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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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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数据库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7A1       英文名称：Acces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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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数据库基础知识及数据库系统、数据模型和 Access 开发环境，

掌握关系数据库。 

目标 2：掌握创建数据库和创建表的基本操作。 

目标 3：掌握选择查询、交叉表查询、参数查询、操作查询、SQL 查询的

创建方法。 

目标 4：掌握各种创建窗体以及图表窗体的方法。 

目标 5：掌握创建普通报表的方法，建立和修改报表，报表排序和分组，

使用计算控件和创建子报表的基本操作，创建和使用报表快照的方法。 

目标 6：掌握宏的创建及常用的宏操作，宏的综合应用。 

目标 7：掌握创建模块的方法，使用 VBA实现简单功能。 

目标 8：掌握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打开和查找数据库文件，数据库安全

性的设置。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库基础知识 （4课时） 

1.1关系数据库基础。 （1课时） 

1.2关系运算。 （1课时） 

1.3关系规范化基础。 （2课时） 

（二）数据库表的设计和管理 （4课时） 

2.1数据库操作。 （1课时） 

2.2创建数据表。 （1课时） 

2.3数据表的基本操作 （2课时） 

（三）查询的创建和使用 （6课时） 

3.1查询的基本概念。 （1课时） 

3.2创建选择查询。 （1课时） 

3.3创建计算查询。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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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创建特殊用途查询。 （1课时） 

3.5创建操作查询。 （1课时） 

3.6结构化查询语言 （1课时） 

（四）窗体的创建和使用 （4课时） 

4.1认识窗体。 （1课时） 

4.2创建窗体。 （1课时） 

4.3窗体控件。 （1课时） 

4.4修饰窗体。 （0.5课时） 

4.5定制系统控制窗体。 （0.5课时） 

（五）报表的使用 （4课时） 

5.1报表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5.2创建报表 （1课时） 

5.3报表设计 （1课时） 

5.4报表的高级设计 （1课时） 

5.5修饰报表 （0.5课时） 

（六）宏的使用 （2课时） 

6.1宏的概念 （1课时） 

6.2创建各类宏 （0.5课时） 

6.3运行宏和调试宏 （0.5课时） 

（七）模块与 VBA编程基础 （4课时） 

7.1VBA程序设计基础 （1课时） 

7.2VBA的程序结构 （1课时） 

7.3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础 （0.5课时） 

7.4模块的基本概念 （1课时） 

7.5过程调用和程序调试 （0.5课时） 

（八）Access应用系统设计与数据库安全 （4课时） 

8.1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 （2课时） 

8.2Access 2010外部数据的操作和数据链接 （1课时） 

8.3数据库的安全与维护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ccess2010 数据库基础教程》，刘丽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Access 数据库基础教程》（2010版），刘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2.《Access 2010 数据库基础教程》，朱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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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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实验成绩（30%）、平时测验(10%)及考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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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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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数据库基

础知识及数

据库系统、

数据模型和

Access 开

发环境，掌

握关系数据

库 

目标 2：掌

握创建数

据库和创

建表的基

本操作。 

目标 3：掌

握选择查

询、交叉

表查询、

参 数 查

询、操作

查询、SQL

查询的创

建方法。 

目标 4：掌

握各种创

建窗体以

及图表窗

体 的 方

法。 

目标 5：掌

握创建普

通报表的

方法，建

立和修改

报表，报

表排序和

分组，使

用计算控

件和创建

子报表的

基 本 操

作，创建

和使用报

表快照的

方法。 

目标 6：

掌 握 宏

的 创 建

及 常 用

的 宏 操

作，宏的

综 合 应

用。 

目标 7：

掌 握 创

建 模 块

的方法，

使用 VBA

实 现 简

单功能。 

目标 8：

掌 握 数

据 库 应

用 系 统

开发，打

开 和 查

找 数 据

库文件，

数 据 库

安 全 性

的设置。 

1.1 关系数据库基

础 
√        

1.2关系运算 √        

1.3 关系规范化基

础 
√        

2.1数据库操作  √       

2.2创建数据表  √       

2.3 数据表的基本

操作 
 √      √ 

3.1 查询的基本概

念 
  √      

3.2创建选择查询   √      

3.3创建计算查询   √      

3.4 创建特殊用途

查询 
  √      

3.5创建操作查询   √      

3.6 结构化查询语

言 
  √      

4.1认识窗体    √     

4.2创建窗体    √     

4.3窗体控件    √     

4.4修饰窗体    √     

4.5 定制系统控制

窗体 
   √     

5.1 报表的基本概

念 
    √    

5.2创建报表     √    

5.3报表设计     √    

5.4 报表的高级设

计 
    √    

5.5修饰报表     √    

6.1宏的概念      √   

6.2创建各类宏      √   

6.3 运行宏和调试

宏 
     √   

7.1VBA 程序设计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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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VBA 的程序结

构 
      √  

7.3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基础 
      √  

7.4 模块的基本概

念 
      √  

7.5 过程调用和程

序调试 
      √  

8.1 数据库应用系

统开发 
       √ 

8.2Access 2010外

部数据的操作和

数据链接 

       √ 

8.3 数据库的安全

与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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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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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先进管理模式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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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业企业生产运作原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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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MRPⅡ/ERP原理基础 （6课时） 

