战略(2） (1学时） 

2.4电子商务与国际市场开拓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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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技术管理 (2课时） 

3.1企业技术战略与技术创新 (1课时） 

3.2企业技术管理过程 (1课时） 

(四）企业生产管理内容 (6课时） 

4.1 生产管理概述 (1课时） 

4.2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1课时） 

4.3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 (2课时） 

4.4网络计划技术及现代生产管理模式 (2课时） 

(五）企业质量管理内容 (6课时） 

5.1现代质量管理概述 (2课时） 

5.2全面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常用的方法与工具 (2课时） 

5.3ISO9000质量管理系列标准简介 (2课时） 

(六）设备和物资管理 (2课时） 

6.1企业设备管理 (1课时） 

6.2企业物资及物流管理 (1课时 ） 

(七）习题练习以及考核 (4课时） 

7.1习题练习(预测、决策、生产过程不同移动方式的时间计算、质量管理

统计方法练习）。 (2课时） 

7.2考核。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企业管理导论》张世昌等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0(第二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企业管理概论》(第四版），尤建新 雷星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企业管理概论》，王素梅 张兴福 王跃国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企业管理》( 第四版），高海晨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提问等(20%），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管理理论、

企业经营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以及设备和物资管理。 

五、附件 

 

制定人：  隋丽辉  审核人：   李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9B%B7%E6%98%9F%E6%99%96&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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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

企业概念及

企业分类，企

业管理职能，

掌握企业管

理理论及其

发展以及机

电企业的组

织机构 

目标 2：理解

市场营销的

理念和营销

策略，掌握企

业经营决策

的内容、分类

与原则，以及

经营预测和

决策的方法。 

目标 3：理解

现代企业技

术战略与技

术创新的内

涵，掌握有关

技术管理的

技术预测、技

术评估、技术

研发以及扩

散等内容。 

目标 4:掌

握企业生产

过程组织，

企业生产运

作计划以及

现代生产管

理模式，了

解网络计划

技术。 

目标 5：了解

质量与企业

质量管理的

定义及发展

历程，企业全

面质量管理

的特点及基

本工作方法， 

掌握企业质

量管理常用

的统计方法。 

目标 6:了解设

备综合管理的

基本内容和全

面生产维修的

内容，掌握物资

管理的任务、组

织机构和物资

库存控制法，理

解企业物流管

理的意义以及

物料的采购和

运输管理相关

内容。 

1.1企业概述 √      

1.2 企业管理理论及发

展 
√      

1.3企业管理职能 √      

1.4企业的组织机构 √      

2.1 经营决策内容与决

策方法 
 √     

2.2 市场预测与营销战

略(1） 
 √     

2.3 市场预测与营销战

略(2） 
 √     

2.4 电子商务与国际市

场开拓 
 √     

3.1 企业技术战略与技

术创新 
  √    

3.2企业技术管理过程   √    

4.1生产管理概述。    √ √  

4.2 生产过程的空间组

织。 
   √   

4.3 生产过程的时间组

织 
   √ √  

4.4 网络计划技术及现

代生产管理模式 
   √   

5.1现代质量管理概述  √ √ √ √  

5.2 全面质量管理以及

质量管理常用的方法与

工具 

   √ √  

5.3 ISO9000 质量管理

系列标准简介 
    √  

6.1企业设备管理      √ 

6.2 企业物资及物流管

理 
     √ 

7.1习题练习  √  √ √  

7.2考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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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84P1       英文名称：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机械、信息、电子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课程性质：项目管理学科主要探索、研究和发现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和

最佳实践。项目管理的对象----项目，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一定的目标的一

次性活动，是组织增强环境适应性和应变性、实现变革和跳跃式发展的有效的

运作方式和实施载体，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先进的组织形式。项目管理课程传

授项目计划、项目实施与控制的现代理论以及社会实践案例，它涵盖了项目的

综合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

管理、风险管理和采购管理等九大领域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现

代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初步具备项目启动、项目实施

和项目终止等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管理所需的技能。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如下： 

目标一：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含义、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和任务； 

目标二：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内外背景，了解工程项目管理学及其相关

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组织结构； 

目标三：了解当前几种重要的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了解项目投资目标

论证和分析。 

目标四：掌握进度控制的含义、目的，掌握进度计划系统的构成，掌握进

度计划的编制方法，掌握进度控制方法； 

目标五：了解总进度目标的论证。掌握项目质量控制目标及控制依据、项

目质量体系的建立与运行、项目设计阶段质量控制、项目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了解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 项目管理基本概念、知识体系模块 (3课时） 

项目管理发展状况， 项目的定义及主要特征，项目管理的定义及主要特征，

项目管理基本流程，项目管理组织结构，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 项目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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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3课时） 

项目可行性分析概念与主要任务，项目可行性分析的阶段划分，项目可行

性分析的目的及作用，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步骤及原则，项目可行性分析的分析

方法，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编写方法，项目可行性分析工作任务描述，项目

可行性分析实施与应用 

(三）项目计划管理 (3课时） 

项目计划步骤，项目计划主要内容，项目计划常用工具，项目计划模板，

项目计划管理工作任务描述，项目计划管理实施与应用 

(四）项目采购与招投标管理 (3课时） 

项目采购规划，项目采购的方式，目采购招投标流程，项目采购管理工作

任务描述，项目采购管理实施与应用 

(五）项目范围管理 (3课时） 

项目范围管理概述，项目范围的确定，项目的目标和可交付成果，项目的

工作分解结构，项目范围管理工作任务描述，项目范围管理实施与应用  

(六）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3课时） 

编制项目组织规划，项目人员的甄选与配备，项目团队建设，项目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任务描述，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实施与应用 

(七）项目成本核算管理 (3课时） 

项目资源计划，项目成本估算与预算，目成本控制，项目成本核算，项目

成本管理工作任务描述，项目成本管理实施与应用  

(八）项目进度管理 (3课时） 

项目进度的分析与管理，项目进度管理工作任务描述 ，项目进度管理实施

与应用 

(九）项目质量管理 (3课时） 

项目质量概念，目质量管理方法，项目质量管理步骤，质量管理体系，项

目质量管理工作任务描述，项目质量管理实施与应用 

(十）项目风险管理 (3课时） 

项目风险识别，目风险估计，项目风险应对，项目风险管理工作任务描述，

项目风险管理实施与应用 

(十一）项目收尾 (2课时） 

项目终止与结束，项目验收，项目收尾管理工作任务描述，项目收尾管理

实施与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邱菀华、沈建明、杨爱华，《现代项目管理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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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张立友，于晓璐，金林, 《项目管理核心教程与 PMP 实战》, 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3 

2、Clifford F.Gray(美), Erik W.Larson (美), 《项目管理教程》,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03 

3、中蓝工作室, 《项目管理与 Microsoft Project 2002》, 科学出版社. 2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核方法：考查 

学生最终成绩由期末成绩、平时成绩(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课程设

计构成，其中平时成绩 40％，课程设计，期末成绩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龙泉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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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项目管理的

基本概念、知识体系、 

目标 2：掌握基本的项

目管理常用方法 

目标 3：了解和学习项

目管理的工具 

项目管理概述 √   

项目可行性分析 √ √ √ 

项目计划管理 √ √  

项目采购与招投标管理 √ √  

项目范围管理 √ √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   

项目成本核算管理 √ √  

项目进度管理 √ √ √ 

项目质量管理 √ √ √ 

项目风险管理 √ √  

项目收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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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7A1         英文名称：Project Financ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 公司金融 

后续课程：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  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项目融资的内涵及应用，掌握项目融资的框架结构与一般程

序。 

目标 2：掌握融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学会如何对项目进行可

行性评估。 

目标 3：学会选择和设计项目融资中的投资结构，了解不同的融资模式，

并学会合理地选择资金来源。 

目标 4：掌握项目融资的担保方式，学会对项目融资的风险进行管理。 

二、课程内容 

(一）项目融资基础 (2课时） 

1.1 项目融资的产生与发展；项目融资的参与者。 (1课时） 

1.2项目融资的框架结构与运作程序、外部环境。 (1课时） 

(二）项目的投资结构 (5课时） 

2.1 影响项目投资结构设的主要因素。  (1课时） 

2.2 公司型合资结构，合伙制结构，非公司型合资结构 (2课时） 

2.3 信托基金结构，合资协议的关键条款。 (2课时） 

(三）项目融资模式  (4课时） 

3.1 项目融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  (1课时） 

3.2 BOT项目融资模式和 ABS项目融资模式。  (3课时） 

3.3项目融资的其他模式 。 (2课时） 

 (四）项目融资资金来源 (4课时） 

4.1 项目资金的结构和来源、股本资金与准股本资金 (1课时） 

4.2债务资金、商业银行贷款、银团贷款、世界银行贷款 (2课时） 

4.3夹层融资和其他资金来源方式 (1课时） 

(五）项目融资可行性研究 (4课时） 

5.1项目可行性研究概述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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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项目财务评价 (2课时） 

5.3项目的可融资性分析 (1课时） 

(六）项目融资风险管理 (6课时） 

6.1项目风险类型与识别 (1课时） 

6.2项目融资风险的分配与管理 (2课时） 

6.3项目风险的定量分析 (3课时） 

(七）项目融资担保 (3课时） 

7.1担保在项目融资中的作用 (1课时） 

7.2项目担保人、担保文件、担保的范围和条件 (1课时） 

7.3项目融资担保的主要类型、意向性担保 (1课时） 

 (八）项目融资案例分析  (2课时） 

8.1 国外项目融资案例       (1课时） 

8.2 项目投融资在我国的应用案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项目融资管理》，王虹，徐玖平，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项目融资》(第 3 版），蒋先玲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0 

2. 《PPP 项目融金术：融资结构、模式与工具》，张继峰著，法律出版社，

2017.08 

3.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编写组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03 

4. 《中小企业项目融资实务：案例分析与法律风险防范》齐立然，任谷龙

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01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纪律与表现(10%）、课堂测验(20%）

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项目融资中的投资结构分析、项目融资模式的设计与选择、项目资金的

选择、项目的物权担保与信用担保，项目融资中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以及项目融

资风险的处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侯社红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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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项目

融资的内涵及应

用，掌握项目融资

的框架结构与一

般程序。 

 

目标 2：掌握融

资项目可行性

研究的程序和

方法，学会如

何对项目进行

可行性评估。 

 

目标 3：学会选

择和设计项目

融资中的投资

结构，了解不

同的融资模

式，并学会合

理地选择资金

来源。 

目标 4：掌握

项目融资的

担保方式，学

会对项目融

资的风险进

行管理。 

 

1.1 项目融资的产生与发展；项目融资的参与者。 √    

1.2项目融资的框架结构与运作程序、外部环境。 √    

2.1 影响项目投资结构设的主要因素。   √   

2.2 公司型合资结构，合伙制结构，非公司型合

资结构 
  √  

2.3 信托基金结构，合资协议的关键条款。   √  

3.1 项目融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2 BOT项目融资模式和 ABS项目融资模式。   √ √ 

3.3项目融资的其他模式 。   √ √ 

4.1 项目资金的结构和来源、股本资金与准股本

资金 
  √  

4.2 债务资金、商业银行贷款、银团贷款、世界

银行贷款 
  √  

4.3夹层融资和其他资金来源方式   √  

5.1项目可行性研究概述  √   

5.2项目财务评价  √   

5.3项目的可融资性分析  √   

6.1项目风险类型与识别    √ 

6.2项目融资风险的分配与管理    √ 

6.3项目风险的定量分析    √ 

7.1担保在项目融资中的作用    √ 

7.2项目担保人、担保文件、担保的范围和条件    √ 

7.3项目融资担保的主要类型、意向性担保    √ 

8.1 国外项目融资案例 √ √   

8.2 项目投融资在我国的应用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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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质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34P1           英文名称：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质量管理学、质量分析与改进、质量成本管理 

后续课程：质量管理综合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定义、基本原理及方法； 

目标 2：掌握项目质量策划、项目质量保证、项目质量控制及项目质量数

据分析之相关方法； 

目标 3：掌握项目质量形成过程的管理方法； 

目标 4：掌握项目质量经济性管理与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在项目中的实施。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项目质量管理导论  (4 课时） 

1.1 项目与项目质量、项目质量管理概论 (2 课时） 

1.2 项目质量管理原则、项目质量管理的基本原理 (2 课时） 

(二）项目质量管理三部曲及项目数据统计分析 (14 课时） 

2.1 项目质量规划概述、质量策划与技术文件 (4 课时） 

2.2 项目质量保证工作的基本内容、实施质量保证、组织级质量管理体系 

 (2 课时） 

2.3 项目质量控制概述、项目质量控制方法 (4 课时） 

2.4 项目质量数据采集、质量数据统计处理方法、质量数据变异的数字特

征及其度量及质量数据的统计规律 (4 课时） 

(三）项目质量形成过程管理及经济性 (8 课时） 

3.1 项目不同阶段的质量管理 (1 课时） 

3.2 项目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 (2 课时） 

3.3 项目质量管理组织 (1 课时） 

3.4 质量、成本与利润，项目成本与项目质量成本，项目质量经济分析，

项目质量成本管理 (4 课时） 

(四）项目质量精益管理 (6 课时） 

4.1 项目质量持续改进 (2 课时） 

4.2 6σ 项目质量管理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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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项目质量管理》 王祖和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项目质量管理》，翟焱，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8 

《项目质量管理》 [美]克洛彭博格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01 

《项目质量管理》，那娜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11 

项目管理者联盟 http://service.mypm.net/website.asp 

中国质量俱乐部 http://www.qualityclub.cn/portal.php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20%）、及考勤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与项目质量

管理、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项目质量数据分析、项目质量形成过

程的管理、项目质量经济性与精益六西格玛管理。 

五、附件 

 

制定人：  孙 磊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http://book.jd.com/writer/%E5%85%8B%E6%B4%9B%E5%BD%AD%E5%8D%9A%E6%A0%BC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9%82%A3%E5%A8%9C_1.html
http://service.mypm.net/website.asp
http://www.qualityclub.cn/port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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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项目

管理的基本定义、

基本原理及方法 

目标 2：掌握项目质

量策划、项目质量

保证、项目质量控

制及项目质量数据

分析之相关方法 

目标 3：掌握项目质

量形成过程的管理

方法 

目标 4：掌握项目

质量经济性管理

与精益六西格玛

管理在项目中的

实施 

1.1 项目与项目质量、项目质量管

理概论 
√    

1.2 项目质量管理原则、项目质量

管理的基本原理 
√    

2.1 项目质量规划概述、质量策划

与技术文件 
 √   

2.2项目质量保证工作的基本内容、

实施质量保证、组织级质量管理体

系 

 √   

2.3 项目质量控制概述、项目质量

控制方法 
 √   

2.4 项目质量数据采集、质量数据

统计处理方法、质量数据变异的数

字特征及其度量及质量数据的统计

规律 

 √  √ 

3.1项目不同阶段的质量管理   √  

3.2项目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   √  

3.3项目质量管理组织   √  

3.4 质量、成本与利润，项目成本

与项目质量成本，项目质量经济分

析，项目质量成本管理 

   √ 

4.1 项目质量持续改进    √ 

4.2 6σ项目质量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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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85A1            英文名称：Consumer Behavio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推销技巧与销售管理、网络营销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掌握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决策过程，

为制定营销战略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目标 2：掌握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营

销战略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撑； 

目标 3：掌握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为特定环境下的营销战略制定

提供理论支撑； 

目标 4：学会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撰写营销战略报告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决策过程 (14课时） 

1.1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基本框架、消费者行为学的

研究方法 (2课时） 

1.2 消费者决策过程：问题的认知与信息搜集 (4课时） 

1.3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买与评价 (4课时） 

1.4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4课时） 

(二）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16课时） 

2.1 消费者的资源及购买动机 (4课时） 

2.2 消费者的知觉及其影响因素 (4课时） 

2.3 消费者的学习、记忆及购买行为 (4课时） 

2.4 消费者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4课时） 

(三）影响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 (6课时） 

3.1 消费者的个性、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 (2课时） 

3.2 文化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2课时） 

3.3 社会阶层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2课时） 

(四）市场调研与营销战略报告的撰写 (12课时） 

4.1 分析广告中针对消费者心理状况的设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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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过对商场和超市的观察撰写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4课时） 

4.3 通过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调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和差异性，撰写相关

研究报告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消费者行为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符国群主编，2015年 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消费者行为学》，周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9 

2. 《消费者心理学(第四版）》，罗子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4 

3. 《消费者行为学(第 11版）》，利昂 希夫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2 

4. 《管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入门》，黄晓治，孔庆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4.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研究报告(20%）、课堂展示(10%)、出勤

等(10%)、测试一占 10%、测试二占 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行为学的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消费者决策过程；消费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闫燕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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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消费者

行为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和决策过程，为

制定营销战略提供

理论和数据支撑 

目标 2：掌握分析消

费者购买行为中的

心理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为制定营销

战略提供数据和理

论支撑； 

目标 3：掌握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

的因素，为特定

环境下的营销战

略制定提供理论

支撑； 

目标 4：学会通

过市场调研和

数据分析撰写

营销战略报告 

1.1 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行为

研究的基本框架、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

方法 

√    

1.2 消费者决策过程：问题的认知与信

息搜集 
√    

1.3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买与评价 √    

1.4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    

2.1 消费者的资源及购买动机  √   

2.2 消费者的知觉及其影响因素  √   

2.3 消费者的学习、记忆及购买行为  √   

2.4 消费者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   

3.1 消费者的个性、自我概念与生活方

式 
  √  

3.2 文化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  

3.3 社会阶层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  

4.1 分析广告中针对消费者心理状况

的设计 
 √  √ 

4.2 通过对商场和超市的观察撰写消

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   √ 

4.3 通过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调查消

费者行为的变化和差异性，撰写相关研

究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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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17A1                        英文名称：Consumer Behavio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推销技巧与销售管理、网络营销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掌握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决策过程，

为制定营销战略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目标 2：掌握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营

销战略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撑； 

目标 3：掌握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为特定环境下的营销战略制定

提供理论支撑； 

目标 4：学会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撰写营销战略报告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决策过程 (14课时） 

1.1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基本框架、消费者行为学的

研究方法 (2课时） 

1.2 消费者决策过程：问题的认知与信息搜集 (4课时） 

1.3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买与评价 (4课时） 

1.4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4课时） 

(二）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16课时） 

2.1 消费者的资源及购买动机 (4课时） 

2.2 消费者的知觉及其影响因素 (4课时） 

2.3 消费者的学习、记忆及购买行为 (4课时） 

2.4 消费者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4课时） 

(三）影响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 (6课时） 

3.1 消费者的个性、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 (2课时） 

3.2 文化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2课时） 

3.3 社会阶层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2课时） 

(四）市场调研与营销战略报告的撰写 (12课时） 

4.1 分析广告中针对消费者心理状况的设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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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过对商场和超市的观察撰写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4课时） 

4.3 通过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调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和差异性，撰写相关

研究报告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消费者行为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符国群主编，2015.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消费者行为学》，周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9 

2. 《消费者心理学(第四版）》，罗子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4 

3. 《消费者行为学(第 11版）》，利昂 希夫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2 

4. 《管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入门》，黄晓治，孔庆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4.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研究报告(20%）、课堂展示(10%)、课堂

测验(20%两次）及出勤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行为学的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消费者决策过程；消费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闫燕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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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消费者

行为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和决策过程，为

制定营销战略提供

理论和数据支撑 

目标 2：掌握分析消

费者购买行为中的

心理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为制定营销

战略提供数据和理

论支撑； 

目标 3：掌握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

的因素，为特定

环境下的营销战

略制定提供理论

支撑； 

目标 4：学会通

过市场调研和

数据分析撰写

营销战略报告 

1.1 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消费者行为

研究的基本框架、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

方法 

√    

1.2 消费者决策过程：问题的认知与信

息搜集 
√    

1.3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买与评价 √    

1.4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    

2.1 消费者的资源及购买动机  √   

2.2 消费者的知觉及其影响因素  √   

2.3 消费者的学习、记忆及购买行为  √   

2.4 消费者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   

3.1 消费者的个性、自我概念与生活方

式 
  √  

3.2 文化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  

3.3 社会阶层与消费者购买行为   √  

4.1 分析广告中针对消费者心理状况

的设计 
 √  √ 

4.2 通过对商场和超市的观察撰写消

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   √ 

4.3 通过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调查消

费者行为的变化和差异性，撰写相关研

究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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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与租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8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经济法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信托的内涵、特点、种类和职能，掌握信托的本质，信托与

银行信贷、委托代理的区别；了解信托机构的特点和管理，掌握信托机构的组

织形式和信托机构管理的内容。 

目标 2：掌握个人信托、法人信托和通用信托等业务的涵义、特点、种类，

掌握三类信托业务的基本程序和运作流程。 

目标 3：了解现代租赁的含义、性质、特点、主要类型，掌握租赁公司融

资性租赁、经营性租赁等基本业务的区别及应用；了解美国、日本的租赁业的

产生与发展、主要类型、及现行做法。 

目标 4：了解影响租金的因素，掌握租金的构成及计算方法，融资租赁业

务操作程序，学会租金计算方法的实际应用。 

目标 5：了解租赁的有关法律，租赁合同的基本内容，掌握租赁合同签订、

履行的流程；了解租赁会计规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租赁税收的现状，掌握

租赁会计规范。 

二、课程内容 

(一)信托与信托机构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信托的本质 (1课时） 

1.2 信托与银行信贷、委托代理的区别与联系 (1课时） 

1.3 信托机构的性质与特点 (1课时） 

1.4 信托机构的管理 (1课时） 

(二）三大信托业务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2.1 个人信托的内涵及特点 (1课时） 