（1）了解 MRPⅡ的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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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划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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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了解预测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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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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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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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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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心能力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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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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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P

Ⅱ/ERP基础原理。 

目标 2：掌握 MRP

Ⅱ/ERP 生产规

划原理。 

目标 3：掌握 MRP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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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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财务管理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3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nagement Practice(By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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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财务会计学、财务管理 

后续课程：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Excel 运算、分析、处理表格和数据等的基本操作技能； 

目标 2：掌握 Excel 在账务处理、工资核算、资金管理、成本核算等日常工

作中的基本应用； 

目标 3：学会运用 Excel 进行财务报表分析、风险预测、投资决策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Excel 基础知识 （3课时） 

1.1 认识工作薄、工作表和单元格； 

1.2 熟悉工作表的基本操作方法； 

1.3 掌握 Excel 的工具及使用。 

（二）Excel 高级应用  （4课时） 

2.1掌握 Excel数据管理与分析； 

2.2 熟练使用 Excel进行图表制作 

（三）Excel 在账务处理中的应用 （4课时） 

3.1 掌握 Excel在会计凭证中的应用； 

3.2 掌握 Excel在会计账簿中的应用； 

3.3 掌握 Excel在账户处理中的应用。 

（四）Excel在工资核算中的应用 （3课时） 

4.1 掌握工资核算的基本方法； 

4.2 熟练制作工资表； 

4.3掌握工资数据的统计分析。 

（五）Excel在流动资金管理中的应用 （4课时） 

5.1 掌握 Excel在现金管理中的应用； 

5.2 掌握 Excel在应收账款中的应用； 

5.3 掌握 Excel在库存管理中的应用。 

（六）Excel在固定资产管理中的应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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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掌握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管理； 

6.2掌握固定资产折旧管理的方法； 

6.3 熟悉固定资产统计分析方法； 

（七）Excel在成本核算中的应用 （4课时） 

7.1 掌握 Excel在品种法中的应用； 

7.2 掌握 Excel在分步法中的应用； 

7.3掌握 Excel在分批法中的应用。 

（八）Excel在会计报表中的应用 （2课时） 

8.1 掌握 Excel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应用； 

8.2掌握 Excel在利润表中的应用； 

8.3掌握 Excel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应用。 

（九）Excel在财务分析中的应用 （4课时） 

9.1 掌握 Excel在比较分析法中的应用； 

9.2掌握 Excel在因素替代法中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cel 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韩良智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 

1.《Excel 在会计中的应用》，姬昂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4 

2.《计算机财务管理》，张瑞君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3.《Excel 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邵静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成绩的评定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1．平时成绩按 50% 计入总成绩，包括：出勤及课堂表现（10%）；个人作

业、案例分析（20%）；小组项目作业（20%）。 

2．期末考试成绩（闭卷形式）按 50%计入总成绩，按各模块的知识点要求，

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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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运算、分

析、处理表格和

数据等的基本操

作技能 

目标 2：掌握 Excel在

财务处理、工资核算、

资金管理、成本核算等

日常工作中的基本应

用 

目标 3：学会运用

Excel 进行财务报

表分析、风险预测、

投资决策的能力 

1.1 工作薄、工作表和单元格 √   

1.2 工作表的基本操作方法  √   

1.3 Excel 的工具及使用 √   

2.1 Excel 数据管理与分析 √   

2.2 使用 Excel 进行图表制作 √   

3.1 Excel 在会计凭证中应用  √  

3.2 Excel 在会计账簿中应用  √  

3.3 Excel 在账户处理中应用  √  

4.1 工资核算的基本方法  √  

4.2 制作工资表  √  

4.3 工资数据的统计分析  √  

5.1 Excel 在现金管理中应用  √  

5.2 Excel 在应收账款中应用  √  

5.3 Excel 在库存管理中应用  √  

6.1 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管理  √  

6.2 固定资产折旧管理方法  √  

6.3 固定资产统计分析方法  √  

7.1 Excel 在品种法中的应用  √  

7.2 Excel 在分步法中的应用  √  

7.3 Excel 在分批法中的应用  √  

8.1 Excel 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应用   √ 

8.2 Excel 在利润表中的应用   √ 

8.3 Excel 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应用   √ 

9.1 Excel 在比较分析法中的应用   √ 

9.2 Excel 在因素替代法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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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Q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财会

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二）资料收集 （3 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案例、财务报表和其他数据资料。如果毕

业设计（论文）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且经沟通企业同意学生以公司为

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收集经审核同意的参考资料。 

（三）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 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提出研究

方案。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四）论文撰写 （7 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 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 进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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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略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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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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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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财会领域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

对课题进行研究方

案设计和分析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文档的撰写要求和

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课

题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

提出研究方案。 

√ √ √ √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

完善研究方案。 

√ √ √ √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

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 √ √ √ 

改稿、查重及答辩，每位学生要

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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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R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业

工程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及参

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二）资料收集 （3 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通过查阅有关中外文献资料，掌握文献查阅方

法，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外文文献翻译量不少于 2万印刷符号。 

（三）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 周） 

对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及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预计结果分析、研究

进程安排、文献综述内容、参考文献等，写成开题报告，用计算机打印成文，

交指导教师审核。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即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四）论文撰写 （7 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 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 进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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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略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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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