2.2 生前信托和身后信托 (2课时） 

2.3 法人信托的内涵、特点和范围 (1课时） 

2.4 公司债信托、动产信托、雇员受益信托、事务管理信托等法人信托业

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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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用信托的概念、产生及种类 (1课时） 

2.6 投资信托、不动产信托、公益信托的特点及种类 (2课时） 

2.7 信托投资基金的种类、运作程序及管理 (1课时） 

(三）租赁与国外租赁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3.1 租赁的含义、性质、特点、主要类型 (1课时） 

3.2 融资性租赁和经营性租赁的区别与联系 (2课时） 

3.3 杠杆租赁特点和作用 (1课时） 

3.4 美、日租赁业的产生与发展 (2课时） 

3.5 国外租赁业的有关政策举措 (2课时） 

(四）租赁程序和租金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影响租金的主要因素 (1课时） 

4.2 租赁业务的操作程序 (2课时） 

4.3 租金的构成及计算方法 (3课时） 

(五）租赁合同、会计和税收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租赁合同的特征及基本内容 (1课时） 

5.2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 (1课时） 

5.3租赁会计的演进、概念及分类 (1课时） 

5.4我国的租赁会计规范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托与租赁(第 4版）》,闵绥艳，科学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信托与租赁(第 3版）》,叶伟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2.《信托、典当、拍卖与租赁管理论》，朴明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金融信托与租赁》，王淑敏、齐佩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4.《金融信托与租赁案例与习题》，王淑敏、齐佩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考核占比 4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考勤(10%）、课后作业或

定期测验、演示汇报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托的概

念、本质、特点、职能；个人信托业务的涵义、特点、种类；法人信托业务涵

义、特点、范围，公司债信托的涵义、种类、基本程序，动产信托的意义、种

类，商务管理信托的含义、特点，目的、受托人的权限和义务； 投资信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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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托、公益信托的特点及种类；信托机构的组织形式、管理内容；租赁的

含义、性质、特点、功能与作用、主要类型；美国、日本租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类型、经验做法；租赁业务操作程序、租金的构成、计算方法；租赁的有

关法律、租赁合同的基本内容；租赁会计的基本内容、会计规范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鸿军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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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信托

的内涵、特点、种

类和职能，掌握信

托的本质，信托与

银行信贷、委托代

理的区别；了解信

托机构的特点和

管理，掌握信托机

构的组织形式和

信托机构管理的

内容。 

目标 2：掌握

个人信托、法

人信托和通

用信托等业

务的涵义、特

点、种类，掌

握三类信托

业务的基本

程序和运作

流程。 

目标 3：了解现代

租赁的含义、性

质、特点、主要类

型，掌握租赁公司

融资性租赁、经营

性租赁等基本业

务的区别及应用；

了解美国、日本的

租赁业的产生与

发展、主要类型、

及现行做法。 

目标 4: 了

解影响租金

的因素，掌

握租金的构

成及计算方

法，融资租

赁业务操作

程序，学会

租金计算方

法的实际应

用。 

目标 5：了解租赁

的有关法律，租

赁合同的基本内

容，掌握租赁合

同签订、履行的

流程；了解租赁

会计规范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以及

租赁税收的现

状，掌握租赁会

计规范。 

1.1信托的本质 √     

1.2 信托与银行信贷、委托

代理的区别与联系 
√     

1.3 信托机构的性质与特点 √     

1.4 信托机构的管理 √     

2.1 个人信托的内涵及特点  √    

2.2 生前信托和身后信托  √    

2.3 法人信托的内涵、特点

和范围 
 √    

2.4 公司债信托、动产信托、

雇员受益信托、事务管理信

托等法人信托业务 

 √    

2.5 通用信托的概念、产生

及种类 
 √    

2.6 投资信托、不动产信托、

公益信托的特点及种类 
 √    

2.7 信托投资基金的种类、

运作程序及管理 
 √    

3.1 租赁的含义、性质、特

点、主要类型 
  √   

3.2 融资性租赁和经营性租

赁的区别与联系 
  √   

3.3 杠杆租赁特点和作用   √   

3.4 美、日租赁业的产生与

发展 
  √   

3.5 国外租赁业的有关政策

举措 
  √   

4.1 影响租金的主要因素    √  

4.2 租赁业务的操作程序    √  

4.3 租金的构成及计算方法    √  

5.1 租赁合同的特征及基本

内容 
    √ 

5.2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

变更和解除 
    √ 

5.3 租赁会计的演进、概念

及分类 
    √ 

5.4我国的租赁会计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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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智能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99A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Logis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数据库原理、高级程序语言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物流信息技术与系统的基本概念、智能物流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基本的物流信息技术：物流条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物流

EDI技术、GIS技术、GPS技术、无线定位技术。 

目标 3：掌握物流信息网络的各种基本技术，掌握物流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理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目标 4：掌握基本的智能物流技术。 

目标 5：具有运用物流信息技术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信息技术概论 (4学时） 

1.1信息与物流信息 (1学时） 

1.2物流信息技术,物流系统功能信息需求与数据处理 (1学时） 

1.3物流信息系统基本结构 (2学时） 

(二）物流条码技术 (4学时） 

2.1条码技术概述 (1学时） 

2.2物流条码的标准体系及分类 (1学时） 

2.3物流条码技术的应用，计算机与网络防伪技术 (2学时） 

(三）射频识别技术 (4学时） 

3.1射频识别技术概述，定义与组成 (1学时） 

3.2 RFID的特点及分类  (1学时） 

3.3 RFID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在交通物流、生产物流、超市物流领域的

应用  (2学时） 

(四）数据库技术  (2学时） 

4.1数据库基础知识 (1学时） 

4.2关系数据库设计， 网络数据库组织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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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PS与 GIS技术 (6学时） 

5.1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据组织与管理 (1学时） 

5.2 GIS系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2学时） 

5.3 GPS概述，GPS的工作原理 (1学时） 

5.4 GPS在货物运输系统中的应用，网络 GPS 在物流业中的应用 (2学时） 

(六）无线定位技术 LBS  (2学时） 

6.1 LBS的定义，LBS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学时） 

6.2 LBS中的定位技术，LBS的应用 (1学时） 

(七）物流 EDI技术 (4学时） 

7.1物流 EDI概述，EDI系统结构 (2学时） 

7.2EDI与 Internet，EDI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 (2学时） 

(八）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8学时） 

8.1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概述，物流信息系统的层次结构 (2学时） 

8.2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过程 (2学时） 

8.3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举例 (4学时） 

(九）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6学时） 

9.1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概述，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构成  (3学时） 

9.2国内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应用现状，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需求分析与实

现 (3学时） 

(十）智能物流 (8学时） 

10.1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 (3学时） 

10.2人工智能 (2学时） 

10.3 智能运输系统概述，智能运输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分类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流信息技术》(第 1版），朱长征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流信息技术》(第 2版），鲍吉龙、江锦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 《现代物流信息化》,张宗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现代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第 1版），邹安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17.4； 

4. 《物联网与智能物流》(第 1版），王喜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C%B1%E9%95%BF%E5%BE%8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82%B9%E5%AE%89%E5%85%A8&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96%9C%E5%AF%8C&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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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马洪伟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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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物流

信息技术与系统

的基本概念、智能

物流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基本的

物流信息技术：物流

条码技术、射频识别

技术、数据库技术、

物流 EDI技术、GIS

技术、GPS技术、无

线定位技术 

目标 3：掌握物流

信息网络的各种

基本技术，掌握

物流信息系统开

发方法，理解物

流公共信息平台 

目标 4：掌

握基本的

智能物流

技术 

目标 5：具有运

用物流信息技

术的理论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

力 

1.1信息与物流信息 √     

1.2 物流信息技术,物流系

统功能信息需求与数据处理 
√  √  √ 

1.3物流信息系统基本结构 √  √  √ 

2.1条码技术概述 √ √    

2.2 物流条码的标准体系及

分类 
 √    

2.3 物流条码技术的应用，

计算机与网络防伪技术 
 √   √ 

3.1 射频识别技术概述，定

义与组成 
√ √    

3.2 RFID的特点及分类   √    

3.3 RFID技术在物流中的应

用，在交通物流、生产物流、

超市物流领域的应用 

 √   √ 

4.1数据库基础知识 √ √    

4.2关系数据库设计， 网络

数据库组织 
 √   √ 

5.1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

据组织与管理 
√ √    

5.2 GIS 系统的技术开发与

应用 
 √   √ 

5.3 GPS概述，GPS的工作原

理 
√ √    

5.4 GPS 在货物运输系统中

的应用，网络 GPS 在物流业

中的应用 

 √   √ 

6.1 LBS的定义，LBS的结构

及工作原理  
√ √    

6.2 LBS中的定位技术，LBS

的应用 
 √   √ 

7.1物流 EDI概述，EDI系统

结构 
√ √    

7.2EDI与 Internet，EDI在

物流行业中的应用 
 √   √ 

8.1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概

述，物流信息系统的层次结

构 

√  √   

8.2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方法，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过

程 

  √  √ 

8.3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举例 
  √  √ 

9.1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概

述，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构

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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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国内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应用现状，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的需求分析与实现  

  √  √ 

10.1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

网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 
√ √  √ √ 

10.2人工智能    √ √ 

10.3 智能运输系统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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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0A1              英文名称：Credit Ra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资产评估、财务报表分析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信用评级的含义特点及经济意义，了解信用评级业在国外的

产生与发展历程及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目标 2：掌握信用评级的原则，信用评级的因素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了

解信用评级的程序，资信调查，信用评级报告，学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

层次分析法在信用评级体系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工业企业信用评级和商业企业信用评级，了解商业银行信用

评级，保险公司信用评级，证券公司信用评级，债券评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

信用评级。 

二、课程内容 

(一) 信用评级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1.1信用评级的含义与特点，信用评级的经济意义，信用评级的种类 

 (2课时） 

1.2信用评级业在国外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介绍，

信用评级业务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及监管 (4课时） 

1.3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程，我国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我国信用评级

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2课时） 

信用评级原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2.1信用评级的原则，信用评级的因素分析法，信用评级的模型分析法 

 (4课时） 

2.2 信用评级的程序，资信调查，信用评级报告 (4课时） 

2.3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概述，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层次分析法在信

用评级体系中的应用 (4课时） 

(三）信用评级实务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3.1 工业企业信用评级，商业企业信用评级 (4课时） 

3.2 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保险公司信用评级，证券公司信用评级 (4课时） 



 

 399 / 1052 
 

3.3 债券评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 (第二版）》，叶尾春著，格致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信用评级》，陈树元著，中国金融出版，2016年。 

2.《信用评级》，李力，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3.《公司信用评级实务》，刘喜和，中国金融版，2017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10%)及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其他知识点内容；考核既要注重基础理论与知识的考核，又应注重

理论与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用评级的含义与特点，信

用评级的种类，我国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原则，信用评级的因素分

析法，信用评级的模型分析法，信用评级的程序，资信调查，信用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概述，工业企业信用评级，商业企业信用评级，商业银行信

用评级，保险公司信用评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洋    审核人：  韩 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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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信用评级的

含义特点及经济意义，

了解信用评级业在国外

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及我

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

程，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对策。 

目标 2：掌握信用的内涵

及形式，掌握利率的决

定因素与影响，学分单

利、复利的概念与计算。 

 

 

目标 3：掌握工业企业信用评级和商

业企业信用评级，了解商业银行信用

评级，保险公司信用评级，证券公司

信用评级，债券评级，资产证券化产

品的信用评级。 

 

1.1信用评级的含义与特

点，信用评级的经济意义，

信用评级的种类 

√   

1.2信用评级业在国外的产

生与发展历程，国际三大信

用评级机构介绍，信用评级

业务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发

展，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及

监管 

√   

1.3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历程，我国主要信用评级机

构，我国信用评级业存在的

问题及发展对策 

√   

2.1信用评级的原则，信用

评级的因素分析法，信用评

级的模型分析法 

 √  

2.2 信用评级的程序，资信

调查，信用评级报告 
 √ √ 

2.3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概

述，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的构

建，层次分析法在信用评级

体系中的应用 

 √  

3.1 工业企业信用评级，商

业企业信用评级 
  √ 

3.2 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保

险公司信用评级，证券公司

信用评级 

  √ 

3.3 债券评级，资产证券化

产品的信用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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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理论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3R1       英文名称：Lecture(Frontier Theo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能源市场与价格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能源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系，学会分析能源企业

和能源市场彼此之间的关系。 

目标 2：掌握利用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并且能够利用学过的知识解读经济政策，分析热点问题。 

目标 3：拓展学生的经济理论视野，掌握能源经济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最新

动态发展动态，提升经济学理论素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讲  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2课时） 

第二讲  中国能源装备企业国际化 (2课时） 

第三讲  索罗模型的拓展  (2课时） 

第四讲  中国能源体系改革最新政策与趋势 (2课时） 

第五讲  上海人口控制思考 (2课时） 

第六讲  碳排放权价格形成机制  (2课时） 

第七讲  上海人口控制再思考  (2课时） 

第八讲  电力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2课时） 

第九讲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再认识 (2课时） 

第十讲  油气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2课时） 

第十一讲  煤炭产业集中问题 (2课时） 

第十二讲  油气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2课时） 

第十三讲  风电产业集中问题 (2课时） 

第十四讲  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2课时） 

第十五讲  煤炭产能过剩问题 (2课时） 

第十六讲  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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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 

1、《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美] 哈尔·R.范里安著；陈昕编；

费方域，朱保华等译。格致出版社 2015 年版。 

2、《能源经济学教科书系列：能源金融(第 2 版）》林伯强，黄光晓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3、《中国煤炭市场发展报告.2016》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山西汾渭

能源开发咨询有限公司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 

4、《上海市能源碳排放 2050》郭茹，曹晓静，李风亭编，同济大学出版

社，2011-03-01 

国际贸易前沿专题王珏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 

5、《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6》何立峰 著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06-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本课程考核侧重于过程学习，讲座后会要求学生根据讲座的内容，按照

兴趣，选择 5 个专题，查阅相关资料写 5 篇课程小论文。并在课程结束后写一

篇对该门课的学习体会。 

2.成绩评定： 

课程总成绩：课程论文占 90％，平时：10% (平时成绩根据学生出勤、及

时交作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发言等情况进行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4%BD%95%E7%AB%8B%E5%B3%B0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8%AE%A1%E5%88%9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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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能源经济学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

系，学会分析能源企业和

能源市场彼此之间的关

系。 

目标 2：掌握利用博弈

论等现代经济分析工具

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

题，并且能够利用学过

的知识解读经济政策，

分析热点问题。 

目标 3：拓展学生的经

济理论视野，掌握能源

经济相关理论与实践的

最新动态发展动态，提

升经济学理论素养。 

第一讲  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   

第二讲 中国能源装备企业国际化 √   

第三讲  索罗模型的拓展  √   

第四讲 中国能源体系改革最新政策与

趋势 
√   

第五讲上海人口控制思考 √   

第六讲  碳排放权价格形成机制 √   

第七讲上海人口控制再思考  √  

第八讲  电力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  

第九讲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再认识  √  

第十讲  油气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  

第十一讲  煤炭产业集中问题  √  

第十二讲  油气市场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 

第十三讲  风电产业集中问题   √ 

第十四讲  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现状

及未来趋势 
  √ 

第十五讲  煤炭产能过剩问题 

 
  √ 

第十六讲  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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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与结构化产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1A1       英文名称：Derivatives and Structured Produc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 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 投资学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衍生金融工具的结构与损益，了解我国衍生工具的市场发展

状况。 

目标 2：掌握主要衍生金融工具的构造、合约设计与定价原理；掌握衍生

金融工具的套利、套期保值的策略及在投机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主要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交易机制与交易规则，了解我国各

类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 

目标 4：掌握结构化产品的构造原理，了解我国结构化金融产品市场的发

展。 

二、课程内容 

(一）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衍生品市场概述 (2课时） 

1.1衍生金融工具的原理；衍生金融工具的结构与损益。 (1课时） 

1.2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交易。 (1课时） 

(二）金融远期与金融远期产品及其应用 (4课时） 

2.1 金融远期定价。 (1课时） 

2.2 远期利率协议的设计机制。 (1课时） 

2.3 远期利率协议在风险管理、套利与投机中的运用；我国远期利率协议

市场的发展 (1课时） 

2.4 外汇远期的运行机制与应用；我国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1课时） 

(三）金融期货、金融期货产品及其应用  (8课时） 

3.1 金融期货的交易与价格形成。 (2课时） 

3.2 股指期货及其套期保值策略；股指期货与套利。 (2课时） 

3.3 国债期货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 (2课时） 

3.4 货币期货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 (2课时） 

(四）金融互换  (4课时） 

4.1 金融互换的结构设计与合约安排。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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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融互换的定价与估值。 (2课时） 

(五）期权、期权产品的应用与期权市场运作  (8课时） 

5.1 期权合约概述  (1课时） 

5.2 股票指数期权构造与应用  (1课时） 

5.3 货币期权构造与应用  (1课时） 

5.4 期货期权的构造与应用  (1课时） 

5.5期权的市场交易与期权市场的运作  (4课时） 

(六）结构化产品 (6课时） 

6.1 结构化产品的设计原理、特征、作用；我国结构化产品市场的发展。 

 (2课时） 

6.2 股权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应用。 (1课时） 

6.3 利率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应用。 (1课时） 

6.4 信用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应用。 (1课时） 

6.5 汇率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应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金融衍生工具》，安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9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第 7 版），约翰•赫尔(美），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9. 

2. .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唐•钱斯(美），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 结构化产品，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4. 结构化金融产品，刘莉亚、邵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

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包括：主要金融衍生工具

的原理和结构化运用及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栋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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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衍生

金融工具的结构

与损益，了解我国

衍生工具的市场

发展状况。 

 

目标 2：掌握主要衍生金

融工具的构造、合约设计

与定价原理；掌握衍生金

融工具的套利、套期保值

的策略及在投机中的应

用。 

 

目标 3：掌握主要

衍生金融工具的

市场交易机制与

交易规则，了解

我国各类衍生金

融工具市场的发

展。 

目标 4：掌握结

构化产品的构

造原理，了解我

国结构化金融

产品市场的发

展。 

 

1.1衍生金融工具的原理；衍生金

融工具的结构与损益。 
√    

1.2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交易。 √    

2.1 金融远期定价。  √   

2.2 远期利率协议的设计机制。  √   

2.3 远期利率协议在风险管理、套

利与投机中的运用；我国远期利率

协议市场的发展 

 √   

2.4 外汇远期的运行机制与应用；

我国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  

3.1 金融期货的交易与价格形成。  √ √  

3.2 股指期货及其套期保值策略；

股指期货与套利。 
 √   

3.3 国债期货套期保值与套利交

易。 
 √   

3.4 货币期货套期保值与套利交

易。 
 √   

4.1 金融互换的结构设计与合约

安排。 
 √ √  

4.2 金融互换的定价与估值。  √   

5.1 期权合约概述  √   

5.2 股票指数期权构造与应用   √   

5.3 货币期权构造与应用   √   

5.4 期货期权的构造与应用  √   

5.5 期权的市场交易与期权市场

的运作 
  √  

6.1 结构化产品的设计原理、特

征、作用；我国结构化产品市场的

发展。 

   √ 

6.2 股权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

应用。 
   √ 

6.3 利率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

应用。 
   √ 

6.4 信用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

应用。 
   √ 

6.5 汇率类结构化产品的构造与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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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9A1            英文名称：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大学英语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train students in 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preparing them for academic studies in China and also to prepare them for 

academic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ettings. 

This special course has two main purposes: 

To train students in: 

(一) Grasping basic academic research process, academic writing process, and  

(二) Making academic present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二、课程内容 

(一）Introduction (6学时） 

1.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1课时） 

1.2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writing  (4课时） 

1.3 Introduction to writing scientific PM on five pages  (1课时） 

(二）Working out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7学时） 

2.1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introduction  (2课时） 

2.2 Working of defining purpose  (2课时） 

2.3 Exercising the writing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3课时） 

(三）Working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7课时） 

3.1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methodology  (3课时） 

3.2 Working on the frame of reference  (2课时） 

3.3 Exercising the writing the purpose of frame of reference  (2课时） 

(四）Working on analysis,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10课时） 

4.1 Working of analysis  (2课时） 

4.2 Working of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2课时） 

4.3 Working of reference management  (2课时） 

4.4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reference management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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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Preparing the final presentations  (2课时） 

(五）Final student presentations of their PM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 Short Guide to College Writing, 5
th
 edition, by Barnet, Bellanca, and Stubbs.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Academic Writing: A Handbook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rd Edition, by 

Stephen Bailey  

四、课程考核  

All students are evaluat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writing the five pages of a 

scientific PM. The template is handed out to students at the start of the course. 

Grading’s are based on three evaluations: 

The introduction, purpose and methodology part 20% 

The frame of reference, analysis,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part 50% 

The complete PM including references and presentation 30% 

The final grading will also be including the final presentation of students. 

Grades given are on the scale of 0-100%. To pass students have to have at least 

60%. 

五、附件 

 

制定人：Mike Danilovic审核人：武文珍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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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Grasping basic academic research 

process, academic writing process 

目标 2： 

Making academic present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1.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  

1.2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writing 
√  

1.3 Introduction to writing 

scientific PM on five pages 
√  

2.1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introduction 
√  

2.2 Working of defining 

purpose 
√  

2.3 Exercising the writing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  

3.1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methodology 
√  

3.2 Working on the frame of 

reference 
√  

3.3 Exercising the writing 

the purpose of frame of 

reference 

√  

4.1 Working of analysis √  

4.2 Working of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  

4.3 Working of reference 

management 
√  

4.4 Exercising the writing 

of reference management 
√  

4.5 Preparing the final 

presentations 
 √ 

Final student presentations 

of their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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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战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2A1        英文名称：Marketing Strate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工业品营销、零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营销战略的内涵与特征，掌握营销战略目标的内容、分类和

确立原则，了解营销战略管理者与一般管理者的区别，掌握营销战略管理的过

程。 

目标 2：掌握营销战略宏观环境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学会关键因素的

信息收集和趋势分析方法；了解营销战略微观环境分析的内容、过程和步骤，

学会 SWOT矩阵分析、SPACE分析、BCG分析等方法和技术。 

目标 3：了解市场细分战略的内涵、作用和类型，掌握市场细分的方法和

流程；了解市场定位战略的内涵、作用和类型，掌握市场定位战略选择的方法

和程序。 

目标 4：了解品牌和品牌价值的性质和特点，掌握品牌塑造、品牌经营的

内涵，学会品牌战略方案的比较与择取；了解新产品的内涵，掌握新产品开发

的流程，学会不同情景下新产品战略的取舍。 

目标 5：了解生命周期的内涵和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掌握产品生命周期

战略选择的方法和程序；了解国际营销战略本质和特点，掌握国际目标市场选

择的方法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了解国际营销组织的形式及类型。 

目标 6：了解营销战略实施与控制的内涵与性质，掌握营销战略实施的步

骤，学会营销战略计划的制订，了解营销战略变更的原因，掌握营销战略实施

结果评价的技术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营销战略梗概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 营销战略的概念与特征 (1课时） 

1.2 营销战略目标的确立 (1课时） 

1.3 营销战略管理的内容与过程 (1课时） 

1.4营销战略管理者 (1课时） 

(二）营销战略内外部环境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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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营销战略宏观环境分析 (2课时） 

2.2 营销战略微观环境分析 (2课时） 

2.3 营销战略资源能力分析 (2课时） 

(三）市场细分战略与定位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3.1 市场细分战略的内涵、作用和类型 (1课时） 

3.2 市场细分战略制定的过程 (2课时） 

3.3 市场定位战略的内涵 (1课时） 

3.4 市场定位战略选择的一般过程 (2课时） 

(四）品牌营销战略与新产品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品牌与品牌价值 (1课时） 

4.2 品牌塑造与品牌经营 (1课时） 

4.3 品牌战略方案的选择 (1课时） 

4.4 新产品的内涵 (1课时） 

4.5 新产品开发的组织与过程 (1课时） 

4.6 新产品战略的选择 (1课时） 

(五）产品生命周期战略和国际营销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6课时） 

5.1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1课时） 

5.2 产品生命周期战略抉择 (1课时） 

5.3 国际营销战略环境 (1课时） 

5.4 国际目标市场选择 (1课时） 

5.5 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1课时） 

5.6 国际营销组织 (1课时） 

(六）营销战略实施与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6.1营销战略实施与控制的性质 (1课时） 

6.2 营销战略的实施过程和步骤 (1课时） 

6.3营销战略的变更 (1课时） 

6.4营销战略实施结果评价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企业营销战略管理》，刘昊、李勇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营销战略：以决策为导向的方法(第 7版）》，小奥维尔·C.沃克、

约翰·W.马林斯著，李先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营销战略与竞争定位(第 5版）》，格雷厄姆·胡利、奈杰尔·皮尔

西等著，楼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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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销战略》，李蕾、李东红编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4、《营销战略与管理》，尹元元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考核占比 5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考勤(10%）、课后作业或

定期测验(15%）、演示汇报(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营销战略

的概念和性质，营销战略管理的过程，营销战略管理者的构成和特征，营销战

略的宏观环境的构成及影响因素、PEST模型、五力模型、能力模型，营销战略

的微观环境构成及影响因素、SWOT矩阵分析、SPACE分析、BCG分析，市场细

分和竞争定位的原理，市场细分战略的内涵、作用、类型和过程，市场定位战

略的内涵、作用、类型及选择，品牌价值、品牌塑造和品牌经营的内涵，品牌

战略方案的制订，创新理论与新产品开发、新产品开发的流程、新产品开发战

略，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战略，国际营销本质、特点和动因，国际市

场进入方式、国际营销组织，营销战略实施的步骤、营销计划的编制、营销战

略实施绩效评价、营销战略变更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富立友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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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了解营销

战略的内

涵与特征，

掌握营销

战略目标

的内容、分

类和确立

原则，了解

营销战略

管理者与

一般管理

者的区别，

掌握营销

战略管理

的过程。 

掌握营销战

略宏观环境

分析的相关

理论和模型，

学会关键因

素的信息收

集和趋势分

析方法；了解

营销战略微

观环境分析

的内容、过程

和步骤，学会

SWOT矩阵分

析、SPACE分

析、BCG分析

等方法和技

术。 

了解市场

细分战略

的内涵、作

用和类型，

掌握市场

细分的方

法和流程；

了解市场

定位战略

的内涵、作

用和类型，

掌握市场

定位战略

选择的方

法和程序。 

了解品牌和

品牌价值的

性质和特点，

掌握品牌塑

造、品牌经营

的内涵，学会

品牌战略方

案的比较与

择取；了解新

产品的内涵，

掌握新产品

开发的流程，

学会不同情

景下新产品

战略的取舍。 

了解生命周期

的内涵和产品

生命周期的阶

段，掌握产品

生命周期战略

选择的方法和

程序；了解国

际营销战略本

质和特点，掌

握国际目标市

场选择的方法

及进入国际市

场的方式，了

解国际营销组

织的形式及类

型。 

了解营销战

略实施与控

制的内涵与

性质，掌握

营销战略实

施的步骤，

学会营销战

略计划的制

订，了解营

销战略变更

的原因，掌

握营销战略

实施结果评

价的技术和

方法。 

1.1 营销战略的概念与特征 √      

1.2 营销战略目标的确立 √      

1.3 营销战略管理的内容与

过程 
√      

1.4营销战略管理者 √      

2.1 营销战略宏观环境分析  √     

2.2营销战略微观环境分析  √     

2.3营销战略资源能力分析  √     

3.1 市场细分战略的内涵、

作用和类型 
  √    

3.2 市场细分战略制定的过

程 
  √    

3.3市场定位战略的内涵   √    

3.4 市场定位战略选择的一

般过程 
  √    

4.1 品牌与品牌价值    √   

4.2 品牌塑造与品牌经营    √   

4.3 品牌战略方案的选择    √   

4.4 新产品的内涵    √   

4.5 新产品开发的组织与过

程 
   √   

4.6 新产品战略的选择    √   

5.1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  

5.2 产品生命周期战略抉择     √  

5.3 国际营销战略环境     √  

5.4 国际目标市场选择     √  

5.5 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 √ 

5.6 国际营销组织       

6.1 营销战略实施与控制的

性质 
     √ 

6.2 营销战略的实施过程和

步骤 
     √ 

6.3营销战略的变更      √ 

6.4营销战略实施结果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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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综合模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3A1          英文名称：Marketing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推销技巧与销售管理、网络营销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通过计算机模拟，学会使用市场调查的方法和市场细分的分析方

法； 

目标 2：通过计算机软件，学会 SWOT分析法和 4P策略分析法； 

目标 3：学会撰写实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课程要求及流程 (1课时） 

市场调查方法和市场细分方法 

1.1 分析调查资料，撰写市场调查报告，要求掌握各种市场调研的方法，

了解市场调研的内容 (0.5课时） 

1.2 根据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细分 (0.5课时） 

(二）SWOT分析法和 4P策略分析法 (2课时） 

2.1 学会分析公司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编写 SWOT分析报告 

 (0.2课时） 

2.2 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制定公司竞争战略，撰写竞争战略报告 

 (0.2课时） 

2.3 产品研发 (0.4课时） 

2.4 价格策略 (0.4课时） 

2.5 渠道管理 (0.4课时） 

2.6 推销策略 广告，媒体的分析 (0.4课时） 

(三）护肤品、手机、冰箱市场的营销模拟操作 (15课时） 

3.1护肤品市场营销模拟 (5课时） 

3.2 手机市场营销模拟 (5课时） 

3.3 冰箱市场营销模拟 (5课时） 

(四）撰写实验报告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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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软件 

世格软件公司的 Simmarketing               世格软件公司 

四、实验考核 

实验过程占比 45% 

考勤占比 30% 

实验报告占比 25% 

五、附件 

 

制定人：  潘红梅   审核人：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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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计算机

模拟，学会使用市场

调查的方法和市场细

分的分析方法； 

目标 2：通过计算机

软件，学会 SWOT分析

法和 4P策略分析法； 

 

目标 3：学会撰写

实验报告 

 

1.1 分析调查资料，撰写市场调查报告，要求掌握

各种市场调研的方法，了解市场调研的内容 
√   

1.2 根据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细分 √   

2.1 学会分析公司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编

写 SWOT分析报告 
√ √ √ 

2.2 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制定公司竞争战略，撰

写竞争战略报告 
 √  

2.3 产品研发  √  

2.4 价格策略  √  

2.5 渠道管理  √  

2.6 推销策略 广告，媒体分析 √ √ √ 

3.1 护肤品市场营销模拟 √ √ √ 

3.2 手机市场营销模拟 √ √ √ 

3.3 冰箱市场营销模拟 √ √ √ 

4. 实验报告的撰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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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88A1                英文名称：Applied Statis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市场调研、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类别变量、顺序变量和数值变量的特点，能正确选择变量刻

画经济管理问题的细节特征，并用合适的图表客观、生动、高效的挖掘数据中

包含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2：掌握数据水平、数据差异和数据分布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能合

理运用各类描述统计量提炼出比图表更深层、更丰富、更综合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3：掌握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推断统计分析方法，能对经济管理问

题分析中遇到的均值问题、比例问题和方差问题进行科学的估计与比较。 

目标 4：掌握类别变量分布规律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并应用于多个比例

的比较；掌握类别变量的独立性检验方法，并应用于类别变量关系的研究。 

目标 5：掌握方差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方差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等不同群体的均值差异进行比较。 

目标 6：掌握回归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回归分析揭示定量变量之间

的数量关系，并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预测和趋势判断等具体问题，以便制定

科学的经济管理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统计、数据和计算机 (2课时） 

1.1什么是统计学，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方法的含义与区别，统计学的研

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1.2变量、数据及其按照计量尺度、时间状况进行的分类。 (0.5课时） 

1.3 统计数据的来源，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

常见的概率抽样方法。 (0.5课时） 

1.4 SAS、SPSS、Eviews、Excel等常用的统计软件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二）用图表展示数据 (4课时） 

2.1定性数据生成数据频数分布表的方法，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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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等常用图形。 (1.5课时） 

2.2定量数据的分组规则，生成定量数据的频数分布表，直方图、茎叶图、

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等常用图形。 (2课时） 

2.3好的图形具备的基本特征和 5种鉴别图形优劣的标准，如何合理使用

图表。 (0.5课时） 

(三）用统计量描述数据 (4课时） 

3.1数据水平度量的统计量、数据水平度量统计量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1课时） 

3.2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等数据差异的度量统计量，标准分数

和离散系数的计算与用途。 (2课时） 

3.3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等数据分布形状的度量统计量。 (1课时） 

(四）参数估计 (6课时） 

4.1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和原理、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的含义、评价估计

量的标准。 (2课时） 

4.2一个总体均值、比例和方差的区间估计方法。 (2课时） 

4.3两个总体参数区间估计的基本方法。 (1课时） 

4.4估计一个总体均值和一个总体比例时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1课时） 

(五）假设检验 (6课时） 

5.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提出合理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用统计

量和 P值进行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表述和解释假

设检验的结果。 (2课时） 

5.2一个总体参数检验的方法和程序。 (2课时） 

5.3两个总体参数检验的基本方法。 (2课时） 

(六）类别变量的推断 (4课时） 

6.1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1.5课时） 

6.2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1.5课时） 

6.3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1课时） 

(七）方差分析 (6课时） 

7.1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方差分析中的基本假定。 (2课时） 

7.2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2课时） 

7.3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课时） 

(八）一元线性回归 (6课时） 

8.1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基本内容、回归分析中的基本假定、散点图的

绘制、相关系数。 (2课时） 

8.2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方法。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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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利用一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九）多元线性回归 (6课时） 

9.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课时） 

9.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3课时） 

9.3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十）课程知识综合练习 (4课时） 

10.1课程实验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10.2 课程知识的综合与复习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贾俊平，《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徐国祥等著，《统计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4 年 9 月。 

2.李洁明等著，《统计学原理(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3.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4.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平时测试及作

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用统计量描述

数据、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类别变量的推断、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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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类别变

量、顺序变

量和数值

变量的特

点，能正确

选择变量

刻画经济

管理问题

的细节特

征，并用合

适的图表

主观、生

动、高效的

挖掘数据

中包含的

经济管理

信息。 

目标 2：掌

握数据水

平、数据差

异和数据

分布的描

述统计分

析方法，能

合理运用

各类描述

统计量提

炼出比图

表更深层、

更丰富、更

综合的经

济管理信

息。 

目标 3：掌

握参数估

计和假设

检验的推

断统计分

析方法，能

对经济管

理问题分

析中遇到

的均值问

题、比例问

题和方差

问题进行

科学的估

计与比较。 

目标 4：掌

握类别变

量分布规

律的拟合

优度检验

方法，并应

用于多个

比例的比

较；掌握类

别变量的

独立性检

验方法，并

应用于类

别变量关

系的研究。 

目标 5：掌

握方差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方差

分析对不

同行业、不

同地区、不

同经济类

型等不同

群体的均

值差异进

行比较。 

目标 6：掌

握回归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回归

分析揭示

定量变量

之间的数

量关系，并

应用于影

响因素分

析、预测和

趋势判断

等具体问

题，以便制

定科学的

经济管理

决策。 

1.1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      

1.2 怎样获得统计数据？ √      

1.3 统计与计算机 √      

2.1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 √      

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      

2.3 合理使用图表 √      

3.1 水平的度量  √     

3.2 差异的度量  √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  √     

4.1 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   √    

4.2 一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3 两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4 样本量的确定   √    

5.1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    

5.2 一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5.3 两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6.1 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   

6.2 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   

6.3 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   

7.1 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  

7.2 单因素方差分析     √  

7.3 双因素方差分析     √  

8.1 变量间的关系      √ 

8.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 

8.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9.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9.2 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 

9.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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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D73A1             英文名称：Applied Statis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市场调研、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类别变量、顺序变量和数值变量的特点，能正确选择变量刻

画经济管理问题的细节特征，并用合适的图表客观、生动、高效的挖掘数据中

包含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2：掌握数据水平、数据差异和数据分布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能合

理运用各类描述统计量提炼出比图表更深层、更丰富、更综合的经济管理信息。 

目标 3：掌握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推断统计分析方法，能对经济管理问

题分析中遇到的均值问题、比例问题和方差问题进行科学的估计与比较。 

目标 4：掌握类别变量分布规律的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并应用于多个比例

的比较；掌握类别变量的独立性检验方法，并应用于类别变量关系的研究。 

目标 5：掌握方差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方差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等不同群体的均值差异进行比较。 

目标 6：掌握回归分析的思想和应用，能运用回归分析揭示定量变量之间

的数量关系，并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预测和趋势判断等具体问题，以便制定

科学的经济管理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统计、数据和计算机 (2课时） 

1.1什么是统计学，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方法的含义与区别，统计学的研

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1.2变量、数据及其按照计量尺度、时间状况进行的分类。 (0.5课时） 

1.3 统计数据的来源，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

常见的概率抽样方法。 (0.5课时） 

1.4 SAS、SPSS、Eviews、Excel等常用的统计软件及应用领域。 

 (0.5课时） 

(二）用图表展示数据 (4课时） 

2.1定性数据生成数据频数分布表的方法，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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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等常用图形。 (1.5课时） 

2.2定量数据的分组规则，生成定量数据的频数分布表，直方图、茎叶图、

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等常用图形。 (2课时） 

2.3好的图形具备的基本特征和 5种鉴别图形优劣的标准，如何合理使用

图表。 (0.5课时） 

(三）用统计量描述数据 (4课时） 

3.1数据水平度量的统计量、数据水平度量统计量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1课时） 

3.2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等数据差异的度量统计量，标准分数

和离散系数的计算与用途。 (2课时） 

3.3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等数据分布形状的度量统计量。 (1课时） 

(四）参数估计 (6课时） 

4.1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和原理、置信区间和置信水平的含义、评价估计

量的标准。 (2课时） 

4.2一个总体均值、比例和方差的区间估计方法。 (2课时） 

4.3两个总体参数区间估计的基本方法。 (1课时） 

4.4估计一个总体均值和一个总体比例时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1课时） 

(五）假设检验 (6课时） 

5.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提出合理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用统计

量和 P值进行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表述和解释假

设检验的结果。 (2课时） 

5.2一个总体参数检验的方法和程序。 (2课时） 

5.3两个总体参数检验的基本方法。 (2课时） 

(六）类别变量的推断 (4课时） 

6.1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1.5课时） 

6.2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1.5课时） 

6.3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1课时） 

(七）方差分析 (6课时） 

7.1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方差分析中的基本假定。 (2课时） 

7.2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课时） 

7.3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2课时） 

(八）一元线性回归 (6课时） 

8.1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基本内容、回归分析中的基本假定、散点图的

绘制、相关系数。 (2课时） 

8.2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方法。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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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利用一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九）多元线性回归 (6课时） 

9.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课时） 

9.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3课时） 

9.3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1课时） 

(十）课程知识综合练习 (4课时） 

10.1课程实验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10.2 课程知识的综合与复习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贾俊平，《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徐国祥等著，《统计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4 年 9 月。 

2.李洁明等著，《统计学原理(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3.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4.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平时测试及作

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用统计量描述

数据、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类别变量的推断、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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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类别变

量、顺序变

量和数值

变量的特

点，能正确

选择变量

刻画经济

管理问题

的细节特

征，并用合

适的图表

主观、生

动、高效的

挖掘数据

中包含的

经济管理

信息。 

目标 2：掌

握数据水

平、数据差

异和数据

分布的描

述统计分

析方法，能

合理运用

各类描述

统计量提

炼出比图

表更深层、

更丰富、更

综合的经

济管理信

息。 

目标 3：掌

握参数估

计和假设

检验的推

断统计分

析方法，能

对经济管

理问题分

析中遇到

的均值问

题、比例问

题和方差

问题进行

科学的估

计与比较。 

目标 4：掌

握类别变

量分布规

律的拟合

优度检验

方法，并应

用于多个

比例的比

较；掌握类

别变量的

独立性检

验方法，并

应用于类

别变量关

系的研究。 

目标 5：掌

握方差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方差

分析对不

同行业、不

同地区、不

同经济类

型等不同

群体的均

值差异进

行比较。 

目标 6：掌

握回归分

析的思想

和应用，能

运用回归

分析揭示

定量变量

之间的数

量关系，并

应用于影

响因素分

析、预测和

趋势判断

等具体问

题，以便制

定科学的

经济管理

决策。 

1.1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      

1.2 怎样获得统计数据？ √      

1.3 统计与计算机 √      

2.1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 √      

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      

2.3 合理使用图表 √      

3.1 水平的度量  √     

3.2 差异的度量  √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  √     

4.1 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   √    

4.2 一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3 两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    

4.4 样本量的确定   √    

5.1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    

5.2 一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5.3 两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    

6.1 一个分类变量的拟合优度检验    √   

6.2 两个分类变量的独立性检验    √   

6.3 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性度量    √   

7.1 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  

7.2 单因素方差分析     √  

7.3 双因素方差分析     √  

8.1 变量间的关系      √ 

8.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 

8.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9.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9.2 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      √ 

9.3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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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71A1    英文名称：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物流学概论 

后续课程：仓储与配送管理，物流工程，国际航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运输的功能与原理，能够运用各要素对运输方案的合理化问

题进行初步判定。 

目标 2：掌握五种运输方式的特征、适用范围、分类、货运程序、主要货

运单证及相关运费的计算。 

目标 3：掌握国际多式联运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及责任划分；掌握集装箱运

输的交接方式。 

目标 4：了解影响运输需求、运输供给的要素；能够分析运输需求函数及

运输需求曲线；掌握运输需求弹性。 

目标 5：理解运输成本的构成，掌握现行运价定价策略 

目标 6：了解运输理论与相关模型；了解综合运输规划方法；熟悉物流运

输优化方法。 

目标 7：掌握信息技术对运输路线制定的优化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运输管理基本知识 (3课时） 

1.1 运输的概念，运输功能与原理，运输在物流中的作用，运输结构与发

展趋势，运输市场的基本情况。 (1课时） 

1.2 运输方式选择的要素，不合理运输的各种表现形式，运输系统要素与

特征，现代运输方式的分类和特征。 (2课时） 

(二）运输管理实务知识 (26课时） 

2.1 公路货物运输的特征，公路货物运输的作用，公路货运的货车类型及

公路的等级划分，会根据货物种类及运量的不同选择货车类型，公路整车货运

及零担货运，公路货运的操作流程，托运受理及公路运输合同订立的基本情况。

 (6课时） 

2.2 水路货物运输的特征，水路货运基础设施及运载工具的基本情况，班

轮运输及租船运输的特点、类型、货运程序及相关单证，水路货物运输运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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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6课时） 