工业工程领域实际问

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

业设计（论文）题目，

有针对性地收集相

关数据及参考资料，

针对课题进行研究

方案设计和分析的

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

计（论文）相关文档

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

事求是，严肃认真的

科学态度，严谨求实

的工作作风。 

 

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   √ 

资料收集 √   √ 

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 √ √ √ 

论文撰写 √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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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V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国际

贸易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二）资料收集 （3 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案例、贸易动向和其他数据资料。如果毕

业设计（论文）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且经沟通企业同意学生以公司为

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收集经审核同意的参考资料。 

（三）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 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提出研究

方案。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四）论文撰写 （7 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 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 进行答辩。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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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略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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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国际贸易领域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

对课题进行研究方

案设计和分析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文档的撰写要求和

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课

题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

提出研究方案。 

√ √ √ √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

完善研究方案。 
√ √ √ √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

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 √ √ √ 

改稿、查重及答辩，每位学生要

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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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X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金融

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二）资料收集 （3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文献、文本和数据资料。 

（三）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提出研究

方案；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四）论文撰写 （7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进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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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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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金融领域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

对课题进行研究方

案设计和分析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文档的撰写要求和

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课

题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

提出研究方案。 

√ √ √ √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

完善研究方案。 
√ √ √ √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

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 √ √ √ 

改稿、查重及答辩，每位学生要

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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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W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

经济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经济数据

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数据和图表处理，以及公式模型解析

的能力。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研态度，严谨务实的写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确定和任务书下达 （3周） 

经过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导师，先确定下来导师，学生通过查阅资料，

在导师的指导和建议下，确定下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论文题目要符合能

源经济的专业特征，既具备能源类产品的分析研究对象，又能够在撰写过程中

使用本科四年所学习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二）开题 （2周） 

围绕已经确定的题目，开始撰写开题报告和任务书，然后进行开题答辩，

开题报告要较为清晰的反映出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写作框架，其中预设论

文框架要精确到二级标题。通过开题，由开题教师组给学生提出修改题目或者

框架意见，从而理顺论文的写作思路。 

（三）资料收集和写作 （12周） 

通过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料的查阅，学生按照开题后所确立的框架，进行论

文撰写。在其过程中，学生需要与论文指导老师不断商讨，从而对论文进行反

复修改，并且需要对论文指导过程进行记录备案。 

（四）中期答辩 （2周） 

为了检查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进度和控制论文的写作质量，由各个论

文指导老师推荐若干名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中期答辩，对学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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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诊断并且提出修改意见。 

（五）毕业答辩 （3周） 

对论文进行最后的完善，进行论文答辩，所有论文提交材料需要符合上海

电机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格式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网站 

1.中国知网----------- http://www.csdn.net/ 

2.国家能源局-----------http://www.nea.gov.cn/ 

3.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部分组成：由论文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

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

中给出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

中给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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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nux.chinaunix.ne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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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经济数据

及参考资料，针对

课题进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数据和图表处理，

以及公式模型解析

的能力。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研态度，严

谨务实的写作作

风。 

经过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

导师，先确定下来导师，学生通

过查阅资料，在导师的指导和建

议下，确定下毕业设计（论文）

的题目，论文题目要符合能源经

济的专业特征，既具备能源类产

品的分析研究对象，又能够在撰

写过程中使用本科四年所学习

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   √ 

围绕已经确定的题目，开始撰写

开题报告和任务书，然后进行开

题答辩，开题报告要较为清晰的

反映出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以及

写作框架，其中预设论文框架要

精确到二级标题。通过开题，由

开题教师组给学生提出修改题

目或者框架意见，从而理顺论文

的写作思路。 

√   √ 

通过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料的查

阅，学生按照开题后所确立的框

架，进行论文撰写。在其过程中，

学生需要与论文指导老师不断

商讨，从而对论文进行反复修

改，并且需要对论文指导过程进

行记录备案。 

√ √ √ √ 

为了检查毕业设计（论文）的写

作进度和控制论文的写作质量，

由各个论文指导老师推荐若干

名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

中期答辩，对学生的论文进行诊

断并且提出修改意见。 

√ √ √ √ 

对论文进行最后的完善，进行论

文答辩，所有论文提交材料需要

符合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设计（论

文）格式要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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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T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周：10/15周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修完全部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够结合所学过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完成一个主题的分析的同时，

提高综合技能。 

目标 2：切合一个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 

二、课程内容 

（一）查阅归纳中外文献资料 （3周） 

1.1结合研究问题，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1.2进行文献综述，提高文献提炼能力 

1.3 确定研究方向及研究切入点 

（二）开题报告的撰写及答辩 （3周） 

2.1分析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2.2 结合文献分析，提出研究思路 

2.3 构建论文大纲，安排研究进度 

（三）中期报告 （1周） 

3.1 论文完成的进度及后期具体工作的安排 

（四）论文撰写、装订及答辩 （8周） 

4.1 研究方法适用性 

4.2 论文撰写内容量与质的要求 

4.3与学生实践工作的结合性 

三、课程教材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文献检索与毕业设计（论文）写作》，林义华、吴英华等编著，中国

石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9 

2.《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教程》，包郎、法美英主编，东南大学

出版社，2016.6 

3.《经济管理类毕业设计（论文）写作与答辩（第二版）》，赵公民，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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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指导教师评分（30 分）、评阅教师评分（20 分）、毕业设计（论

文）答辩评分（50 分）组成。 

评定依据包含： 

1. 指导教师评分：自主学习能力的表现；对文献资料的综述能力；研究问

题的解决能力和对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力；工作量符合规范要求；按时完成进度

安排的要求。 

2.评阅教师评分：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格式规范；论文叙述具有条理性，

能够完整阐述分析过程及结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水平。 

3.毕业设计答辩评分：陈述报告相关材料的完善程度；毕业设计（论文）

内容的介绍程度；回答问题的准确性、条理性；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量和

难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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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经济数据

及参考资料，针对

课题进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数据和图表处理，

以及公式模型解析

的能力。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研态度，严

谨务实的写作作

风。 

经过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

导师，先确定下来导师，学生通

过查阅资料，在导师的指导和建

议下，确定下毕业设计（论文）

的题目，论文题目要符合能源经

济的专业特征，既具备能源类产

品的分析研究对象，又能够在撰

写过程中使用本科四年所学习

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   √ 

围绕已经确定的题目，开始撰写

开题报告和任务书，然后进行开

题答辩，开题报告要较为清晰的

反映出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以及

写作框架，其中预设论文框架要

精确到二级标题。通过开题，由

开题教师组给学生提出修改题

目或者框架意见，从而理顺论文

的写作思路。 

√   √ 

通过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料的查

阅，学生按照开题后所确立的框

架，进行论文撰写。在其过程中，

学生需要与论文指导老师不断

商讨，从而对论文进行反复修

改，并且需要对论文指导过程进

行记录备案。 

√ √ √ √ 

为了检查毕业设计（论文）的写

作进度和控制论文的写作质量，

由各个论文指导老师推荐若干

名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

中期答辩，对学生的论文进行诊

断并且提出修改意见。 

√ √ √ √ 

对论文进行最后的完善，进行论

文答辩，所有论文提交材料需要

符合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设计（论

文）格式要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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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S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周：10/15周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修完全部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营销

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二）资料收集 （3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案例、贸易动向和其他数据资料。如果毕

业设计（论文）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且经沟通企业同意学生以公司为

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收集经审核同意的参考资料。 

（三）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提出研究

方案。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四）论文撰写 （7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五）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进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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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文献检索与毕业设计（论文）写作》，林义华、吴英华等编著，中国

石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9 

2.《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教程》，包郎、法美英主编，东南大学

出版社，2016.6 

3.《经济管理类毕业设计（论文）写作与答辩（第二版）》，赵公民，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7.5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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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营销领域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

对课题进行研究方

案设计和分析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文档的撰写要求和

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课

题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

提出研究方案。 

√ √ √ √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

完善研究方案。 
√ √ √ √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

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 √ √ √ 

改稿、查重及答辩，每位学生要

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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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3U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质量

管理工程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1.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 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学生首先应了解论文题目及任务书，

初步了解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和研究欲达到的目的。 

2.资料收集 （3 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包括案例及其原始数据资料。如果毕业设计（论

文）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且经沟通企业同意学生以公司为研究对象，

有针对性地收集经审核同意的参考资料。 

3.开题报告撰写及答辩 （2 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提出研究

方案。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4.论文撰写 （7 周）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

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5.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2 周） 

对毕业设计（论文）及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应符合

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 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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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无 

2.参考教材及网站 

略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评阅表》中

给出的成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

的成绩占 20%；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审表》中给

出的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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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财会领域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

收集相关数据、案

例及参考资料，针

对课题进行研究方

案设计和分析的能

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论文）相关

文档的撰写要求和

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课

题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撰写开题报告、进行文献综述和

提出研究方案。 

√ √ √ √ 

进行开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

完善研究方案。 
√ √ √ √ 

根据研究方案对数据和资料进

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状，

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 √ √ √ 

改稿、查重及答辩，每位学生要

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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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Q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财务会计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巩固和丰富课堂所

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认真负

责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

的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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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参加实习工作，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撰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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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

及内容；收获感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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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教材，提供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国会计视野     http://www.esn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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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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提交实习

三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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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三件套材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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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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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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财务会计专

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

容，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

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

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

纪守法，敬业乐业，认

真负责的素质以及谦虚

好学，踏实肯干，吃苦

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

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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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参加实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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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

位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报告应段

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 √ √ 



39 

 

《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R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专业实习，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业工程工作的意义，熟悉

现行工业工程人员业务流程和实务操作技能，使学生对工业工程业务实践和管

理工作有一个较全面的感性认识。 

目标 2：使学生进一步消化和深化已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通过实践

环节，检查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检查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的计划性和完善程度。 

目标 3：通过毕业实习，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较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定的基础。 

目标 4：通过毕业实习，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组织纪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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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参加实习工作，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撰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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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

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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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无教材，提供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业工程网  http://chinaie.net/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提交实习

三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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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三件套材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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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hinai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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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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实