2.3 铁路货物运输的地位、作用及特点，铁路货物运输基础设施及运载工

具的基本情况，铁路货物运输基本作业流程及运到期限的规定，铁路货物运输

运费的计收。 (4课时） 

2.4 航空货物运输的特征，航空货运基础设施及运载工具的基本情况，航

空货物运输的经营方式、业务流程，国际航空货物运费的计收。 (4课时） 

2.5 管道货物运输的特点，管道运输系统的基本设施，管道运输工艺。 

 (2课时） 

2.6 联合运输的概念，国际多式联运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及责任划分。 

 (2课时） 

2.7 集装箱运输的交接方式，大陆桥运输。 (2课时） 

(三）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 (6课时） 

3.1 运输需求及运输供给的要素及特征，货物运输需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货物运输需求的因素，运输需求函数，运输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

弹性，运输需求的派生弹性。 (3课时） 

3.2 影响运输供给的因素及运输供给函数，运输供给的价格弹性，运输市

场供需平衡的形成。 (3课时） 

(四）运输成本与运输服务定价 (5课时） 

4.1 运输成本的分类，会分析固定运输设施的成本、移动运载工具的拥有

成本、各运输方式的运营成本、运输外部成本。 (2课时） 

4.2 运输市场的特征及竞争结构，并会运用边际成本定价法，差别定价法。

 (3课时） 

(五）运输规划与优化 (6课时） 

5.1 运输规划理论与相关模型，综合运输规划的一般步骤。 (3课时） 

5.2 一般的数学规划求解方法，会用线性规划法、图上作业法解决运输问

题，车辆路线安排问题(VRP）。 (3课时） 

(六）物流运输信息管理 (2课时） 

6.1 物流信息系统的分类和演化，物流信息系统的相关技术，EDI技术、

条形码技术、无线射频识别及 IC卡、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智能运输

系统等运输信息支持系统。 (1课时） 

6.2 运输信息管理系统的模型及构成。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运输管理(第二版）》，刘南，杨桂丽，鲁其辉，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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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流运输管理实务(第二版）》，韩杨，刘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8 

2. 《运输管理实务(第三版）》，井颖，季永青，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3. 《运输管理(第二版）》，梁金萍，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10%）、作业(20%）和课堂表现(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运输的功能与原

理，五种运输方式的特征、适用范围、分类、货运程序、主要货运单证及相关

运费的计算，国际多式联运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及责任划分，集装箱运输的交接

方式，运输需求函数及运输需求曲线，现行运价定价策略，物流运输优化方法，

信息技术对运输路线制定的优化作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朱培培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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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运输的

功能与原

理，能够运

用各要素

对运输方

案的合理

化问题进

行初步判

定。 

目标 2：掌

握五种运输

方式的特

征、适用范

围、分类、

货运程序、

主要货运单

证及相关运

费的计算。 

目标 3：掌

握国际多式

联运须具备

的基本条件

及责任划

分；掌握集

装箱运输的

交接方式。 

目标 4：了解

影响运输需

求、运输供

给的要素；

能够分析运

输需求函数

及运输需求

曲线；掌握

运输需求弹

性。 

目标 5：

理解运

输成本

的构成，

掌握现

行运价

定价策

略 

目标 6：了解

运输理论与

相关模型；

了解综合运

输规划方

法；熟悉物

流运输优化

方法。 

目标 7：

掌握信

息技术

对运输

路线制

定的优

化作用。 

1.1 运输的概念，运输

功能与原理。 
√   √  √ √ 

1.2 运输方式选择的要

素。 
√   √  √ √ 

2.1 公路货物运输的基

本理论及相关计算。 
√ √  √ √ √ √ 

2.2 水路货物运输的基

本理论及相关计算。 
√ √  √ √ √ √ 

2.3 铁路货物运输的基

本理论及相关计算。 
√ √  √ √ √ √ 

2.4 航空货物运输的基

本理论及相关计算。 
√ √  √ √ √ √ 

2.5 管道货物运输基本

理论。 
√ √  √ √ √ √ 

2.6 国际多式联运须具

备的基本条件及责任划

分。 

√  √ √ √ √ √ 

2.7 集装箱运输的交接

方式，大陆桥运输。 
√  √ √ √ √ √ 

3.1 运输需求及运输供

给的要素及特征，运输

需求函数的相关性质。 

 √  √ √   

3.2 影响运输供给的因

素及运输供给函数。 
 √  √ √   

4.1 运输成本的分类。 √    √ √  

4.2 运输市场的特征及

竞争结构。 
√    √ √  

5.1 运输规划理论与相

关模型。 
√ √ √   √ √ 

5.2 一般的数学规划求

解方法。 
√ √ √   √ √ 

6.1 物流信息系统的分

类、演化和相关技术。 
√  √    √ 

6.2 运输信息管理系统

的模型及构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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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22P1        英文名称：Operations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运筹学 

后续课程：精益生产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求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 (3课时） 

1.1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1课时） 

1.2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1课时） 

1.3供需协调。 (0.5课时） 

1.4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二）需求预测 (3课时） 

2.1预测。 (0.5课时） 

2.2定性预测方法。 (0.5课时） 

2.3定量预测方法。 (1.5课时） 

2.4预测误差与监控。 (0.5课时） 

(三）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 (2课时） 

3.1引言。 (0.5课时） 

3.2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0.5课时） 

3.3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0.5课时） 

3.4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法。 (0.5课时） 

(四）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 (2课时） 

4.1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0.5课时） 

4.2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1课时） 

4.3选址的评价方法。 (0.5课时） 

(五）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 (3课时） 

5.1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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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1课时） 

5.3装配线平衡。 (1课时） 

5.4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0.5课时） 

(六）综合生产计划 (3课时） 

6.1概述。 (0.5课时） 

6.2 能力计划。 (0.5课时）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0.5课时）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1课时）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0.5课时） 

(七）独立需求库存控制 (6课时） 

7.1库存。 (1课时） 

7.2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3课时） 

7.3随机库存问题。 (2课时） 

(八）物料需求计划(MRP）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3课时） 

8.1 MRP的原理。 (1课时） 

8.2 MRP系统。 (1.5课时） 

8.3 MRPⅡ。 (0.5课时） 

(九）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 (7课时） 

9.1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2课时） 

9.2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2课时） 

9.3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2课时） 

9.4生产作业控制。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与运作管理》(第四版）陈荣秋、马士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运营管理》，吴迪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出勤(10%)及提问(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需

求预测、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

综合生产计划、独立需求库存控制、物料需求计划(MRP）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服务业作业计划、供应链管理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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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  孙丽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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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生产运作系

统的基本概念，掌握需求

预测  

目标 2：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目标 3：掌握生产运作

系统的运行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1.1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   

1.2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   

1.3供需协调 √   

1.4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   

2.1预测 √   

2.2定性预测方法 √   

2.3定量预测方法 √   

2.4预测误差与监控 √   

3.1引言  √  

3.2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  

3.3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  

3.4 并行工程——产品开发组织的新方

法 
 √  

4.1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  

4.2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  

4.3选址的评价方法  √  

5.1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  

5.2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  

5.3装配线平衡  √  

5.4非制造业的设施布置  √  

6.1概述   √ 

6.2 能力计划   √ 

6.3 处理非均匀需求的策略   √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 

7.1库存   √ 

7.2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 

7.3随机库存问题   √ 

8.1 MRP的原理   √ 

8.2 MRP系统   √ 

8.3 MRPⅡ   √ 

8.4 MRP 系统设计决策及应用中的技术

问题 
  √ 

8.5企业资源计划   √ 

9.1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 

9.2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 

9.3单件作业计划问题   √ 

9.4生产作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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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76P1         英文名称：Management of Tender and Bid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招投标管理的基本要素，包括含义、特点、方式、地位、作

用、新趋势。 

目标 2：掌握招标管理程序与投标管理程序。 

目标 3：掌握招投标管理的基本规则：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WTO《政府采购协议》。  

目标 4：掌握国际通用 FIDIC招投标合同的具体条款内涵。 

二、课程内容 

(一）招投标管理概述 (1课时） 

1.1招投标管理概述 (1课时） 

(二）招投标管理的适用范围与主要机构 (1课时） 

2.1招投标管理的适用范围 (0.5课时） 

2.2招投标管理的主要机构 (0.5课时） 

(三）招标程序管理 (8.5课时） 

3.1概念与性质 (0.5课时） 

3.2招标的实施过程管理 (3.5课时） 

3.3开标与评标管理 (3课时） 

3.4决标与合同签订管理 (1.5课时） 

(四）投标程序管理 (5课时） 

4.1投标准备管理 (1.5课时） 

4.2投标询价管理 (1课时） 

4.3投标定价管理 (1课时） 

4.4标书制作管理 (1.5课时） 

招投标管理制度 (8.5课时） 

5.1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 (4.5课时） 

5.2 WTO《政府采购协议》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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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投标 FIDIC合同管理 (6课时） 

6.1招投标 FIDIC合同管理 (6课时） 

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1、李丽红，李朔：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ISBN

编号: 9787122212443） 

参考教材及网站 

1、董巧婷：施工招投标与合同管理，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年版.(ISBN

编号:978711320742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25%）、考勤成绩(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招投标管理概

述；招投标管理的适用范围与主要机构；招标程序管理；投标程序管理；招投

标管理制度；招投标 FIDIC 合同管理 

五、附件 

 

制定人： 宋怡欣  审核人：  王宇露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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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招投标

管理的基本要素，包

括含义、特点、方式、

地位、作用、新趋势。 

目标 2：掌握

招标管理程

序与投标管

理程序。 

目标 3：掌握招投标

管理的基本规则：机

电产品国际招标投

标实施办法、WTO《政

府采购协议》。  

目标 4：掌握国

际通用 FIDIC

招投标合同的

具体条款内

涵。 

1.1招投标管理概述 √    

2.1招投标管理的适用范围 √    

2.2招投标管理的主要机构 √    

3.1概念与性质  √   

3.2招标的实施过程管理  √   

3.3开标与评标管理  √   

3.4决标与合同签订管理  √   

4.1投标准备管理  √   

4.2投标询价管理  √   

4.3投标定价管理  √   

4.4标书制作管理  √   

5.1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

行） 
  √  

5.2 WTO《政府采购协议》   √  

6.1招投标 FIDIC合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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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营销沟通(全英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4A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营销策划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熟悉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应用前沿。掌握整合营销

传播策略，综合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促销、销售促进、网络沟通渠道等

沟通策略促进组织的成功和品牌资产增值； 

目标 2：理解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及预测影响程度，并根据消费者需求

分析结果, 建议有效的促进消费者体验计划； 

目标 3：掌握如何根据企业品牌定位、传播环境及受众需求制定合适的跨

平台广告计划。能根据受众需求及习惯选择最有影响力的广告讯息，与广告代

理商合作计划及执行整合广告策略并评估跨平台广告计划的成效； 

目标 4：掌握如何运用不同公共关系手段来推广产品、增加销量、减少误

解、并为组织提高形象。掌握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维系及加强关系的方法，熟

习危机处理的理念和技巧； 

目标 5: 能够运用标准化、整合化、生动化的渠道策略让品牌价值在终端

增值； 

目标 6：熟悉数据库营销、网络营销以及其它特具当前特点的营销传播新

方式、新模式。 

二、课程内容 

(一）品牌、营销与整合营销传播 (4学时） 

1.1 营销战略与品牌战略的协同 (1课时） 

1.2 整合营销的多要素协同模型 (1课时） 

1.3 IMC前沿理论和实践 (2课时） 

(二）消费者体验洞察与需求管理 (6学时） 

2.1 消费者需求的本质 (2课时） 

2.2消费者体验 (2课时） 

2.3消费者体验与需求管理 (2课时） 

(三）跨平台广告管理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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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广告和人员促销的选择判断模型 (1课时） 

3.2广告新时代：传统媒介到创新媒介在广告促销上的整合应用 (3课时） 

3.3跨平台广告传播规划 (1课时） 

3.4策略与预算分解模型 (0.5课时） 

3.5 广告代理公司的服务选择、酬金、评估 (0.5课时） 

3.6 广告创意：策划、制定、实施和评价 (2课时） 

(四）营销公关 (8课时） 

4.1 公关、营销公关与品牌 (1课时） 

4.2公众意见 (1课时） 

4.3营销公关策划、计划与评估 (1课时） 

4.4营销公关手段：娱乐与赞助 (2课时） 

4.5营销公关手段：事件与展览 (2课时） 

4.6其他营销公关手段 (1课时） 

(五）利益相关者及危机管理 (8课时） 

5.1主动传播：雇员关系、社区关系、媒体关系  (4课时） 

5.2被动传播：危机检查及预防措施、危机管理、危机沟通  (4课时） 

(六）渠道管理与终端生动化 (6课时） 

6.1 终端三大策略：标准化、整合化、生动化 (2课时） 

6.2 如何让品牌价值在终端增值 (4课时） 

(七）数字时代的新营销 (8课时） 

7.1 数据库营销的现实与未来 (1课时） 

7.2 网络营销与客户体验中心 (1课时） 

7.3 社交媒体营销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整合营销传播：品牌传播的策划、创意与管理》，程宇宁著，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2、《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五大关键步骤》，唐.舒尔茨，海蒂.

舒尔茨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第 5 版 

3、《整合营销传播：广告与促销》，辛普，张红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第 8版 

4、《整合营销传播》， 黄劲松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2月，第 1

版 

四、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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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研究报告(20%）、课堂展示(20%)及出勤

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各模块中

的理论部分及理论的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莉华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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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整

合营销

传播策

略的战

略作用，

发展和

前沿； 

目标 2：能

根据消费

者需求分

析结果, 

设计有效

的促进消

费者体验

计划； 

目标 3：能

根据企业品

牌定位、传

播环境及受

众需求制定

合适的跨平

台广告计

划； 

目标 4：掌握运用

公共关系手段推

广产品、减少误

解、为组织提高形

象。掌握与利益相

关者建立、维系及

加强关系的方法，

熟习危机处理的

理念和技巧。 

目标 5:能够

运用标准

化、整合化、

生动化的渠

道策略让品

牌价值在终

端增值 

目标 6: 熟悉

数据库营销、

网络营销以及

其它特具当前

特点的营销传

播新方式、新

模式 

1.1 营销战略与品牌战略的

协同 
√      

1.2 整合营销的多要素协同

模型 
√      

1.3 IMC前沿理论和实践 √      

2.1 消费者需求的本质  √     

2.2 消费者体验  √     

2.3 消费者体验与需求管理  √     

3.1 广告和人员促销的选择

判断模型 
  √    

3.2 传统媒介到创新媒介在

广告促销上的整合应用 
  √    

3.3 跨平台广告传播规划   √    

3.4 媒介策划与预算分解模

型 
  √    

3.5 广告代理公司的选择、酬

金、评估 
  √    

3.6 广告创意   √    

4.1 公关、营销公关与品牌    √   

4.2 公众意见    √   

4.3 营销公关策划、计划与评

估 
   √   

4.4 营销公关手段：娱乐与赞

助 
   √   

4.5 营销公关手段：事件与展

览 
   √   

4.6 其他营销公关手段    √   

5.1 主动传播：雇员关系、社

区关系、媒体关系 
   √   

5.2 被动传播：危机检查及预

防措施、危机管理、危机沟通 
   √   

6.1 终端三大策略：标准化、

整合化、生动化 
    √  

6.2 如何让品牌价值在终端

增值 
    √  

7.1 数据库营销的现实与未

来 
     √ 

7.2 网络营销与客户体验中

心 
     √ 

7.3 社交媒体营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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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营销沟通(全英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79A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营销策划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目标 1：熟悉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应用前沿。掌握整合营销

传播策略，综合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促销、销售促进、网络沟通渠道等

沟通策略促进组织的成功和品牌资产增值； 

目标 2：理解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及预测影响程度，并根据消费者需求

分析结果, 建议有效的促进消费者体验计划； 

目标 3：掌握如何根据企业品牌定位、传播环境及受众需求制定合适的跨

平台广告计划。能根据受众需求及习惯选择最有影响力的广告讯息，与广告代

理商合作计划及执行整合广告策略并评估跨平台广告计划的成效； 

目标 4：掌握如何运用不同公共关系手段来推广产品、增加销量、减少误

解、并为组织提高形象。掌握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维系及加强关系的方法，熟

习危机处理的理念和技巧； 

目标 5: 能够运用标准化、整合化、生动化的渠道策略让品牌价值在终端

增值； 

目标 6：熟悉数据库营销、网络营销以及其它特具当前特点的营销传播新

方式、新模式。 

二、课程内容 

(一）品牌、营销与整合营销传播 (4学时） 

1.1 营销战略与品牌战略的协同 (1课时） 

1.2 整合营销的多要素协同模型 (1课时） 

1.3 IMC前沿理论和实践 (2课时） 

(二）消费者体验洞察与需求管理 (6学时） 

2.1 消费者需求的本质 (2课时） 

2.2消费者体验 (2课时） 

2.3消费者体验与需求管理 (2课时） 

(三）跨平台广告管理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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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广告和人员促销的选择判断模型 (1课时） 

3.2广告新时代：传统媒介到创新媒介在广告促销上的整合应用 (3课时） 

3.3跨平台广告传播规划 (1课时） 

3.4策略与预算分解模型 (0.5课时） 

3.5 广告代理公司的服务选择、酬金、评估 (0.5课时） 

3.6 广告创意：策划、制定、实施和评价 (2课时） 

(四）营销公关 (8课时） 

4.1 公关、营销公关与品牌 (1课时） 

4.2公众意见 (1课时） 

4.3营销公关策划、计划与评估 (1课时） 

4.4营销公关手段：娱乐与赞助 (2课时） 

4.5营销公关手段：事件与展览 (2课时） 

4.6其他营销公关手段 (1课时） 

(五）利益相关者及危机管理 (8课时） 

5.1主动传播：雇员关系、社区关系、媒体关系  (4课时） 

5.2被动传播：危机检查及预防措施、危机管理、危机沟通  (4课时） 

(六）渠道管理与终端生动化 (6课时） 

6.1 终端三大策略：标准化、整合化、生动化 (2课时） 

6.2 如何让品牌价值在终端增值 (4课时） 

(七）数字时代的新营销 (8课时） 

7.1 数据库营销的现实与未来 (1课时） 

7.2 网络营销与客户体验中心 (1课时） 

7.3 社交媒体营销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整合营销传播：品牌传播的策划、创意与管理》，程宇宁著， 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2、《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五大关键步骤》，唐.舒尔茨，海蒂.

舒尔茨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第 5 版 

3、《整合营销传播：广告与促销》，辛普，张红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第 8版 

4、《整合营销传播》， 黄劲松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2月，第 1

版 

四、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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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研究报告(20%）、课堂展示(20%)及出勤

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各模块中

的理论部分及理论的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莉华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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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整

合营销

传播策

略的战

略作用，

发展和

前沿； 

目标 2：能

根据消费

者需求分

析结果, 

设计有效

的促进消

费者体验

计划； 

目标 3：能根

据企业品牌

定位、传播

环境及受众

需求制定合

适的跨平台

广告计划； 

目标 4：掌握运用公

共关系手段推广产

品、减少误解、为组

织提高形象。掌握与

利益相关者建立、维

系及加强关系的方

法，熟习危机处理的

理念和技巧。 

目标 5:能

够运用标

准化、整合

化、生动化

的渠道策

略让品牌

价值在终

端增值 

目标 6: 熟悉

数据库营销、

网络营销以及

其它特具当前

特点的营销传

播新方式、新

模式 

1.1 营销战略与品牌战略

的协同 
√      

1.2 整合营销的多要素协

同模型 
√      

1.3 IMC前沿理论和实践 √      

2.1 消费者需求的本质  √     

2.2 消费者体验  √     

2.3 消费者体验与需求管

理 
 √     

3.1 广告和人员促销的选

择判断模型 
  √    

3.2 传统媒介到创新媒介

在广告促销上的整合应用 
  √    

3.3 跨平台广告传播规划   √    

3.4 媒介策划与预算分解

模型 
  √    

3.5 广告代理公司的选

择、酬金、评估 
  √    

3.6 广告创意   √    

4.1公关、营销公关与品牌    √   

4.2 公众意见    √   

4.3 营销公关策划、计划

与评估 
   √   

4.4 营销公关手段：娱乐

与赞助 
   √   

4.5 营销公关手段：事件

与展览 
   √   

4.6 其他营销公关手段    √   

5.1 主动传播：雇员关系、

社区关系、媒体关系 
   √   

5.2 被动传播：危机检查

及预防措施、危机管理、

危机沟通 

   √   

6.1 终端三大策略：标准

化、整合化、生动化 
    √  

6.2 如何让品牌价值在终

端增值 
    √  

7.1 数据库营销的现实与

未来 
     √ 

7.2 网络营销与客户体验

中心 
     √ 

7.3 社交媒体营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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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与投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2A1     英文名称：Security Investment Analy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投资学 

后续课程：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主要方法，掌握证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3：掌握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 

目标 4： 掌握证券组合管理、资本资产定价以及风险管理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 基础知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学时） 

1.1 了解证券市场的基本理论，了解证券投资的发展史和基本理论 

 (3学时） 

1.2 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3学时） 

1.3掌握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6学时） 

(二）技术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4课时）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 (8课时） 

2.1.1了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基础 

2.1.2掌握道氏理论、K线理论、支撑压力、形态理论、波浪理论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 (6课时） 

2.2.1 了解技术指标法的含义与本质 

2.2.2掌握趋势型指标、超买超卖指标、人气型指标、大势型指标 

(三）基本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8学时）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6学时） 

3.1.1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 

3.1.2掌握宏观经济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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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 (6学时） 

3.2.1掌握行业分析的含义、意义、行业划分 

3.2.2掌握行业一般特征 

3.2.3了解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3.2.4掌握产业周期性在证券市场的表现 

3.3公司财务分析 (6学时） 

3.3.1掌握如何阅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3.3.2掌握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管理方法 

3.3.3掌握基于损益表的经营效益分析方法 

3.3.4掌握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分析 

(四）组合管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4.1. 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4.2. 了解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证券投资分析》，田文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吴晓求主编 ，《证券投资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2. 曹凤岐主编，《证券投资学》，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沈思主编，《证券市场与投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有价证券分析

的主要方法、证券估值原理、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产业周期分析、公司

财务分析和公司价值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

术指标，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证券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贾菁菁  审核人：韩栋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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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证券

投资分析的含义、

主要方法，掌握证

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

投资技术分析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若

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

基本技巧 

目标 3：掌握证券

投资的宏观经济

分析、行业分析、

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4： 掌握

证券组合管

理、风险管理

等内容。 

1.1 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    

1.2 掌握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

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8课时） 

2.1.1了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基础 

2.1.2 掌握道氏理论、K 线理论、支撑

压力、形态理论、波浪理论 

 √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6 课

时） 

 2.2.1 了解技术指标法的含义与本质 

2.2.2掌握趋势型指标、超买超卖指标、

人气型指标、大势型指标 

 √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6学时） 

3.1.1 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  

3.1.2 掌握宏观经济分析对证券市场

的影响 

3.1.3 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

影响 

  √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6课时） 

3.2.1 掌握行业分析的含义、意义、行

业划分 

3.2.2掌握行业一般特征 

3.2.3了解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3.2.4 掌握产业周期性在证券市场的

表现 

  √  

3.3公司财务分析(6课时） 

3.3.1 掌握如何阅读上市公司的财务

报表 

3.3.2 掌握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管

理方法 

3.3.3 掌握基于损益表的经营效益分

析方法 

3.3.4 掌握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

分析 

  √  

4.1. 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

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 

4.2. 了解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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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与投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2P1       英文名称：Securities Market and Invest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市场与投资 

后续课程：财务策划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主要方法，掌握证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 

目标 3：掌握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4： 掌握证券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 基础知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学时） 

1.1 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2学时） 

1.2 掌握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4学时） 

(二）技术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 (6课时） 

2.1.1了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基础 (2学时） 

2.1.2掌握道氏理论、K线理论、支撑压力、形态理论、波浪理论 (4学时）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 (4课时） 

2.2.1 了解技术指标法的含义与本质 (1学时） 

2.2.2掌握趋势型指标、超买超卖指标、人气型指标、大势型指标(3学时） 

(三）基本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学时）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4学时） 

3.1.1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 (1学时） 

3.1.2掌握宏观经济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学时） 

3.1.3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学时）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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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掌握行业分析的含义、意义、行业划分 (1学时） 

3.2.2掌握行业一般特征 (1学时） 

3.2.3了解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1学时） 

3.2.4 掌握产业周期性在证券市场的表现 (1学时） 

3.3公司财务分析 (4课时） 

3.3.1掌握如何阅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1学时） 

3.3.2 掌握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管理方法 (1学时） 

3.3.3 掌握基于损益表的经营效益分析方法 (1学时） 

3.3.4 掌握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分析 (1学时） 

(四）组合管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4.1 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2学时） 

4.2 了解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证券投资分析》，田文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吴晓求主编 ，《证券投资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2.曹凤岐主编，《证券投资学》，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沈思主编，《证券市场与投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业

等(3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有价证券分析的

主要方法、证券估值原理、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产业周期分析、公司财

务分析和公司价值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术

指标，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证券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韩栋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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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证券

投资分析的含义、

主要方法，掌握证

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

投资技术分析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若

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

基本技巧 

目标 3：掌握证券

投资的宏观经济

分析、行业分析、

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4： 掌握

证券组合管

理、风险管理

等内容。 

1.1 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    

1.2 掌握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

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6课时） 

2.1.1了解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基础 

2.1.2 掌握道氏理论、K 线理论、支撑

压力、形态理论、波浪理论 

 √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4 课

时） 

2.2.1 了解技术指标法的含义与本质 

2.2.2掌握趋势型指标、超买超卖指标、

人气型指标、大势型指标 

 √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4学时） 

3.1.1 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  

3.1.2 掌握宏观经济分析对证券市场

的影响 

3.1.3 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

影响 

  √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4课时） 

3.2.1 掌握行业分析的含义、意义、行

业划分 

3.2.2掌握行业一般特征 

3.2.3了解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3.2.4 掌握产业周期性在证券市场的

表现 

  √  

3.3公司财务分析(4课时） 

3.3.1 掌握如何阅读上市公司的财务

报表 

3.3.2 掌握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管

理方法 

3.3.3 掌握基于损益表的经营效益分

析方法 

3.3.4 掌握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

分析 

  √  

4.1 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

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 

4.2 了解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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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56P1          英文名称：Security Investmen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投资学 

后续课程：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投资基金运营与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主要方法，掌握证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 

目标 3：掌握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4：掌握证券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 基础知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 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2课时） 

1.2 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2课时） 

(二）技术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 (6课时）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 (4课时） 

(三）基本分析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学时）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4学时）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 (4课时） 

3.3公司财务分析 (4课时） 

(四）组合管理篇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3课时） 

4.2. 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证券投资分析》，田文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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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学》，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2.《证券投资学》，曹凤岐，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证券市场与投资》，沈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

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有价证券分析

的主要方法、证券估值原理、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产业周期分析、公司

财务分析和公司价值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若干主要技

术指标，看盘与操盘的基本技巧、证券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制定人：  侯英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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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证券

投资分析的含义、

主要方法，掌握证

券估值基本原理与

方法 

 

目标 2：掌握证券

投资技术分析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若

干主要技术指标，

掌握看盘与操盘的

基本技巧 

目标 3：掌握证券

投资的宏观经济

分析、行业分析、

公司财务分析 

目标 4： 掌握

证券组合管

理、风险管理

等内容。 

1.1 了解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与目标、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与步骤 
√    

1.2 掌握证券估值的基本原理以及股

票、债券的价值估值原理与方法 
√    

2.1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  √   

2.2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主要指标  √   

3.1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  

3.2证券投资行业分析   √  

3.3公司财务分析   √  

4.1. 证券组合管理理论以及马克维茨

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 

4.2. 股指期货和风险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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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98A1       英文名称：Political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财政学、产业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观点和方法，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

主义的正确思想观。 

目标 2：掌握资本的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学习商品和货币的产生，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 

目标 3：掌握资本的流通过程，包含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学习资本形态

循环，预付资本的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目标 4：掌握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学习

平均利润以及利息、地租和各种利润的来源。 

目标 5：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初步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原理分析和认识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导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2课时） 

1.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课时） 

1.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任务。 (1课时） 

(二）资本的生产过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商品生产， 货币和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的展开。 (3课时） 

2.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工资与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规律与价值规

律。 (3课时） 

2.3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与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规律。 

 (3课时） 

(三）资本的流通过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三种循环及其辩证的统一，每次循环所经历的时间和消耗的费用。 

 (3课时） 

3.2流动资本的周转，固定资本的周转，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再生产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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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速度规律。 (3课时） 

3.3简单再生产和流通，扩大再生产和流通，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 

 (4课时） 

(四）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4.1价值转化为成本加利润，成本加平均利润转化为生产价格，各经济规

律的展开形式，生产价格展开为商业价格。 (3课时） 

4.2生息资本与利息，银行资本和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

累，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3课时） 

4.3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矿山地租建筑地段的地粗。 (2课时） 

4.4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从总过程看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经济规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资本论》脉络(第 2版），张薰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逄锦聚，洪银兴，林岗 等编《政治经济学》(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 

(2）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0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第 13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 卷；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PPT 制作和演讲(4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8%96%B0%E5%8D%8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80%84%E9%94%A6%E8%81%9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B4%AA%E9%93%B6%E5%85%B4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E%97%E5%B2%97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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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思

想、观点和方法，

在思想上树立马

克思主义的正确

思想观。 

 

目标 2：掌握资

本的生产过程

(直接生产过

程)。学习商品和

货币的产生，剩

余价值的生产过

程以及资本的积

累过程。 

目标 3：掌握资

本的流通过程，

包含生产过程的

流通过程。学习

资本形态循环，

预付资本的周转

以及社会总资本

的再生产和流

通。 

目标 4:掌握资

本主义生产的

总过程，生产、

流通和分配的

总过程。学习

平均利润以及

利息、地租和

各种利润的来

源。 

目标 5：掌握马

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基本原

理，初步具备

运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原理

分析和认识现

实经济问题的

能力。 

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形成和发展。 
√    √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 
√    √ 

1.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地位和任务。 
√    √ 

2.1 商品生产， 货币和商

品流通，价值规律的展开。 
 √   √ 

2.2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工资与剩余价值生产，剩余

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 

 √   √ 

2.3 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

转化为资本与扩大再生产，

资本积累的规律。 

 √  √ √ 

3.1 三种循环及其辩证的统

一，每次循环所经历的时间

和消耗的费用。 

  √  √ 

3.2 流动资本的周转，固定

资本的周转，预付资本的总

周转，再生产和流通的速度

规律。 

  √  √ 

3.3 简单再生产和流通，扩

大再生产和流通，国民经济

按比例发展规律。 

  √  √ 

4.1 价值转化为成本加利

润，成本加平均利润转化为

生产价格，各经济规律的展

开形式，生产价格展开为商

业价格。 

   √ √ 

4.2 生息资本与利息，银行

资本和虚拟资本，生息资本

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信用

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 √ 

4.3 级差地租，绝对地租，

矿山地租建筑地段的地粗。 
   √ √ 

4.4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从

总过程看资本主义生产的主

要经济规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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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成本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24A1        英文名称：Quality Cos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质量管理工程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质量管理导论、会计学原理 

后续课程：项目质量管理、采购与供应商质量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质量经济性分析的必要性，并掌握产品质量在设计、制造、

销售和售后服务各阶段经济性分析的关键点。 

目标 2：了解质量成本、质量成本管理的概念，掌握质量成本的项目设置

以及质量成本体系的导入。 

目标 3：掌握质量成本的预测方法(德尔菲定性预测与时间序列的定量预

测）、决策方法(决策树、最低成本决策法以及差量决策法 1），了解质量成本

计划的内容和实施步骤。 

目标 4：掌握质量成本核算方法以及质量成本效益分析(设计、制造、销售

及售后服务关键点计算分析），了解质量成本控制的方法(事前、事中和事后控

制）。 

目标 5：了解质量成本考核的方法，以及质量损失的种类，掌握质量降损

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经济性分析 (2课时） 

1.1质量经济性和质量经济性分析概述。 (1课时） 

1.2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过程的质量经济性分析。 (1课时） 

(二）质量成本管理及成本项目设置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质量成本概述(概念、分类、质量成本发展历史）。 

 (1课时） 

2.2质量成本管理的组织及其职责以及级科目的解读。 (1课时） 

(三）质量成本预测、决策及计划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质量成本预测的原则与程序。 (1课时） 

3.2质量成本预测方法(德尔菲定性预测与时间序列的定量预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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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3.3 质量成本决策的概念、分类与决策方法。 (1课时） 

3.4 质量成本计划的分类、原则及方法。 (1课时） 

(四）质量成本核算、综合分析与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质量成本核算的概念、核算方法概述。 (1课时） 

4.2 质量成本效益和综合分析 (设计、制造、销售等务关键点计算分析） 

 (2课时） 

4.3质量成本控制的原则、质量成本的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1课时） 

(五）质量成本考核与管理评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质量成本考核的内容与方法以及降损评价(实例）。 (1课时） 

5.2质量成本管理评价。 (1课时） 

(六）质量成本分类、核算与分析练习 (2课时） 

6.1质量成本分类与核算。 (1课时） 

6.2综合分析练习。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企业质量成本管理方法》(第 3版），梁国明 主编，中国计量出版社，

2011.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质量创造利润—基于质量成本的质量管理》，霍利﹒阿特金森等主编，

尤建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7月 

2.《现代质量成本管理》，杨文培主编，中国计量出版社，2008年 3月 

3.《质量管理学》，伍爱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第三版 

4.《品质成本管理》，王绍印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提问等(20%），作业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经济性分析、

质量成本科目的设置、质量成本预测、质量成本决策、质量成本核算、质量成

本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五、附件 

 

制定人：  隋丽辉   审核人：  李成   批准人：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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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产品

质量在设计、制

造、销售和售后服

务各阶段经济性

分析 

目标 2：掌握质

量成本的项目设

置以及质量成本

体系的导入 

目标 3：掌握质

量成本的预测方

法、决策方法，

了解质量成本计

划的内容和实施

步骤 

目标 4:掌握质

量成本核算方

法以及质量成

本效益分析，

了解质量成本

控制的方法 

目标 5：了解质

量成本考核的

方法，以及质

量损失的种

类，掌握质量

降损的方法 

1.1 质量经济性和质量经济

性分析概述 
√     

1.2 产品设计、制造过程、

销售服务过程的质量经济性

分析 

√     

2.1质量成本概述 ( 概

念、分类、质量成本发展历

史） 

 √    

2.2 质量成本管理的组织及

其职责、科目解读 
 √    

3.1 质量成本预测的原则与

程序 
  √   

3.2质量成本预测的方法   √   

3.3质量成本决策方法   √   

3．4质量成本计划的分类、

原则及方法，解析计算 
  √   

4.1 质量成本核算的概念、

核算方法概述 
   √  

4.2 质量成本效益分析

 (设计、制造、销售及

售后服务关键点计算分析 ）

及综合分析 

√   √  

4.3 质量成本控制的原则、

质量成本的事前控制、事中

控制和事后控制 

   √  

5.1 质量成本考核的内容与

方法、降损评价 
    √ 

5.2质量成本管理评价     √ 

6.1质量成本分类与核算    √ √ 

6.2综合分析练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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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析与改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25B1      英文名称：Quality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统计学 

后续课程：项目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量分析与改进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收集数据，根据数据特点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质量问题、分

析质量问题。 

目标 3：通过实验、案例分析，掌握运用所学质量分析与改进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分析与改进理论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质量分析活动。 (2 课时） 

1.2 质量改进的概念。 (1 课时） 

1.3 质量改进的工作程序。 (1 课时） 

(二）调查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含学生上课展示 4 课时） 

2.1 调查表及其应用范围。 (1 课时） 

2.2 调查表的应用程序。 (1 课时） 

2.3 学生上课 PPT 展示。 (4 课时） 

(三）原因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3.1 企业的质量分析工作要点。 (0.5 课时） 

3.2 原因分析的要点。 (0.5 课时） 

3.3 原因分析的程序。 (0.5 课时） 

3.4 因果图、因素展开型系统图、关联图的适用条件。 

 (2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四）方差分析、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5 课时，含实验 3 课时） 

4.1 方差分析。 (1.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4.2 回归分析。 (1.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4.3 假设检验。 (1.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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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头脑风暴法的应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头脑风暴法的基本概念。 

5.2 开拓性思维的激发条件。 

5.3 头脑风暴法的应用程序。 

5.4 头脑风暴法可借鉴的技法。 

(六）质量分析与改进方法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8 课时，含实验 12 课时） 

6.1 水平对比法。 (0.5 课时） 

6.2 流程图。 (0.5 课时） 

7.1 排列图。 (1.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7.2 直方图。 (3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7.3 正态概率纸。 (0.5 课时） 

7.4 散布图。 (1.5 课时，含实验 1 课时） 

7.5 分层法与分层图。 (0.5 课时） 

8.1 实验设计的由来和发展。 (0.5 课时） 

8.2 正交试验设计的基本概念。 (0.5 课时） 

8.3 正交试验设计法的基本程序。 (0.5 课时） 

8.4 应用案例。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9.1 质量检验与产品验证。 (0.5 课时） 

9.2 抽样检验的基本原理。 (2 课时） 

9.3 计数抽样检验。 (3 课时） 

9.4 计量抽样检验。 (0.5 课时） 

10.1 过程控制基本原理。 (0.5 课时） 

10.2 控制图。 (5.5 课时，含实验 4 课时） 

10.3 工序能力计算及分析评价。 (3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七）六西格玛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1 六西格玛的由来。 (0.5 课时） 

11.2 六西格玛管理的起源和发展。 (0.5 课时） 

11.3 六西格玛管理的内容。 (0.5 课时） 

11.4 六西格玛管理的组织与培训。 (0.5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质量分析 质量改进与统计技术》，王毓芳，郝凤等编著， 中国计量出

版社，2003.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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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量统计技术》，李卫红，杨练根主编，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社，201.01 

2.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第 2 版），苏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案例分析与课堂展示(20%）、考勤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分析与改进

的基本理论知识、质量分析与改进的工具与方法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晓敏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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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质量分析与

改进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 

目标 2：掌握收集数据，

根据数据特点运用统计

学方法发现质量问题、分

析质量问题。 

目标 3：通过实验、案例

分析，掌握运用所学质量

分析与改进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1.1质量分析活动 √   

1.2质量改进的概念 √   

1.3质量改进的工作程序 √   

2.1调查表及其应用范围  √  

2.2调查表的应用程序  √  

2.3学生上课 PPT展示   √ 

3.1企业的质量分析工作要点 √   

3.2原因分析的要点 √   

3.3原因分析的程序 √   

3．4因果图、因素展开型系统图、关联

图的适用条件 
√  √ 

4.1方差分析 √  √ 

4.2回归分析 √  √ 

4.3 假设检验 √  √ 

5.1头脑风暴法的基本概念 √  √ 

5.2开拓性思维的激发条件 √  √ 

5.3 头脑风暴法的应用程序 √  √ 

5.4头脑风暴法可借鉴的技法                                                                                                                                                                                                √  √ 

6.1水平对比法  √  

6.2 流程图  √  

7.1 排列图  √ √ 

7.2 直方图  √ √ 

7.3 正态概率纸  √ √ 

7.4 散布图  √ √ 

7.5分层法与分层图  √ √ 

8.1 实验设计的由来和发展 √   

8.2 正交试验设计的基本概念 √   

8.3 正交试验设计法的基本程序 √   

8.4 应用案例   √ 

9.1 质量检验与产品验证 √   

9.2 抽样检验的基本原理 √   

9.3 计数抽样检验 √  √ 

9.4 计量抽样检验 √   

10.1 过程控制基本原理 √   

10.2 控制图 √ √ √ 

10.3 工序能力计算及分析评价 √  √ 

11.1 六西格玛的由来 √   

11.2六西格玛管理的起源和发展 √   

11.3 六西格玛管理的内容 √   

11.4 六西格玛管理的组织与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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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30P1           英文名称：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非质量管理工程）和工程

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生产管理与运作、质量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质量的意义、质量和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质量管理的基本

工作以及质量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掌握现代质量的概念及相关术语、质量管

理演进背景及规律。 

目标 2：了解 ISO9000族标准的发展、构成以及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掌握

认证的相关概念以及 ISO9000族标准的实施管理。 

目标 3：认识企业市场研究、产品开发过程、生产过程以及服务过程的不

同阶段的质量管理的特点，掌握质量管理基本七种工具的内容以及适用条件。 

目标 4：了解工序受控状态的特点及条件，掌握工序能力指数的计算以及

工序质量控制图的绘制，学会判断工序受控、失控状态。 

目标 5：了解 6Sigma管理的起源和意义，掌握 6Sigma管理的概念、特点，

了解企业如何实施 6Sigma管理。 

目标 6：掌握质量经济性、质量成本的概念、意义以及质量成本的构成，

理解质量成本的合理构成比例和质量成本曲线。 

目标 7：掌握服务质量的概念及其构成模式，理解服务质量的差距模型以

及服务质量的评价方法。 

目标 8：了解卓越质量经营模式，日本戴明奖，欧洲质量奖、美国波多里

奇奖和中国质量奖的内容，掌握各国质量奖的评分体系和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概论 (4课时） 

1.1 质量的基本概念及质量管理的基本原则 (2学时） 

1.2 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 (2学时） 

(二）ISO9000与质量认证 (2课时） 

2.1 ISO9000标准概述 (1课时） 

2.2认证的相关概念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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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质量管理与七种基本工具  (6学时） 

3.1质量管理的内容(策划、控制、保证、改进） (1学时） 

3.2产品形成过程的质量管理 (1学时） 

3.3 质量管理的七种基本工具 (4学时） 

(四）工序过程质量控制 (6课时） 

4.1 控制图的控制原理 (1课时） 

4.2控制图的计算与绘制 (1课时） 

4.3过程能力指数的计算 (2课时） 

4.4 质量管理工具的演练 (2学时） 

(五）6Sigma管理简介 (2课时） 

5.1 6Sigma管理概述 (1课时） 

5.2 6Sigma管理实施 (1课时） 

(六）质量成本管理 (4课时） 

6.1质量经济性概述 (2课时） 

6.2质量成本的概念以及构成科目 (1课时） 

6.3质量成本曲线及合理构成比例 (1课时） 

(七）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 (4课时） 

7.1服务质量的概念及其构成模式 (2课时） 

7.2服务质量的差距模型以及服务质量的评价方法 (2课时） 

(八）卓越质量管理  (2课时） 

8.1卓越质量经营模式 (1课时） 

8.2质量奖的评分体系和流程 (1课时） 

考核: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质量管理学》，尤建新等著，科学出版社，2017 年 12 月(第三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新编质量管理学》，张公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9 