习，较全面、深入地

了解工业工程工作的

意义，熟悉现行工业

工程人员业务流程和

实务操作技能，使学

生对工业工程业务实

践和管理工作有一个

较全面的感性认识。 

目标 2：使学生进

一步消化和深化已

学到的专业理论知

识。同时通过实践

环节，检查学生对

所学理论知识的理

解程度、掌握程度

和应用能力；检查

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有关的各项准

备工作的计划性和

完善程度。 

目标 3：通过毕业

实习，培养学生观

察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今后较顺利

地走上工作岗位打

下一定的基础。 

 

目标 4：通过毕业

实习，培养学生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培养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踏

踏实实的工作态

度，树立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组织纪律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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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参加

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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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岗位及内容；收获感悟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

顺，字数达到要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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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V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巩固和丰富

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认真负

责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

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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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参加实习工作，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撰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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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

及内容；收获感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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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教材，提供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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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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实习

三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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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三件套材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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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

境及内容，巩固和丰富课

堂所学的专业知识，使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

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

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

纪守法，敬业乐业，认

真负责的素质以及谦虚

好学，踏实肯干，吃苦

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

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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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参加实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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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

位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报告应段

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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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X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修完全部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金融类工作岗位的工作流程与工作内容,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 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熟悉论文撰写要求，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科学管理

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的工作

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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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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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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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内容、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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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四、课程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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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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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报告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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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融类

工作岗位的工作流

程与工作内容,巩

固和丰富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 使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

理论水平和

业务能力,增

强社会适应

能力和社会

化能力。 

 

目标 3：熟

悉论文撰写

要求，为毕

业设计打好

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

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

敬业乐业,科学管理的素质

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

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

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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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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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内容、心得体

会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

字数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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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W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能源经济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就业指导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一般能源项目开发过程，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

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掌握能源经济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

能力。 

目标 3：掌握论文撰写要求，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2课时） 

1.1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 （2课时） 

1.2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3课时） 

1.3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2课时） 

1.4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2课时） 

1.5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3课时）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40课时） 

2.1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2课时） 

2.2参加单位的各个运行环节，实际操作 （36课时） 

2.3记录工作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2课时）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8课时） 

3.1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4课时）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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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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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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报

告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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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般能源项目

开发过程，巩固和丰富课堂

所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 

目标 2：提升能源经

济理论水平和业务

能力，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掌握论

文撰写要求，为

毕业设计打好

基础 

1.1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 √   

1.2 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该单位、行

业的基本情况 
√   

1.3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   

1.4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   

1.5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   

2.1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  

2.2参加单位的各个运行环节，实际操作  √  

2.3记录工作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3.1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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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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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T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物流管理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巩固和丰富课堂所

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认真负

责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

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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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参加实习工作，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三）总结与实习报告撰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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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

及内容；收获感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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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教材，提供实习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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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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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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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三件套材料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金凤花   审核人：  张炜   批准人： 熊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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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财务会计专

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

容，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

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

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

纪守法，敬业乐业，认

真负责的素质以及谦虚

好学，踏实肯干，吃苦

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

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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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参加实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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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

位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报告应段

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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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S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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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过程,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 使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熟悉论文撰写要求，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科学管理

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的工作

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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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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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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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

营销工作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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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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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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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鉴定

表由实习单位签字、盖章。 

2. 毕业实习考核由平时成绩、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

平时 40%，报告占 60％。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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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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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营销的基本过程,

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 使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

力,增强社会适

应能力和社会化

能力 

目标 3：熟悉论

文撰写要求，为

毕业设计打好

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

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

业,科学管理的素质以及谦虚

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

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的

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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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营销工作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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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7 

 
《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4U1          英文名称：Internship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质量管理工程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巩固和丰富课

堂所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实事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认真负

责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

的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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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12 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参加实习工作，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3.总结与实习报告撰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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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岗位

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无教材，提供实习指导书。 

2.参考资料及网站 

1）实习企业的网站，及其各种管理、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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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质量协会、上海质量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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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实

习三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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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三件套材料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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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质量管理工

程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环境

及内容，巩固和丰富课堂

所学的专业知识，使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力，

增强社会适应能

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实

事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认

真负责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

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

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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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参加实

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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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习岗位及内容；收获感悟等。实习

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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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8A1           英文名称：Standardized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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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标准化中的数学方法。 

目标 3：了解企业标准化。 

目标 4：掌握标准的编制。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阐述标准化的发展简史、中国标准化发展概况 （1 课时） 

1.2 标准化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1.3 标准化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1 课时） 

1.4 标准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 课时） 

（二）标准种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按制定标准的宗旨划分 （1 课时） 

2.2 按制定标准的主体划分 （1 课时） 

2.3 按标准化对象的基本属性划分 （1 课时） 

2.4 按标准的约束力划分  （0.5 课时） 

2.5 按标准信息载体划分 （0.5 课时） 

（三）标准化过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标准化过程模式、标准化过程控制 （2 课时） 

3.2 了解系统效应原理、结构优化原理、有序原理、反馈控制原理 （2 课时） 

（四）参数选择和参数分级的数学方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掌握参数选择和参数分级原理、一般数值系列 （2 课时） 

4.2 掌握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2 课时） 

（五）标准化的形式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阐述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 组合化、 模块化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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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综合标准化的方法论 （2 课时） 

（六）标准编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6.1 阐述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 （2 课时） 