2、《质量管理学》，伍爱，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8 

3、《质量管理学》，刘光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月 

4、《质量管理学》，龚益鸣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提问等(20%），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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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质量管理基本工具、质量成本管理以及相关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隋丽辉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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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程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

解质量的

意义、质

量和质量

管理的基

本概念、

质量管理

的基本工

作以及质

量管理理

论的演进

过程，掌

握现代质

量的概念

及相关术

语、质量

管理演进

背景及规

律。 

目标 2：

了解

ISO900

0族标

准的发

展、构

成以及

质量管

理体系

要求，

掌握认

证的相

关概念

以及

ISO900

0族标

准的实

施管

理。 

目标 3：认

识企业市

场研究、

产品开发

过程、生

产过程以

及服务过

程的不同

阶段的质

量管理的

特点，掌

握质量管

理基本七

种工具的

内容以及

适用条

件。 

目标 4:

了解工

序受控

状态的

特点及

条件，

掌握工

序能力

指数的

计算以

及工序

质量控

制图的

绘制，

学会判

断工序

受控、

失控状

态。 

目标 5：

了解

6Sigma

管理的

起源和

意义，掌

握

6Sigma

管理的

概念、特

点，了解

企业如

何实施

6Sigma

管理。 

目标 6:

掌握质

量经济

性、质量

成本的

概念、意

义以及

质量成

本的构

成，理解

质量成

本的合

理构成

比例和

质量成

本曲线。 

目标 7：

掌握服

务质量

的概念

及其构

成模

式，理

解服务

质量的

差距模

型以及

服务质

量的评

价方

法。 

目标 8：

了解卓

越质量

经营模

式，日本

戴明奖，

欧洲质

量奖、美

国波多

里奇奖

和中国

质量奖

的内容，

掌握各

国质量

奖的评

分体系

和流程。 

1.1 质量的基本概念及质量

管理的基本原则 
√        

1.2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 √        

2.1 ISO9000标准概述  √       

2.2认证的相关概念  √       

3.1质量管理的内容 ( 策

划、控制、保证、改进） 
 √ √      

3.2 产品形成过程的质量管

理 
  √      

3.3 质量管理的七种基本工

具 
  √      

4.1控制图的控制原理    √     

4.2控制图的计算与绘制    √     

4.3过程能力指数的计算    √     

4.4质量管理工具的演练   √ √     

5.16Sigma管理概述     √    

5.26Sigma管理实施     √    

6.1质量经济性概述      √   

6.2 质量成本的概念以及构

成科目 
     √   

6.3 质量成本曲线及合理构

成比例 
     √   

7.1 服务质量的概念及其构

成模式 
      √  

7.2 服务质量的差距模型以

及服务质量的评价方法 
      √  

8.1卓越质量经营模式        √ 

8.2 质量奖的评分体系和流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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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86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质量成本管理、质量分析与改进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原理。 

目标 2：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 

目标 3：了解质量管理方法。 

目标 4：了解质量管理常用工具。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概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阐述质量的意义、质量和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质量管理的基本工作 

 (1 课时） 

1.2 质量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 (1 课时） 

(二）ISO9000 族标准与质量认证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2.1 主要阐述 ISO9000 族标准的发展及其构成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1 课时） 

2.2 主要阐述质量认证的概念、产品质量认证与质量体系认证的实施与管

理。 (1 课时） 

(三）企业质量管理与七种基本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3.1 本章主要阐述市场研究、产品开发过程的质量管理、生产过程的质量管

理、服务过程的质量管理。 (1 课时） 

3.2 了解质量管理基本七种工具的内容以及适用条件 (1 课时） 

(四）质量管理职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4.1 质量策划与质量评价。 (1 课时） 

4．2 质量控制与质量改进。 (1 课时） 

(五）6Sigma 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5.1 阐述 6Sigma 管理的起源和意义、概念和特点、常用的度量指标和工具 

 (1 课时） 

5.2 6Sigma 管理的组织和实施 (1 课时） 

(六）质量检验与质量经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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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时） 

6.1 阐述质量检验的基本概念、抽样检验的一般方法 (1 课时） 

6.2 质量成本的概念、意义以及质量成本的构成。 (1 课时） 

(七）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 主要阐述服务的定义、特征，服务质量及其构成模式、服务质量的测

量。 (1 课时） 

7.2 顾客满意理论、顾客满意的理念及其意义。 (1 课时） 

(八）与质量管理有关的其他管理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8.1 主要阐述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概念、内容。 

 (1 课时） 

8.2 一体化管理体系的的相关概念、内容。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质量管理学》(第三版）尤建新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新编质量管理学》，张公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9 

2. 《质量管理学》，伍爱，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8 

3. 《质量管理学》，刘光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4. 《质量管理学》，龚益鸣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或者课程论文），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国际标准、工序能力分析、七种基本工具、质量检验、质量经济分析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有祥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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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质量管

理的基本原理。 

目标 2：了解质量管

理的基本理论 

目标 3：了解质量管

理方法 

目标 4:了解质量

管理常用工具 

1.1 阐述质量的意义、质量和质

量管理的基本概念、质量管理的

基本工作 

√ √   

1.2质量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 √    

2.1 主要阐述 ISO9000 族标准的

发展及其构成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 √   

2.2 主要阐述质量认证的概念、

产品质量认证与质量体系认证的

实施与管理 

√ √   

3.1 本章主要阐述市场研究、产

品开发过程的质量管理、生产过

程的质量管理、服务过程的质量

管理。 

√  √  

3.2 了解质量管理基本七种工具

的内容以及适用条件 
√  √ √ 

4.1 质量策划与质量评价。  √   

4．2质量控制与质量改进。  √ √  

5.1阐述 6Sigma管理的起源和意

义、概念和特点、常用的度量指

标和工具 

 √ √  

5.2 6Sigma管理的组织和实施  √   

6.1 阐述质量检验的基本概念、

抽样检验的一般方法 
 √  √ 

6.2 质量成本的概念、意义以及

质量成本的构成。 
 √ √  

7.1 主要阐述服务的定义、特征，

服务质量及其构成模式、服务质

量的测量。 

√  √  

7.2 顾客满意理论、顾客满意的

理念及其意义。 
√  √  

8.1 主要阐述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概

念、内容。 

√  √  

8.2 一体化管理体系的的相关概

念、内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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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6A1        英文名称：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类 (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

程）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机械、电气等工科基础 

后续课程：质量分析与改进、标准化、可靠性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族标准）的产生及发展概况。 

目标 2：了解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族标准）标准的主要构成。 

目标 3：掌握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族标准）的主要术语、定义和基本概

念。 

目标 4：掌握质量管理体系 (GB/T19001-2016：IS09001-2015）标准的主要

内容 (组织环境、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等）。 

目标 5：了解质量管理体系 (GB/T19001-2016：IS09001-2015）的主要审核

类型、审核特点、掌握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主要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体系概述与标准的发展历程和 新版标准的主要变化 

  (2课时） 

1.1概述：IS09000族标准的产生及发展概况。 (0.5课时） 

1.2 2016版 GB/T19000族核心标准的起草及构成。 (0.5课时） 

1.3 GB/T19001-2016/IS09001：2015标准的主要变化。 (1课时） 

(二）GB/T19000-2016标准简介 (6课时） 

2.1 标准概述：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原则及其在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4课时） 

2.2 术语和定义。 (2课时） 

(三）GB/T19001-2016标准理解与实施 (20课时） 

3.1 标准引言:标准简要说明;标准的原则和模式;标准与其他管理体系标

准的关系。 (1课时） 

3.2 标准的应用范围;标准的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1课时） 

3.3 组织环境:理解组织及其环境;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确定质量管

理体系的范围;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过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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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领导作用:领导作用和承诺;方针;组织的岗位、职责和权限。 

 (2课时） 

3.5 策划: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质量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变更的策划 

 (2课时） 

3.6 支持:资源;能力;意识;沟通;成文信息。 (2课时） 

3.7 运行:运行的策划和控制;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

发;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生产和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6课时） 

3.8 绩效评价: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顾客满意；数据分析与评价；内

部审核，管理评审。 (2课时） 

3.9 改进：不符合与纠正措施；改进。 (2课时） 

(四）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2课时） 

4.1审核概念与审核机制，审核分类，审核原则。 (1课时） 

4.2 审核过程：审核原则；审核方案；审核过程的实施；审核的后续活动。

 (1课时） 

(五）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与实施》，孙磊等， 中国质检出

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7.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理解与实施》，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7.31.  

2.《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员 2015 版标准转换培训教材》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9 

3.《GB/T 19001-2016 IS0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中国标准出版

社  

4.《GB/T19000-2016 ISO9000:2015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中国标准

出版社 

5.《2015 版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教程》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

限公司编著，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6.05 

6．《ISO9001:2015 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详解与案例文件汇编》，谭洪华编

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8 

7． 《ISO 9001:2015 内审员实战通用教程》， 张智勇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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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出勤(20%)、课堂表现(如回答问题、

讨论等）(10%）及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体系

的基础术语和定义、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原则、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条款、质

量管理体系审核、及相关条款的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康军 审核人：  李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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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质量管

理体系

(IS09000

族标准）的

产生及发

展概况 

目标 2：

了解质量

管理体系

(IS09000

族标准）

标准的主

要构成 

目标 3： 掌握

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族

标准）的主要

术语、定义和

基本概念 

目标 4: 掌握质量管理

体系(GB/T19001-2015：

IS09001-2015）标准的

主要内容 (组织环境、

领导作用、策划、支持、

运行、绩效评价等）。 

目标 5：了解质量管

理体系

(GB/T19001-2015：

IS09001-2015）的

主要审核类型、审

核特点、掌握质量

管理体系审核的主

要过程。 

1.1 概述：IS09000 族标准的

产生及发展概况。 
√ √    

1.2 2016 版 GB/T19000 族核

心标准的起草及构成。 
√ √    

1.3GB/T19001-2016/IS09001

：2015标准的主要变化。 
√ √    

2.1 标准概述：质量管理的基

本概念、原则及其在质量管理

体系中的应用。 

 √    

2.2 术语和定义。   √   

3.1 标准引言:标准简要说

明;标准的原则和模式;标准

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的关系。 

  √   

3.2 标准的应用范围;标准的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   

3.3 组织环境:理解组织及其

环境;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

望;确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范

围;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过程。 

   √ √ 

3.4 领导作用:领导作用和承

诺;方针;组织的岗位、职责和

权限。 

   √ √ 

3.5 策划: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质量目标及其实现的策

划;变更的策划 

   √ √ 

3.6 支持:资源;能力;意识;

沟通;成文信息。 
   √ √ 

3.7 运行:运行的策划和控

制;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产品

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外部提

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

制;生产和服务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放行;不合格输出的控

制. 

   √ √ 

3.8 绩效评价:监视、测量、

分析和评价；顾客满意；数据

分析与评价。 

   √ √ 

3.9 改进：不符合与纠正措

施；改进。 
   √ √ 

4.1审核概念与审核机制，审

核分类，审核原则。 
    √ 

4.2 审核过程：审核原则；审

核方案；审核过程的实施；审

核的后续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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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与可靠性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7A1        英文名称：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liabilit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 

先修课程：管理学、统计学等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 

开课院系：商学院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掌握质量管理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 

目标 2：学习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原理，以及建立和评价质量管理体系的

基本方法； 

目标 3：学习掌握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应用。包括质

量检验、供应商质量管理、设计质量控制、制造过程质量控制、服务质量等内

容； 

目标 4：学习掌握质量管理中常用统计方法，特别是控制图理论和抽样检

验理论； 

目标 5：学习掌握可靠性的基本概念，可靠性建模、分析、设计的基本方

法。 

二、课程内容 

1.质量管理概论 (6 课时） 

1.1 质量概述：质量的基本概念、质量概念的发展、质量的相关术语 

 (2 课时） 

1.2 质量先驱的质量哲理：戴明、朱兰、克劳士比等各种质量哲学的比较 

 (2 课时） 

1.3 质量的法律法规、质量监督和标准化 (1 课时） 

1.4 质量管理及其发展：质量管理的概念、质量管理的发展过程、全面质量

管理、我国质量管理的发展 (0.5 课时） 

1.5 现代质量管理面临的环境 (0.5 课时） 

2.质量管理体系及评价 (6 课时） 

2.1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知识：ISO9000 族标准的产生和发展/构成及特点、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 (2 课时） 

2.2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1 课时） 

2.3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持续改进：建立质量体系的要求、质量管理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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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设计、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评价/改进 (2 课时） 

2.4 卓越质量管理模式：美国波多里奇-Baldrige 质量奖、欧洲质量奖、戴明

奖、我国的国家质量奖和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1 课时） 

3 设计质量控制 (6 课时） 

3.1 设计质量概述：设计定义及过程、面向质量的产品设计、设计质量与产

品质量、设计质量要素、产品质量设计的模型 (1 课时） 

3.2 设计质量控制分析：设计质量控制原则、设计质量特性分类、设计质量

特性分级、设计质量评价 (1 课时） 

3.3 设计质量控制技术：质量功能展开-QFD、TRIZ 理论、稳健设计方法-

田口设计方法、QFD、TRIZ 和稳健设计的集成应用 (3 课时） 

3.4 设计质量控制实施：设计策划、设计质量输入/输出/评审/验证/确认/更

改 (1 课时） 

4 质量检验 (6 课时） 

4.1 质量检验与产品验证：质量检验与产品验证的概念、质量检验计划的编

制 (1 课时） 

4.2 抽样检验的基本原理：抽样检验的基本概念、抽样检验特性曲线 (1 课时） 

4.3 计数抽样检验：计数标准型/挑选型/调整型抽样检验 (2 课时） 

4.4 计量抽样检验概述：基本原理、不合格品率的计量标准型一次抽样检验

 (1 课时） 

4.5 检验系统的管理：检验误差、计量管理 (1 课时） 

5 过程控制与质量改进 (6 课时） 

5.1 过程能力分析：过程能力、过程能力指数、过程不合格品率的计算、过

程能力的分析 (2 课时） 

5.2 过程控制图：控制图概述、计量控制图、计数控制图、控制图的观测分

析、控制图的应用 (2 课时） 

5.4 质量问题与质量改进：质量问题的类型、质量改进的概念、质量问题与

质量改进的关系、质量改进的基本过程与步骤 (1 课时） 

5.5 六西格玛系统改进方法：六西格玛质量的含义、六西格玛质量的统计意

义、六西格玛管理的基本原则、六西格玛管理的组织与培训、质量改进方法、

质量设计 (1 课时） 

6 质量成本与质量绩效 (3 课时） 

6.1 质量成本：质量成本的基本概念和构成、质量成本核算、合理的质量成

本构成、质量成本分析、劣质成本 (1 课时） 

6.2 质量经济性：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质量经济性、质量经济性管理 (1 课时） 

6.3 绩效测量：绩效测量体系的设计、测量数据的分析与使用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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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质量与信息质量 (3 课时） 

7.1 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的定义 (0.5 课时） 

7.2 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的维度、评价及其改进方法 (1 课时） 

7.3 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的现状与前景：TDQM 框架、大数据产业 (1 课时） 

7.4 质量信息管理：质量信息分析、质量信息管理系统 (0.5 课时） 

8 服务质量管理 (3 课时） 

8.1 服务及服务质量概述：服务及客户服务、服务质量的内涵及维度(0.5 课时） 

8.2 典型服务质量模型：感知服务质量模型、差距分析模型、容忍区域模型、

Dabholkar 模型、其他模型 (1 课时） 

8.3 服务交互过程模型：CAMSE 模型、客户服务过程蓝图、电子商务服务

交互 (1 课时） 

8.4 服务质量测量：B2C 服务的质量测量、B2B 服务的质量测量 (0.5 课时） 

9 供应链质量管理 (3 课时） 

9.1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供应链中的全面质量

管理、ISO9000 与供应链管理 (1 课时） 

9.2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定义与内涵：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定义、内涵、内容 

 (0.5 课时） 

9.3 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工具与方法：传统质量管理工具的适用性、供应链背

景下的质量管控策略、供应链的质量绩效测量与评价 (1.5 课时） 

10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6 课时） 

10.1 可靠性介绍：基本概念、设计分析流程、相关技术 (2 课时） 

10.2 可靠性设计方法：可靠性设计准则、主要设计方法 (2 课时） 

10.3 可靠性分析方法：FMECA、FTA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苏秦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 版(21

世纪工业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质量管理学》(第 3 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科学版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管理学系列，尤建新，周文泳，武小军，邵

鲁宁 著，科学出版社，2014 年，ISBN：9787030409133 

2、《系统可靠性》，卢明银、徐人平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1 版(21 世纪工业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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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20%)及作业(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包括各章知识点内容；考核

时基础理论与应用能力兼顾。 

五、附件 

 

制定人：  李  成  审核人： 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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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学习掌

握质量

管理的

基本观

点和基

本思想 

目标 2：学习掌

握质量管理体

系的原理，以及

建立和评价质

量管理体系的

基本方法 

目标 3：学习掌握全生

命周期质量管理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包括

质量检验、供应商质

量管理、设计质量控

制、制造质量控制、

服务质量等内容 

目标 4：学习

掌握质量管理

中常用统计方

法，特别是控

制图理论和抽

样检验理论 

目标 5：学习

掌握可靠性

的基本概念，

可靠性建模、

分析、设计的

基本方法 

1.1质量概述 √     

1.2质量先驱的质量哲理 √     

1.3 质量的法律法规、质量监督和

标准化 
√     

1.4质量管理及其发展 √     

1.5 现代质量管理面临的环境引导

案例 
√     

2.1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知识  √    

2.2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    

2.3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持续改

进 
 √    

2.4卓越质量管理模式  √    

3.1设计质量概述   √   

3.2设计质量控制分析   √   

3.3设计质量控制技术   √   

3.4设计质量控制实施   √   

4.1质量检验与产品验证   √   

4.2抽样检验的基本原理   √ √  

4.3计数抽样检验   √ √  

4.4计量抽样检验概述   √ √  

4.5检验系统的管理   √ √  

5.1过程能力分析   √ √  

5.2过程控制图   √ √  

5.3红珠实验和漏斗实验   √   

5.4质量问题与质量改进 √     

5.5六西格玛系统改进方法 √     

6.1质量成本 √     

6.2质量经济性 √     

6.3绩效测量 √     

7.1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的定义 √     

7.2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管理 √     

7.3 数据质量和信息质量的现状与

前景 
√     

7.4质量信息管理 √     

8.1服务及服务质量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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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典型服务质量模型   √   

8.3服务交互过程模型   √   

8.4服务质量测量   √   

9.1供应链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   √   

9.2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定义与内涵   √   

9.3供应链质量管理的工具与方法   √   

10.1可靠性介绍     √ 

10.2可靠性设计方法     √ 

10.3可靠性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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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综合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8A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design of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质量体系与认证 计量管理 标准化工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让学生了解供应商质量审核。 

目标 2：让学生了解计量管理审核。 

目标 3：让学生了解项目质量管理、质量成本管理审核。 

目标 4：让学生了解标准化流程与管理。 

二、课程内容 

(一）供应商质量审核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供应商质量审核的流程与内容  (0.5 课时） 

1.2 供应商质量管理中的选择、控制与评价相关内容 (3.5 课时） 

(二）计量管理审核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明确计量管理检查的主要事项 (1 课时） 

2.2 审核计量器具清单、校验记录、标识标签是否完备 (3 课时） 

(三）项目质量管理、质量成本管理审核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基于项目策划、运行、验收等关键过程的项目质量审核 (2 课时） 

3.2 质量成本的会计科目分类：内部损失成本、外部损失成本、预防成本、

鉴定成本的审核与优化 (2 课时） 

(四）标准化流程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技术标准、工作标准、综合标准的管理与审核 (2 课时） 

4.2 小组内部成员进行交流，撰写设计报告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与实施》孙磊，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7.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质量管理体系与认证》，吴志军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8 

2. 《质量认证教程》，洪生伟，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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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体系与认证》，王敏华、陈丽薇，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 

4. 《管理体系与认证》，宋明顺，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 年 2 月 

5. 《标准化管理教程》，崔凤岐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6. 洪生伟，《标准化管理 (第 3 版）》，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9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设计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平时表现(20%)及考勤(10%)。 

设计报告占比 70%，内容主要包括：质量手册标准编制、检查表编制、不

符合项审核，项目审核报告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有祥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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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让学生

了解供应商质

量审核。 

目标 2：让学

生了解计量

管理审核。 

目标 3：让学生了解项

目质量管理、质量成本

管理审核。 

目标 4：让学生了

解标准化流程与

管理。 

1.1 供应商质量审核的流程与内容  √    

1.2 供应商质量管理中的选择、控制与

评价相关内容 
√    

2.1明确计量管理检查的主要事项  √   

2.2 审核计量器具清单、校验记录、标

识标签是否完备 
 √   

3.1 基于项目策划、运行、验收等关键

过程的项目质量审核 
  √  

3.2 质量成本的会计科目分类：内部损

失成本、外部损失成本、预防成本、鉴

定成本的审核与优化 

  √  

4.1 技术标准、工作标准、综合标准的

管理与审核 
   √ 



 

 483 / 1052 
 

 

《质量检验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9A1      英文名称：Technology of Quality Inspec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等

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工程基础、机械制造基础、电工电子基础、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电子测量技术、质量管理导论等 

后续课程：集成质量系统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量检验及质量检验管理的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理化检验(材料性能检验)的种类、性能指标、检测原理及方