6.2 管理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写要求。 （2 课时） 

（七）标准经济效益方法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7.1 主要阐述 ISO 评价标准经济效益的方法论。 （2 课时） 

7.2  ISO 方法论的扩展应用。 （2 课时） 

（八）行业标准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8.1 主要阐述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化、物流标准化。 （2 课时） 

8.2 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标准。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标准化概论》（第 6 版），李春田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7

（高等院校精品课程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标准化管理教程》，崔凤岐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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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标准、标

准化数学方法、行业标准化、标准编制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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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标准化

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

识。 

目标 2：掌握标准化

中的数学方法。 

目标 3：了解企业标

准化。 

目标 4：掌握标准

的编制。 

1.1 阐述标准化的发展简史、中

国标准化发展概况 
√    

1.2标准化的基本概念 √    

1.3 标准化的研究对象和学科

性质 
√    

1.4  标准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 
√    

2.1按制定标准的宗旨划分 √    

2.2按制定标准的主体划分 √    

2.3 按标准化对象的基本属性划

分 
√    

2.4 按标准的约束力划分 √    

2.5 按标准信息载体划分 √    

3.13.1标准化过程模式、标准化

过程控制 
√    

3.2 了解系统效应原理、结构优

化原理、有序原理、反馈控制原

理。 

√    

4.1 掌握参数选择和参数分级原

理、一般数值系列 
 √   

4．2掌握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   

5.1阐述简化、统一化、通用化、

系列化、 组合化、 模块化 
  √  

5.2 综合标准化的方法论     

6.1阐述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    √ 

6.2 管理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写

要求 
   √ 

7.1 主要阐述 ISO 评价标准经济

效益的方法论 
 √   

7.2 ISO方法论的扩展应用  √   

8.1 主要阐述信息通信技术标准

化、物流标准化。 
  √  

8.2 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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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8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经济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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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内容、要求、程序和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财务报表编制的方法，学会阅读与分析企业财务报告、读懂

财务报告，掌握通过财务报表分析企业财务活动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的

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会结合案例数据，对资产负债表的水平分析、垂直分析和项目

分析，对利润表的水平分析、垂直分析、项目分析和综合分析，现金流量表的

项目分析、一般分析、结构分析。 

目标 4：掌握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相关指标计

算，学会结合具体案例，对企业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 

目标 5：掌握“杜邦分析法”的财务综合评价方法以及财务趋势分析和预

测方法，学会结合具体案例，对企业财务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二、课程内容 

(一) 财务分析理论  （1课时） 

1.1财务分析的产生与发展，了解财务分析的产生、发展，了解欧美发达

国际和我国财务分析课程的发展历程。  

1.2财务分析的内涵与目的、理解财务分析的定位，了解财务分析与会计

学、财务管理课程的区别与联系等基础知识。 

1.3掌握财务分析体系与形式，了解财务分析作为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设

置和基本知识、能力要求。 

（二）财务分析信息基础  （1课时） 

2.1财务报告内涵与作用、会计报表结构与作用、会计报表附注、审计报

告意见和类 型，以及财务分析法规与政策依据。 

2.2财务分析信息的种类，掌握，财务分析信息的种类和审计报告意见和

类型。 

2.3会计报表结构与作用，会计报表具体项目的含义及其在分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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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 （2课时）   

3.1财务分析基本程序与步骤及其应用。 

3.2财务综合分析评价技术和图解分析法及其应用。 

3.3比率分析与因素分析。 

3.4会计分析技术方法及其应用。  

（四）资产负债表分析 （4课时） 

4.1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和基本分析内容。 

4.2资产负债表内涵，资产负债表项目每个项目具体含义、结构和计价基

础。 

4.3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4.4资产负债表水平分析、垂直分析、项目分析及其应用。  

（五）利润表分析  （4课时） 

5.1利润增减变动分析和构成变动分析等。  

5.2产品销售利润分析的因素及其分析方法，销售收入分析方法，销售产

品分析的内容、方法及其评价，并能熟练地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5.3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利润表中。 

  （六）现金流量表分析  （4课时） 

6.1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关系，现金流量表一般分析、现

金流量表水平分析、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分析等。  

6.2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中。 

6.3现金流量表结构分析的内容、方法及其评价，并能熟练地结合案例进

行应用分析；现金流量与利润综合分析，具体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利润关

系分析的内容。  

（七）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课时） 

7.1资本经营、资产经营、商品经营盈利的内涵。  

7.2反映盈利能力指标及影响因素及其应用。  

7.3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和盈利质量分析基本理论、方法，并能结合案

例进行应用分析。  

（八）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2课时） 

8.1营运能力分析的目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  

8.2固定资产利用效果分析、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8.3各类资产周转速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

析。  

（九）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课时） 

9.1偿债能力分析的目的与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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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影响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的因素，及其偿债能力的指标计算，

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十）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2课时） 

10.1企业发展能力分析的目的与基本内容、企业整体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及

应用。  

10.2股东权益增长率、资产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和收益增长率计算与分析，

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十一）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2课时） 

11.1综合分析与业绩评价的目的与内容。  

11.2经营业绩评价综合指数法和经营业绩评价综合评分法。  

11.3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发展，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

用分析。  

（十二）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2课时） 

12.1财务会计报表趋势分析思路。  

12.2定基分析和环比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12.3财务报表预测方法及其预测的应用。 

（十三）企业财务分析课程设计 （4课时） 

运用所学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对一家企业进行财务分析，具体要求： 

13.1 5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

的任务。 

13.2要求完成企业财务分析的全过程，即要求完成财务报告的解读，对企

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完成财务综合能力分析与评价。 

13.3撰写项目报告，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介绍、财务报表介绍与分析、财务

综合能力分析与评价。 

13.4制作 PPT，交流汇报。 

13.5主讲教师总结与评价。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先治、陈友邦：《财务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朱学义：《财务分析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张俊民：《财务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年。 

四、课程考核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80133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10990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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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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堂出勤及讨论(20%)，课后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分

析利润表分析 、现金流量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企业营运能力分析、企

业发展能力分析、企业综合能力分析、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韩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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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财务

报表分析

的意义、

内容、要

求、程序

和基本方

法。 

 

目标 2：掌握财务报

表编制的方法，学会

阅读与分析企业财务

报告、读懂财务报告，

掌握通过财务报告分

析企业财务活动状况

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

流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会结

合案例数据，

对资产负债表

的水平分析、

垂直分析和项

目分析，对利

润表的项目分

析、结构分析。 

目标:4：掌握企

业偿债能力、盈

利能力、营运能

力和发展能力相

关指标计算，学

会结合具体案

例，对企业能力

分析和评价。 

目标 5：掌握“杜

邦分析法”的财

务综合评价方法

以及财务趋势分

析和预测方法，

学会结合具体案

例，对企业财务

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价。 

财务分析理论 √     

财务分析信息基础 √ √    

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 √     

资产负债表分析  √ √   

利润表分析  √ √   

现金流量表分析  √ √   

企业盈利能力    √  

企业营运能力    √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  

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 

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 

企业财务分析课程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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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策划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3 P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Personal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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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务管理、金融市场与投资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个人和家庭理财的基本原理及概念。 

目标 2：掌握个人和家庭理财的主要工具及操作技能。 

目标 3：学会个人和家庭财务策划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个人理财基本原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个人理财概述。使学生对“个人理财投资”有个初步的认识，并尽可

能掌握理财投资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知识。 （2课时） 

1.2财务与预算规划。使学生对个人理财投资的记录与预算有个初步的认

识。 （2课时） 

1.3货币原理及现金规划。使学生了解“货币的时间价值”；能计算终值、

现值和年金；会编制和解读“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能进行基本的

财务分析。 （4课时） 

（二）个人理财基本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6课时） 

2.1储蓄规划。使学生了解储蓄工具的种类，掌握个人储蓄的方式和技巧，

学会储蓄策划和储蓄管理。 （2课时） 

2.2消费信贷规划。使学生了解消费信贷工具的种类，掌握个人消费信贷

的利用方式和技巧，学会个人消费信贷管理。 （2课时） 

2.3金融投资规划。使学生了解金融投资工具及其种类，掌握投资分析和

投资价值分析的方法，学会投资中的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6课时） 

2.4房地产投资策划。使学生了解房地产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房地产价格的

影响因素，掌握房产的估价方法，学会购房和换房策划以及房地产策划的风险

管理。 （4课时） 

2.5保险规划。使学生了解保险策划工具的具体内容和策划程序；掌握保

险产品作为个人理财工具的策划方案的制作。 （2课时） 

（三）个人理财其他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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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人税收筹划。使学生了解个人税收筹划的主要内容，掌握个人税收

筹划的方法。 （2课时） 

3.2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投资。使学生了解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掌

握教育投资策划方法。 （2课时） 

3.3退休筹划与理财诈骗识别。使学生了解退休筹划的主要内容，掌握遗

产筹划的方法，并了解理财中常见诈骗方式及手段。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个人理财》(第 4版), 黄祝华, 韦耀莹 编，2016年，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理财规划师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系列,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编, 

最新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雪球网   https://xueqiu.com/ 

3. 东方财富网     http://www.eastmo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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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投资操作（10%）、课程论文及作

业(20%)及考勤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理

财的基本原理及概念、各种理财工具的使用、家庭财务策划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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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ueq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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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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个人和家庭

理财的基本原理及概念  

目标 2：掌握个人和家

庭理财的主要工具及操

作技能 

目标 3：学会个人和家

庭财务策划的基本程序

和方法 

1.1个人理财概述 √  √ 

1.2财务与预算规划 √  √ 

1.3货币原理及现金规划 √  √ 

2.1储蓄规划  √  

2.2消费信贷规划  √  

2.3金融投资规划  √  

2.4房地产投资策划  √  

2.5保险规划  √  

3.1个人税收筹划  √ √ 

3.2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投资  √ √ 

3.3退休筹划与理财诈骗识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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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4B1          英文名称：Finan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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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 

后续课程：审计学、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内容、要求、程序和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财务报表编制的方法，学会阅读与分析企业财务报告、读懂