法； 

目标 3：掌握几何性能检验的主要内容与方法；机床精度检验及性能测试； 

目标 4：了解热加工检验、涂镀层检验、包装检验、感官检验、环境试验

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质量检验及质量检验管理的基础知识 (4 课时） 

产品质量检验的基本概念 (0.5 课时） 

产品质量检验的意义与作用 (0.5 课时） 

产品质量检验依据 (0.5 课时） 

对质检人员的要求 (0.5 课时） 

顾客质量观 (0.5 课时） 

常用的检验记录和报告 (0.5 课时） 

质量检验的程序 (0.5 课时） 

不同类型机械产品的质量检验 (0.5 课时） 

理化检验(材料性能检验）的种类、性能指标、检测原理及方法 (8 课时） 

拉伸压缩性能测试 (2 课时） 

硬度性能测试 (2 课时） 

冲击性能试验 (0.5 课时） 

疲劳强度测试 (1.5 课时） 

应力的测试 (1.5 课时） 

断裂韧性的测试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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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性能检验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0 课时） 

产品的长度检测 (2 课时） 

形位误差的检测 (2 课时） 

产品的角度检测 (2 课时） 

产品的粗糙度检测 (2 课时） 

传动件误差检测 (2 课时） 

热加工检验、涂镀层检验、包装检验、感官检验、环境试验内容与方法 

 (10 课时） 

铸造缺欠及检验 (2 课时） 

焊接缺欠及检验 (2 课时） 

锻压缺欠及检验 (1 课时） 

涂层检验 (1 课时） 

镀层检验 (0.5 课时） 

包装检验 (0.5 课时） 

感官检验的类型和特点 (0.5 课时） 

感官检验基础 (0.5 课时） 

感官检验方法及其应用 (0.5 课时） 

环境试验目的及试验程序 (0.5 课时） 

高低温试验 (0.5 课时） 

湿热试验 (0.5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产品质量检验》，田晓主编，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4.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产品质量检验技术》，席宏卓，中国计量出版社，1992 年 

2．《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姜伟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第 2 版，王长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检验及质量

检验管理的基础知识；理化检验(材料性能检验）的种类、性能指标、检测原理

及方法；几何性能检验的主要内容与方法；热加工检验、涂镀层检验、包装检

验、感官检验、环境试验的主要内容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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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李  成 审核人： 李  成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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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质

量检验及质量

检验管理的基

础知识； 

目标 2：掌握理化检

验(材料性能检验）

的种类、性能指标、

检测原理及方法； 

目标 3：掌握

几何性能检

验的主要内

容与方法； 

目标 4：了解热加工检

验、涂镀层检验、包装

检验、感官检验、环境

试验的内容与方法； 

1.1产品质量检验的基本概念 √    

1.2产品质量检验的意义与作用 √    

1.3产品质量检验依据 √    

1.4对质检人员的要求 √    

1.5顾客质量观 √    

1.6常用的检验记录和报告 √    

1.7质量检验的程序 √    

1.8不同类型机械产品的质量检验 √    

2.1拉伸/压缩性能试验  √   

2.2硬度性能测试  √   

2.3冲击性能试验  √   

2.4疲劳强度试验  √   

2.5应力的测试  √   

2.6断裂韧性的测试  √   

3.1铸造缺欠及检验    √ 

3.2焊接缺欠及检验    √ 

3.3锻压缺欠及检验    √ 

4.1涂层检验    √ 

4.2镀层检验    √ 

4.3包装检验    √ 

5.1感官检验的类型和特点    √ 

5.2感官检验基础    √ 

5.3感官检验方法及其应用    √ 

6.1环境试验目的及试验程序    √ 

6.2高低温试验    √ 

6.3湿热试验    √ 

7.1产品的长度检测   √  

7.2形位误差的检测   √  

7.3产品的角度检测   √  

7.4产品的粗糙度检测   √  

7.5传动件误差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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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4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Chinese Foreign Trad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服务贸易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政策、法律制度及中国对外贸易关系。 

目标 2：运用国际贸易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标 3：增强学生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及战略 (6课时） 

1.1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

中国对外贸易方式；新常态下中国外贸发展的转型. (4课时） 

1.2对外贸易战略的内涵；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型；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区

战略；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2课时） 

(二）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依据  (6课时） 

2.1中国传统对外贸易思想 。 (1课时） 

2.2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2课时） 

2.3新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2课时） 

2.4新新贸易理论与中国贸易。 (1课时） 

(三）中国对外贸易制度  (12课时） 

3.1中国对外贸易管制制度。 (2课时） 

3.2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2课时） 

3.3中国的关税制度。 (2课时） 

3.4中国的贸易促进制度。 (4课时） 

3.5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 (2课时） 

(四）中国对外贸易类型  (6课时） 

4.1中国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概述；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概况；加工贸易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课时） 

4.2中国服务贸易：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

际竞争力；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进程和水平；中国服务贸易的区域和双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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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课时） 

4.3中国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概述；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国的技术出口；

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 (2课时） 

(五）中国对外贸易关系 (2课时） 

5.1中国对外贸易关系概述 。 (1课时） 

5.2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的区域贸易关系；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

关系。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第 4 版），曲如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第 2 版），阎志军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课堂表现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对外贸易

理 

论依据、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肖敏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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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中国对外

贸易的格局、政策、法

律制度及中国对外贸

易关系。 

目标 2：运用国际贸易的

有关理论来分析中国对

外贸易的现状及主要问

题。 

目标 3：增强学生理

解问题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 

1.1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

构；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中国对外贸易方

式；新常态下中国外贸发展的转型 

√ √ √ 

1.2 对外贸易战略的内涵；中国对外贸易战略

转型；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区战略；中国的自由

贸易区战略 

√ √ √ 

2.1中国传统对外贸易思想 √ √ √ 

2.2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 √ √ 

2.3新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 √ √ 

2.4新新贸易理论与中国贸易 √ √ √ 

3.1中国对外贸易管制制度 √ √ √ 

3.2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 

3.3中国的关税制度 √ √ √ 

3.4中国的贸易促进制度 √ √ √ 

3.5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 √ √ √ 

4.1 中国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概述；中国加工

贸易的发展概况；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中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 

4.2 中国服务贸易：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和现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服

务贸易的开放进程和水平；中国服务贸易的区

域和双边自由化 

√ √ √ 

4.3 中国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概述；中国的技

术引进；中国的技术出口；中国技术进出口管

理 

√ √ √ 

5.1中国对外贸易关系概述             √ √ √ 

5.2 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的区域贸易关

系；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 √ √ 



 

 490 / 1052 
 

 

《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585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For Marketing Major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市场营销所有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毕业要求。 

目标 2：使学生理解本专业专业学习与全面发展同等重要。 

目标 3：使学生了解市场营销专业的主要就业岗位与职业发展前景。 

目标 4：使学生了解社会对市场营销人才的要求与期望。 

目标 5：使学生了解市场营销人才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我校市场营销专业设立的背景、特色与培养方案、主要课程及内容 

 (2课时） 

(二）专业学习与全面发展 (4课时） 

2.1市场营销专业的特点与学习方法 (2课时） 

2.2专业学习与全面发展 (2课时） 

(三）社会对市场营销人才的要求与期望 (4课时） 

3.1企业专家讲座 (2课时） 

3.2市场营销毕业生的分享与交流 (2课时） 

(四）市场营销相关就业岗位与职业发展前景 (2课时） 

学生课余时间要搜集资料，制作 PPT。 

(五）市场营销相关工作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2课时） 

学生课余时间要搜集资料，制作 PPT。 

(六）课程总结与学生作业交流 (2课时） 

学生课余时间要写出课程总结报告。 

三、课程教材 

本课程无教材 

四、课程考核 

1.小组作业,PPT 交流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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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勤、课堂表现占 20%。 

3.课程总结报告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梅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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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本专

业的培养目标、培

养方案、毕业要

求。 

 

目标 2：理解本

专业专业学习与

全面发展同等重

要。 

目标 3：了解市

场营销专业的主

要就业岗位与职

业发展前景。 

目标 4:了解社

会对市场营销

人才的要求与

期望。 

目标 5：了解市

场营销人才所

需具备的知

识、素质与能

力。 

(一）我校市场营销专业设立

的背景、特色与培养方案 
√  √  √ 

2.1 市场营销专业的特点与

学习方法 
√ √  √ √ 

2.2专业学习与全面发展 √ √  √ √ 

3.1企业专家讲座  √ √ √ √ 

3.2 市场营销毕业生的分享

与交流 
 √ √ √ √ 

(四）市场营销相关就业岗位

与职业发展前景 
√  √  √ 

(五）市场营销相关工作所需

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 √ √ √ √ 

(六）课程总结与学生作业交

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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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1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产业经济学 

后续课程：资产评估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分类、特征，掌握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分

析方法和技术，学会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分析计量操作。 

目标 2：了解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形成、结构、分布，掌握装备制造业

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及发展规律。 

目标 3：了解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掌握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路径和经验。 

目标 4：了解和掌握装备制造业效率分解的原理、方法和模型，学会装备

制造业效率分解的技术。 

目标 5：了解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模式、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掌握我

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范围、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以及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

范式。 

二、课程内容 

(一) 装备制造与装备制造产业链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1.1 装备制造业的概念、分类及分类依据 (2课时） 

1.2 装备制造业的特征 (1课时） 

1.3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分析的主要方法和技术 (3课时） 

1.4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算例 (2课时） 

(二)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与演进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2.1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内涵、本质 (1课时） 

2.2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组成 (1课时） 

2.3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结构 (1课时） 

2.4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阶段性 (1课时） 

2.5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动因与规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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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装备制造业的区域与国际比较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3.1 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区域格局 (2课时） 

3.2 世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格局 (2课时） 

3.3 部分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的经验教训 (2课时） 

(四) 装备制造业的效率分解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 指数分析方法基本原理 (1课时） 

4.2 装备制造业效率分解技术 (3课时） 

4.3 装备制造业效率分解算例 (2课时） 

(五) 装备制造与装备制造产业链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5.1 高端装备制造的内涵、分类 (1课时） 

5.2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及前景 (2课时） 

5.3 装备制造业的结构 (1课时） 

5.4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范式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报告》，杨斌，李建明，李东红，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7 

2.《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视角》，韩

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3.《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研究：基于网络视角》，赵志豪，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2 

4.《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崔万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子商务与国际生产网络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温丽琴，卢进

勇，王勤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2.《2015-2020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研普华

集团出版，2014 

3.《装备制造业蓝皮书: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报告(2016）》，徐东华，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经济新常态的视角》，

邵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振兴装备制造业研究》，唐晓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考核占比 5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考勤(10%）、课后作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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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测验(15%）、演示汇报(2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装备制造

业的特征、分类、范围、意义，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组成、特点、整合，装备

制造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阶段性特征，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理论渊源、特征、

集聚度计量，装备制造业指数分析方法与模型、计量，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区域

分布结构、特征、发展模式，高端装备制造的范围、特点、意义，装备制造业

的几大战略范式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鸿军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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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装

备制造业的内

涵、分类、特征，

掌握装备制造

业产业链分析

方法和技术，学

会装备制造业

产业链分析计

量操作。 

 

目标 2：了解装

备制造业产业

集群的形成、结

构、分布，掌握

装备制造业的

不同发展阶段、

发展动因及发

展规律。 

 

目标 3：了解中

国装备制造业

的空间布局，掌

握世界主要发

达国家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路

径和经验。 

 

目标 4：了解和

掌握装备制造

业效率分解的

原理、方法和模

型，学会装备制

造业效率分解

的技术。 

 

目标 5：了解中

国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模式、组

织结构和技术

结构，掌握我国

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范围、发展

前景和发展方

向，以及装备制

造业发展的战

略范式。 

1.1 装备制造业的概念、分类

及分类依据 
√     

1.2 装备制造业的特征 √     

1.3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分析的

主要方法和技术 
√     

1.4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算例 √     

2.1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内

涵、本质 
 √    

2.2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组成  √    

2.3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结构  √    

2.4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阶段性  √    

2.5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动因与

规律 
 √    

3.1 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区域格

局 
  √   

3.2 世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

势和基本格局 
  √   

3.3 部分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

的经验教训 
  √   

4.1 指数分析方法基本原理    √  

4.2 装备制造业效率分解技术    √  

4.3 装备制造业效率分解算例    √  

5.1 高端装备制造的内涵、分

类 
    √ 

5.2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现

状及前景 
    √ 

5.3 装备制造业的结构     √ 

5.4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范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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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0A1       英文名称：Capital Ope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学、 公司金融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资本运营的内涵与基本内容，了解资本运营的市场环境。 

目标 2：掌握各种类型资本运营的基本理论，学会各类型资本运营的操作、

流程及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资本运作的基本理论   (4课时） 

1.1 资本运营的含义和目标；资本运营的主体。 (2课时） 

1.2 资本运营的基本内容；资本运营的市场环境。 (2课时） 

(二）资本的筹措与投放   (10课时） 

2.1 资本筹措的意义和要求。 (1课时） 

2.2 资本需要量的预测；资本筹措的渠道与方式。 (1课时） 

2.3 资本结构与筹资决策。 (4课时） 

2.4 资本投放的意义和原则。 (1课时） 

2.5 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 (1课时） 

2.6 不同投资决策方法。 (2课时） 

(三）资本周转与资本积累  (6课时） 

3.1 资本周转的内涵与资本周转的加速途径。 (1课时） 

3.2 资本周转率的确定和分析。 (1课时） 

3.3 资本积累的界定；资本积累的意义和原则。 (1课时） 

3.4 增加资本积累的途径和措施。 (3课时） 

(四）资本重组  (2课时）  

4.1 资本重组的含义、资本重组的办法与方式。 (1课时） 

4.2 资本重组的方向与战略。 (1课时） 

(五）实行股份制  (5课时） 

5.1 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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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股票的发行、上市与退市。  (2课时） 

5.3 股票的境外发行、上市与退市。  (2课时） 

(六）企业兼并与收购  (8课时） 

6.1 并购理论、并购的战略、原则与程序。 (4课时） 

6.2 并购决策方法及财务、风险分析。 (4课时） 

(七）组建企业集团  (3课时） 

7.1 企业集团概述；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 (1课时） 

7.2 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  (2课时） 

(八）企业分立与出售  (4课时） 

8.1 企业分立的界定与操作。 (2课时） 

8.2 企业出售的界定与操作。 (2课时） 

(九）资本结构调整 (6课时） 

9.1 资本结构调整的意义；资本来源结构、资本形态结构的调整方法和原

则。 (4课时） 

9.2 资本结构指标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夏乐书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企业资本经营论》，张先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 (10%）、平时测验、考勤及作

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资本运营的基

本内容；资本运营的市场环境；资本筹措的渠道与方式，资本结构与筹资决策；

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区别；不同投资决策方法；资本周转的内涵；资本周转

率的确定和分析；资本积累的途径和措施；资本重组的含义、资本重组的方式

与战略；企业并购理论、原则与程序；并购决策方法及财务、风险分析；企业

分立与出售；资本来源结构、资本形态结构的调整方法和原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侯社红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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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资本运营的内涵与基本

内容，了解资本运营的市场环境。 

 

目标 2：掌握各种类型资本运营的基

本理论，学会各类型资本运营的操

作、流程及方法。 

1.1 资本运营的含义和目标；资本运营的主

体。 
√  

1.2 资本运营的基本内容；资本运营的市场

环境。 
√  

2.1 资本筹措的意义和要求。  √ 

2.2 资本需要量的预测；资本筹措的渠道与

方式。 
 √ 

2.3 资本结构与筹资决策。  √ 

2.4 资本投放的意义和原则。  √ 

2.5 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  √ 

2.6 不同投资决策方法。  √ 

3.1 资本周转的内涵与资本周转的加速途

径。。 
 √ 

3.2资本周转率的确定和分析。  √ 

3.3 资本积累的界定；资本积累的意义和原

则。 
 √ 

3.4 增加资本积累的途径和措施。。  √ 

4.1 资本重组的含义、资本重组的办法与方

式。 
 √ 

4.2 资本重组的方向与战略。  √ 

5.1 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  √ 

5.2 股票的发行、上市与退市。  √ 

5.3 股票的境外发行、上市与退市。  √ 

6.1 并购理论、并购的战略、原则与程序。  √ 

6.2 并购决策方法及财务、风险分析。  √ 

7.1 企业集团概述；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

理。 
 √ 

7.2 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  √ 

8.1 企业分立的界定与操作。  √ 

8.2 企业出售的界定与操作。  √ 

9.1 资本结构调整的意义；资本来源结构、

资本形态结构的调整方法和原则。 
 √ 

9.2 资本结构指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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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1A1              英文名称：Assets Valu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财务报表分析、公司金融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信用评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资产评估基本要素中的资产评估定义、原则、职业道德和执

业技术规范，掌握资产评估三大评估途径和方法，学会在不同评估技术思路下

择取相应的评估计量方法。 

目标 2：掌握机器设备、房地产等固定资产评估的特点、影响因素，学会

各类评估技术和方法在固定资产评估中的实际应用。 

目标 3：了解流动资产的特殊性和特点，掌握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

的评估思路和方法；掌握无形资产的特点、无形资产评估的特点、无形资产评

估价值决定、无形资产评估对象类型、无形资产作用范围、收益途径，学会多

种方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 

目标 4：了解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主要特点，掌握企业

价值评估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以及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注意事项。 

目标 5：了解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要求和格式要求，掌握资产评估报告的

编制和披露要求；了解资产评估规范，掌握资产评估执业规范体系，及我国目

前资产评估规范的主要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 资产评估原理与方法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1.1 资产评估的产生；资产评估的基本要素、种类及特点 (2课时） 

1.2 资产评估的目的与价值类型；资产评估的假设与原则；资产评估程序 

 (2课时） 

1.3 资产评估的三种评估方法 (3课时） 

1.4 评估方法的选择 (1课时） 

(二）固定资产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2.1 机器设备评估的特点 (1课时） 

2.2不同方法在机器设备评估中的应用 (3课时） 

2.3 房地产评估的原则和特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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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方法在房地产评估中的应用 (3课时） 

(三）流动资产与无形资产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流动资产评估的特点 (1课时） 

3.2不同评估目的下流动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 (3课时） 

3.3 无形资产的内容及种类 (1课时） 

3.4 无形资产评估应考虑的因素 (1课时） 

3.5 无形资产评估途径与方法 (4课时） 

(四）企业价值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课时） 

4.1 企业价值评估的特点与范围 (1课时） 

4.2不同方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1课时） 

(五）资产评估报告与准则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 (1课时） 

5.2 资产评估报告的编制方法 (1课时） 

5.3 资产评估执业规范体系与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资产评估》(第 3版），汪海粟、张世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资产评估》(第 1版），王丽南、秦彩萍、杨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资产评估原理》，刘玉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资产评估》，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资产评估学教程》，乔志敏、贾宁凤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 

5.《资产评估》，李红娟、王家兰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考核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考勤、作业与

定期测验等(30%）。 

2.期末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评估

定义、原则、规范；资产评估的三种方法；机器设备评估的特点、影响因素、

主要评估方法的应用；房地产评估的特点、影响因素、主要评估方法的应用；

无形资产评估的特点、价值决定、主要评估方法的应用；流动资产评估的特点、

评估思路和方法；企业价值评估的概念、原则、特点、基本途径和方法；资产

评估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求；资产评估执业规范体系，主要内容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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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 熊鸿军  审核人： 韩栋  批准人：  熊鸿军  日期：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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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资

产评估基本要

素中的资产评

估定义、原则、

职业道德和执

业技术规范，掌

握资产评估三

大评估途径和

方法，学会在不

同评估技术思

路下择取相应

的评估计量方

法。 

目标 2：掌握

机器设备、房

地产等固定

资产评估的

特点、影响因

素，学会各类

评估技术和

方法在固定

资产评估中

的实际应用。 

目标 3：了解流

动资产的特殊

性，掌握流动资

产的评估思路

和方法；掌握无

形资产评估的

特点、价值决

定、评估对象类

型、作用范围、

收益途径，学会

多种方法在无

形资产评估中

的应用。 

目标 4: 了解企

业价值评估的

基本概念、基本

原则、主要特

点，掌握企业价

值评估的基本

途径和方法。 

目标 5：了解资

产评估报告的

内容要求和格

式要求，掌握资

产评估报告的

编制和披露要

求；了解资产评

估规范，掌握资

产评估执业规

范体系，及我国

目前资产评估

规范的主要内

容。 

1.1 资产评估的产生；资产评

估的基本要素、种类及特点 
√     

1.2 资产评估的目的与价值类

型；资产评估的假设与原则；

资产评估程序 

√     

1.3 资产评估的三种评估方法 √     

1.4 评估方法的选择 √     

2.1 机器设备评估的特点  √    

2.2 不同方法在机器设备评估

中的应用 
 √    

2.3 房地产评估的原则和特点  √    

2.4 不同方法在房地产评估中

的应用 
 √    

3.1 流动资产评估的特点   √   

3.2 不同评估目的下流动资产

评估方法的选择 
  √   

3.3 无形资产的内容及种类   √   

3.4 无形资产评估应考虑的因

素 
  √   

3.5 无形资产评估途径与方法   √   

4.1 企业价值评估的特点与范

围 
   √  

4.2 不同方法在企业价值评估

中的应用 
   √  

5.1 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     √ 

5.2 资产评估报告的编制方法     √ 

5.3 资产评估执业规范体系与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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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03P1        英文名称：Asset Appraisa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财务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务管理 

后续课程：审计学、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资产评估的基本概念、理论，学会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

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和清算价格法。 

目标 2：掌握机器设备评估的基本程序，学会机器评估的成本法和市场法。 

目标 3：掌握房地产评估的原则，学会房地产评估的收益法。 

目标 4：掌握无形资产评估的程序，无形资产成本特性，学会运用成本法

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目标 5：掌握资产评估报告的基本概念、作用、类型、基本要素，学会资

产评估报告书的撰写。 

二、课程内容 

(一）资产评估基本方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1.1 资产评估的发展现状、基本要素、种类和特点。 (2 课时） 

1.2 资产评估的目的与价值类型、假设和原则、评估程序。 (2 课时） 

1.3 资产评估的成本法应用。 (1 课时） 

1.4 资产评估的收益法应用。 (1 课时） 

1.5 资产评估的市场法应用。 (1 课时） 

1.6 资产评估的清算价格法、评估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1 课时） 

(二）具体行业的资产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 课时） 

2.1 机器设备评估概述，机器设备评估的成本法和市场法应用。 (4 课时） 

2.2 房地产评估概述，房地产评估的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应用。 

 (4 课时） 

2.3 流动资产评估的概述，实物类流动资产评估，债券类及货币类流动资产

评估。 (4 课时） 

2.4 无形资产评估概述，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商标权

评估及商誉评估。 (6 课时） 

2.5 企业价值评估概述，企业价值评估折现法的应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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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评估报告与行业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资产评估报告概述、基本制度。 (1 课时） 

3.2 资产评估报告的编制、要求和使用。 (1 课时） 

3.3 我国资产评估法律规范及评估准则。 (1 课时） 

3.4 国外资产评估准则。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资产评估学》(第 1 版），宋清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2016 年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用书·资产评估》，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16.05 

2. 《资产评估学理论与实务》，王玲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1 

3. 《资产评估学理论.实务与案例》，陈文军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8 

4. 《资产评估理论与案例分析 》，路君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 

5. 《资产评估学基础》(第 3 版），周友梅，胡晓明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4.1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法律出版社，2016.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平时测试及作

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评估的基

本概念、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机器设备评估的成本法运用、房地产评估的市

场法应用、资产评估报告书的撰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丙艳  审核人： 李占国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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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资产

评估的基本概念、

理论，学会资产评

估的基本方法包

括：成本法，收益

法，市场法和清算

价格法。  

目标 2：掌握机

器设备评估的基

本程序，学会机

器评估的成本法

和市场法 

目标 3：掌握房

地产评估的原

则，流动资产评

估的特点，企业

价值评估的范围

界定，学会房地

产评估的收益法 

目标 4:掌握无

形资产评估的

程序，无形资

产成本特性，

学会运用成本

法对无形资产

进行评估 

目标 5：掌握资

产评估报告的

基本概念、作

用、类型、基

本要素，学会

资产评估报告

书的撰写 

1.1 资产评估的发展现状、

基本要素、种类和特点 
√     

1.2 资产评估的目的与价值

类型、假设和原则、评估程

序 

√     

1.3资产评估的成本法应用 √     

1.4资产评估的收益法应用 √     

1.5资产评估的市场法应用 √     

1.6 资产评估的清算价格

法、评估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     

2.1 机器设备评估概述，机

器设备评估的成本法和市场

法应用 

 √    

2.2 房地产评估概述，房地

产评估的收益法、成本法、

市场法应用 

  √   

2.3 流动资产评估的概述，

实物类流动资产评估，债券

类及货币类流动资产评估 

  √   

2.4 无形资产评估概述，无

形资产评估方法，技术类无

形资产评估，商标权评估及

商誉评估 

   √  

2.5 企业价值评估概述，企

业价值评估折现法的应用 
  √   

3.1 资产评估报告概述、基

本制度 
    √ 

3.2 资产评估报告的编制、

要求和使用 
    √ 

3.3 我国资产评估法律规范

及评估准则 
    √ 

3.4国外资产评估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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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2A1   英文名称：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法、国际能源合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资源学科体系和理论基础和资源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学习运用有关经济分析解决各种资源问题的研究范式。 

目标 2：掌握各种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运动规律，了解专业经济学家在

各种自然资源项目中的分析能力。 

目标 3：掌握自然资源、人类社会、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和经

济规律，了解各类资源之间及其相关政策的差异性。 

目标 4：掌握基本的自然资源的经济评价原则、方法和体系，学习资源的

合理开发、规划、利用、改造、 保护和管理的策略。 

二、课程内容 

(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复活节岛的兴衰以及对几个传统概念的再认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

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 (1课时） 

1.2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建立，主要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研究对象

与研究方法。 (1课时） 

(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竞争市场与效率，支付意愿和消费者剩余，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市

场失灵和政策失效。 (2课时） 

2.2外部性的定义和类型，外部性理论的应用。 (2课时） 

2.3环境资源稀缺性，环境资源稀缺性的凸显。 (2课时） 

2.4经济效率的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意义，环境资源配置效率目标的

选择。 (2课时） 

2.5产权理论和外部性问题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产权与环境资源合理定

价。 (2课时） 

2.6自然资源分类、存量和流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舒适性资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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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理利用。 (2课时） 

(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值计量，决策需求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经济评

价的类型、应用以及应遵守的原则。 (3课时） 

3.2 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价值评估法，陈述偏好法，评价方法的选

择。 (4课时） 

3.3建立影响名录，影响的筛选分析、货币化，估算因素分析。 (3课时） 

(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有效率的污染水平，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一般形式和基

本功能、实施条件与影响因素。 (2课时） 

4.2 排污费与污染治理成本，不完全竞争与排污收费，排污收费的经济效

率。 (2课时） 

4.3 排污权交易的宏微观效应，实行排污权交易的条件，中美的排污权交

易。 (2课时） 

4.4 环境财政与公共财政，环境税和环境财政支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马中主编，《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by Tom Tietenberg,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0, 5th ed.，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 

2.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 by the United 

Nation,2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PPT 制作和演讲(4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梁大为   审核人：王宇露    批准人：熊鸿军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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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资源学

科体系和理论基础和

资源经济分析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学习运

用有关经济分析解决

各种资源问题的研究

范式。 

目标 2：掌握各种资

源的经济属性和经

济运动规律，了解

专业经济学家在各

种自然资源项目中

的分析能力。 

目标 3：掌握自然资

源、人类社会、环

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耦合关系和经济

规律，了解各类资

源之间及其相关政

策的差异性。 

目标 4:掌握基本

的自然资源的经

济评价原则、方

法和体系，学习

资源的合理开

发、规划、利用、

改造、 保护和管

理的策略。 

1.1 复活节岛的兴衰以及对几个

传统概念的再认识，环境与自然

资源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拓

展。 

√    

1.2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建

立，主要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2.1 竞争市场与效率，支付意愿

和消费者剩余，私人物品和公共

物品，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 

 √   

2.2 外部性的定义和类型，外部

性理论的应用。 
 √   

2.3 环境资源稀缺性，环境资源

稀缺性的凸显。 
 √   

2.4 经济效率的实现，帕累托最

优的政策意义，环境资源配置效

率目标的选择。 

 √  √ 

2.5 产权理论和外部性问题与环

境资源产权界定，产权与环境资

源合理定价。 

 √   

2.6自然资源分类、存量和流量，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舒适性

资源及其合理利用。 

 √   

3.1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价值计量，

决策需求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

经济评价的类型、应用以及应遵

守的原则。 

  √  

3.2 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

价值评估法，陈述偏好法，评价

方法的选择。 

  √  

3.3 建立影响名录，影响的筛选

分析、货币化，估算因素分析。 
  √  

4.1 有效率的污染水平，污染者

付费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一般

形式和基本功能、实施条件与影

响因素。 

   √ 

4.2 排污费与污染治理成本，不

完全竞争与排污收费，排污收费

的经济效率。 

   √ 

4.3 排污权交易的宏微观效应，

实行排污权交易的条件，中美的

排污权交易。 

   √ 

4.4 环境财政与公共财政，环境

税和环境财政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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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法律法规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3A1         英文名称：FTA Law and Regulation Lecture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海商法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产生与发展。 

目标 2：熟悉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规。 

目标 3：掌握“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二、课程内容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概述 (2课时） 

1.1自贸区的概念 (0.5课时） 

1.2中国自贸区的产生与发展 (0.5课时） 

1.3中国自贸区的特点 (0.5课时） 

1.4中国自贸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5课时） 

(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规 (12课时） 

2.1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建设初探 (2课时） 

2.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制度创新 (2课时） 

2.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2课时） 

2.4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过境保护问题研究 (2课时） 

2.5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否定清单的法律解读 (2课时） 

2.6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法律支持 (2课时） 

(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课时） 

3.1负面清单的概念 (0.5课时） 

3.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1课时） 

3.3负面清单与外商直接投资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贸区法律制度研究》，陈立虎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李津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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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9 

2. 《中国自贸区金融创新与法律支持研究》，刘正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6.11 

3. 《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5.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课程论文成绩方式进行。 

五、附件 

 

制定人：   徐旭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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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产生与发展 

目标 2：熟悉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规 

目标 3：掌握“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 

1.1自贸区的概念 √   

1.2中国自贸区的产生与发展 √   

1.3中国自贸区的特点 √   

1.4中国自贸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   

2.1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建设

初探 
 √  

2.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境外投资制度创新 
 √  

2.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2.4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过境保护

问题研究 
 √  

2.5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否定清

单的法律解读 
 √  

2.6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法律支

持 
 √  

3.1负面清单的概念   √ 

3.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3.3负面清单与外商直接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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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7P1         英文名称：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战略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熟悉组织行为学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目标 2： 掌握组织中个体、群体、组织层面的行为规律； 

目标 3：培养管理人员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概括  (2学时） 

第一章 组织行为学范畴  

第一节 管理者的职能 

第二节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什么的科学 

第三节 为何要学习组织行为学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第二部分 个体 (10学时） 

第二章 个体间的差异 

第一节 能力 

第二节 人格 

第三节 价值观 

第四节 态度 

第五节 工作满意度 

第三章 知觉与归因 

第一节 知觉概述 

第二节 社会知觉及误区 

第三节 归因 

第四章 激励理论 

第一节 激励概念及人性假设 

第二节 激励理论的演进史 

第三节 如何在组织中运用激励理论 

第三部分 群体 (10学时） 



 

514 

第五章 群体行为 

第一节 什么是群体 

第二节 群体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群体结构 

第四节 群体互动 

第六章 团队 

第一节 团队概述 

第二节 团队的类型 

第三节 团队角色 

第四节 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第七章 沟通 

第一节 沟通的重要性 

第二节 沟通的内涵和过程 

第三节 高效沟通的技巧 

第八章 冲突与谈判 

第一节 冲突的定义与冲突观念的变迁 

第二节 冲突与绩效 

第三节 冲突的过程 

第四节 谈判 

第四部分 领导 (6学时） 

第九章 领导 

第一节 领导的概念与功能 

第二节 领导理论的变迁 

第三节 领导理论的新发展和领导研究的当前问题 

第十章 权力与政治 

第一节 权力 

第二节 组织政治 

第五部分 组织  (4学时） 

第十一章 组织结构与工作设计 

第一节 组织结构基础 

第二节 组织结构类型 

第三节 组织结构设计 

第四节 工作设计 

第十二章 组织文化 

第一节 组织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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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 

第三节 组织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第十三章 组织变革与压力管理 

第一节 组织变革概述 

第二节 变革的阻力和对策 

第三节 组织变革类型和实施模型 

第四节 组织发展与组织学习 

第五节 工作压力和压力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昊民、李焱、林英晖编著：《组织行为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2版 (2015 年 5 月 1日)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斯蒂芬·罗宾斯 (Stephen P.Robbins) (作者), 蒂莫西·贾奇 (Timothy 

A.Judge) (作者), 孙健敏 (译者), 王震 (译者), 李原 (译者)：《组织行为

学(第 16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6年 12 月 1日) 

2、周三多 (作者), 陈传明 (作者), 贾良定 (作者)：《管理学(第六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 6版 (2014 年 12 月 1日)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20%)、案例分析(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试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组织个体了解

和激励理论、群体规范和行为、领导、组织变革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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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熟悉组织行为

学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

论； 

目标 2： 掌握组织中

个体、群体、组织层

面的行为规律； 

目标 3： 培养管理人

员预测、引导和控制

人的行为的能力。 

第一章 组织行为学范畴    

第一节 管理者的职能 √ √ √ 

第二节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什么的科学 √   

第三节 为何要学习组织行为学 √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 

第二章 个体间的差异    

第一节 能力 √ √  

第二节 人格 √ √  

第三节 价值观 √ √  

第四节 态度 √ √  

第五节 工作满意度 √ √  

第三章 知觉与归因    

第一节 知觉概述 √ √ √ 

第二节 社会知觉及误区  √  

第三节 归因 √ √  

第四章 激励理论    

第一节 激励概念及人性假设 √ √  

第二节 激励理论的演进史 √   

第三节 如何在组织中运用激励理论  √ √ 

第五章 群体行为    

第一节 什么是群体 √   

第二节 群体的发展阶段  √  

第三节 群体结构 √  √ 

第四节 群体互动 √  √ 

第六章 团队    

第一节 团队概述 √   

第二节 团队的类型 √ √  

第三节 团队角色 √  √ 

第四节 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 √ √ 

第七章 沟通    

第一节 沟通的重要性 √   

第二节 沟通的内涵和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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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效沟通的技巧 √  √ 

第八章 冲突与谈判    

第一节 冲突的定义与冲突观念的变迁 √   

第二节 冲突与绩效 √ √  

第三节 冲突的过程  √ √ 

第四节 谈判  √ √ 

第九章 领导    

第一节 领导的概念与功能 √   

第二节 领导理论的变迁  √  

第三节 领导理论的新发展和领导研究的当前

问题 
  √ 

第十章 权力与政治    

第一节 权力 √   

第二节 组织政治 √   

第十一章 组织结构与工作设计    

第一节 组织结构基础 √   

第二节 组织结构类型  √  

第三节 组织结构设计   √ 

第四节 工作设计 √ √ √ 

第十二章 组织文化    

第一节 组织文化概述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  √ √ 

第三节 组织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 √ 

第十三章 组织变革与压力管理    

第一节 组织变革概述 √   

第二节 变革的阻力和对策   √ 

第三节 组织变革类型和实施模型 √  √ 

第四节 组织发展与组织学习 √ √  

第五节 工作压力和压力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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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7PA        英文名称：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战略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熟悉组织行为学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目标 2： 掌握组织中个体、群体、组织层面的行为规律； 

目标 3： 培养管理人员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Part 1  Prologue  (4课时）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课时） 

1.1 Enter Organizational Bahavior 

1.2 Complementing Intuition with Systematic Study 

1.3 Disciplin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B Field 

1.4 There are Few Absolutes in OB 

1.5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OB 

Part 2  The Individual in the Organization (16课时） 

Chapter 2 Job Attitudes (2课时） 

2.1 Attitudes 

2.2 Job Satisfaction 

Chapter 3  Moods, Emo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课时） 

3.1 What Are Emotions and Moods 

3.2 Emotional Labor 

3.3 OB Applications of Emotions and Moods 

Chapter 4 Personality Traits and Work Values (2课时） 

4.1 Personality 

4.2 Values 

Chapter 5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Decision-Making (4课时） 

5.1 What is Perception 

5.2 Person Perception: Making Judgments Abou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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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he Link Between Perception and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5.4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5.5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s on Decision Making 

5.6 What About Ethics and Creativity in Decision Making 

Chapter 6 Motivation 1: Basic Concepts (3课时） 

6.1 Defining Motivation 

6.2 Early Theories of Motivation 

6.3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otivation 

Chapter 7 Motivation 2: Applied Concepts (3课时） 

7.1 Motivating by Changing the Nature of the Work Environment 

7.2 Employee Involvement 

7.3 Using Rewards to Motivate Employees 

Part 3 Groups in the Organization  (16学时） 

Chapter 8 Groups (2课时） 

8.1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Groups 

8.2 Stages of Group Development 

8.3 Group Properties: Roles, Norms, Status, Size, and Cohesiveness 

8.4 Group Decision Making 

Chapter 9 Teams  (2课时） 

9.1 Why Have Teams Becomes So Groups 

9.2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d Teams 

9.3 Types of Teams 

9.4 Creating Effective Teams 

9.5 Turning Individuals into Team Players 

9.6 Beware! Teams Aren't Always the Answer 

Chapter 10 Communication Process (2课时） 

10.1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10.2 Direction of Communication 

10.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10.4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10.5 Barriers to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pter 11 Leadership (6课时） 

11.1 What Is Leadership 

11.2 Traits Theories 

11.3 Behavioral Theories 



 

520 

11.4 Contingency Theories 

11.5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11.6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11.7 Authentic Leadership: Ethics and Trust Are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11.8 Challenges to the Leadership Construct 

Chapter 12 Power and Politics (2课时） 

12.1 A Definition of Power 

12.2 Contrasting Leadership and Power 

12.3 Politics: Power in Action 

12.4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Behavior 

Chapter 13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s (2课时） 

13.1 A Definition of Conflict 

13.2 Transition in Conflict Thought 

13.3 The Conflict Process 

13.4 Negotiation 

Part 4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8学时） 

Chapter 14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课时） 

14.1 What i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14.2 Common Organizational Designs 

14.3 New Design Options 

14.4 Organizational Designs and Employee Behavior 

Chapter 15 Organizational Culture (3课时） 

15.1 What i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15.2 What Do Cultures Do? 

15.3 How Employees Learn Culture 

15.4 Creating an Ethical and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hapter 16 Organizational Change (2课时） 

16.1 Forces for Change 

16.2 Resistance to Change 

16.3 Approaches to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16.4 Work Stress and Its Management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斯蒂芬.罗宾斯 (Stephen P. Robbins）, 蒂莫西.贾奇(Timothy A. Judge）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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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精要》英文版 第 11 版 全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斯蒂芬·罗宾斯 (Stephen P.Robbins) (作者), 蒂莫西·贾奇 (Timothy 

A.Judge) (作者), 孙健敏 (译者), 王震 (译者), 李原 (译者)：《组织行为学(第

16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 1 日) 

2、劳里.J.马林斯 (Laurie J.Mullins），吉尔.克里斯蒂(Grill Christy）著 《组

织行为学》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3、周三多 (作者), 陈传明 (作者), 贾良定 (作者)：《管理学(第六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 6 版 (2014 年 12 月 1 日)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20%)、案例分析(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试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组织个体了解

和激励理论、群体规范和行为、领导、组织变革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审核人：  武文珍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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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熟悉组织行

为学涉及的相关概念

和理论； 

目标 2： 掌握组织

中个体、群体、组

织层面的行为规

律； 

目标 3： 培养管理人员预

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

能力。 

1.1 Enter Organizational Bahavior √   

1.2 Complementing Intuition with 

Systematic Study 
√  √ 

1.3 Disciplin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B 

Field 
√  √ 

1.4 There are Few Absolutes in OB √   

1.5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OB   √ 

2.1 Attitudes √ √  

2.2 Job Satisfaction √ √  

3.1 What Are Emotions and Moods √ √  

3.2 Emotional Labor  √ √ 

3.3 OB Applications of Emotions and Moods  √ √ 

4.1 Personality √ √  

4.2 Values √ √  

5.1 What is Perception √ √  

5.2 Person Perception: Making Judgments 

About Others  
 √  

5.3 The Link Between Perception and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 √ 

5.4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  √ 

5.5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s on Decision 

Making 
√  √ 

5.6 What About Ethics and Creativity in 

Decision Making 
 √ √ 

6.1 Defining Motivation √ √  

6.2 Early Theories of Motivation √  √ 

6.3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otivation √  √ 

7.1 Motivating by Changing the Nature of 

the Work Environment 
√  √ 

7.2 Employee Involvement  √ √ 

7.3 Using Rewards to Motivate Employees  √ √ 

8.1 Defining and Classifying Groups √ √  

8.2 Stages of Group Development  √  

8.3 Group Properties: Roles, Norms, 

Status, Size, and Cohesiveness 
 √ √ 

8.4 Group Decision Making √ √  

9.1 Why Have Teams Becomes So Groups √ √  

9.2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d Teams  √ √ 

9.3 Types of Teams √  √ 

9.4 Creating Effective Te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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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Turning Individuals into Team Players  √ √ 

9.6 Beware! Teams Aren't Always the Answer   √ 

10.1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 √  

10.2 Direction of Communication √ √  

10.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  

10.4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 √  

10.5 Barriers to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11.1 What Is Leadership √ √  

11.2 Traits Theories √  √ 

11.3 Behavioral Theories √  √ 

11.4 Contingency Theories √  √ 

11.5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  √ 

11.6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  √ 

11.7 Authentic Leadership: Ethics and 

Trust Are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 √ 

11.8 Challenges to the Leadership 

Construct 
  √ 

12.1 A Definition of Power √   

12.2 Contrasting Leadership and Power  √  

12.3 Politics: Power in Action   √ 

12.4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Behavior 
 √  

13.1 A Definition of Conflict √ √ √ 

13.2 Transition in Conflict Thought  √ √ 

13.3 The Conflict Process  √ √ 

13.4 Negotiation √  √ 

14.1 What i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  

14.2 Common Organizational Designs  √ √ 

14.3 New Design Options  √  

14.4 Organizational Designs and Employee 

Behavior 
 √ √ 

15.1 What i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 √  

15.2 What Do Cultures Do?  √  

15.3 How Employees Learn Culture   √ 

15.4 Creating an Ethical and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 √ 

16.1 Forces for Change  √  

16.2 Resistance to Change  √ √ 

16.3 Approaches to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  

16.4 Work Stress and Its Managemen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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