财务报告，掌握通过财务报告分析企业财务活动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的

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会结合案例数据，对资产负债表的水平分析、垂直分析和项目

分析，对利润表的项目分析和综合分析，现金流量表的项目分析、一般分析、

结构分析。 

目标:4：掌握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相关指标计

算，学会结合具体案例，对企业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 

目标 5：掌握“杜邦分析法”的财务综合评价方法以及财务趋势分析和预

测方法，学会结合具体案例，对企业财务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二、课程内容 

(一) 财务分析理论  （1课时） 

1.1财务分析的产生与发展，了解财务分析的产生、发展，了解欧美发达

国际和我国财务分析课程的发展历程。  

1.2财务分析的内涵与目的、理解财务分析的定位，了解财务分析与会计

学、财务管理课程的区别与联系等基础知识。 

1.3掌握财务分析体系与形式，了解财务分析作为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设

置和基本知识、能力要求。 

（二）财务分析信息基础  （1课时） 

2.1财务报告内涵与作用、会计报表结构与作用、会计报表附注、审计报

告意见和类 型，以及财务分析法规与政策依据。 

2.2财务分析信息的种类，掌握，财务分析信息的种类和审计报告意见和

类型。 

2.3会计报表结构与作用，会计报表具体项目的含义及其在分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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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 （2课时）   

3.1财务分析基本程序与步骤及其应用。 

3.2分析、财务综合分析评价技术和图解分析法及其应用。 

3.3比率分析与因素分析、会计分析技术方法和应用。  

（四）资产负债表分析 （4课时） 

4.1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和基本分析内容。 

4.2资产负债表内涵，资产负债表项目每个项目具体含义、结构和计价基

础。 

4.3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4.4资产负债表水平分析与垂直分析及其应用。  

（五）利润表分析  （4课时） 

5.1利润增减变动分析和构成变动分析等。  

5.2产品销售利润分析的因素及其分析方法，销售收入分析方法，销售产

品分析的内容、方法及其评价，并能熟练地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5.3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利润表中。 

（六）现金流量表分析  （4课时） 

6.1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关系，现金流量表一般分析、现

金流量表水平分析、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分析等。  

6.2理解一个鲜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中。 

6.3现金流量表结构分析的内容、方法及其评价，并能熟练地结合案例进

行应用分析；现金流量与利润综合分析，具体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利润关

系分析的内容。  

（七）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课时） 

7.1资本经营、资产经营的内涵、商品经营的内涵。  

7.2反映盈利能力指标及影响因素及其应用。  

7.3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和盈利质量分析基本理论、方法，并能结合案

例进行应用分析。  

（八）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2课时） 

8.1营运能力分析的目的、营运能力分析的基本内容。  

8.2固定资产利用效果分析、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8.3各类流动资产周转速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

用分析。  

（九）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课时） 

9.1偿债能力分析的目的、分析的基本内容。  

9.2影响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的因素，及其偿债能力的指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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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十）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2课时） 

10.1企业发展能力分析的目的与基本内容、企业整体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及

应用。  

10.2股东权益增长率、资产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和收益增长率计算与分析，

并能结合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十一）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2课时） 

11.1综合分析与业绩评价的目的与内容。  

11.2经营业绩评价综合指数法和经营业绩评价综合评分法。  

11.3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变形与发展，并能结合案例

进行应用分析。  

（十二）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2课时） 

12.1财务会计报表趋势分析思路。  

12.2定比分析和环比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12.3财务报表预测方法及其预测的应用。 

（十三）企业财务分析课程设计 （4课时） 

运用所学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对一家企业进行财务分析，具体要求： 

13.1 5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

的任务。 

13.2要求完成企业财务分析的全过程，即要求完成财务报告的解读，对企

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完成财务综合能力分析与评价。 

13.3撰写项目报告，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介绍、财务报表介绍与分析、财务

综合能力分析与评价。 

13.4制作 PPT，交流汇报。 

13.5主讲教师总结与评价。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先治、陈友邦：《财务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朱学义：《财务分析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张俊民：《财务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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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80133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10990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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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及出勤(20%)、作业和小测验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分

析利润表分析 、现金流量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企业营运能力分析、企

业发展能力分析、企业综合能力分析、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韩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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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财务报

表分析的

意义、内

容、要求、

程序和基

本方法。 

 

目标 2：掌握财务报表

编制的方法，学会阅

读与分析企业财务报

告、读懂财务报告，

掌握通过财务报告分

析企业财务活动状况

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

流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学会结

合案例数据，对

资产负债表的

水平分析、垂直

分析和项目分

析，对利润表的

项目分析、结构

分析。 

目标:4：掌握企业

偿债能力、盈利能

力、营运能力和发

展能力相关指标

计算，学会结合具

体案例，对企业能

力分析和评价。 

目标 5：掌握“杜

邦分析法”的财

务综合评价方法

以及财务趋势分

析和预测方法，

学会结合具体案

例，对企业财务

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价。 

财务分析理论 √     

财务分析信息基础 √ √    

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 √     

资产负债表分析  √ √   

利润表分析  √ √   

现金流量表分析  √ √   

企业盈利能力    √  

企业营运能力    √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  

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 

趋势分析与预测分析     √ 

企业财务分析课程设计     √ 



76 

 

《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9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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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后续课程：财务报表分析、企业战略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财务管理的内容、职能与目标，以及财务管理组织与环境、

方法（环节）与规范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

含义、原理及计量方法。 

目标 2：理解财务预测、投资决策和筹资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

握财务预测、投资决策（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和筹资管理（财务杠杆）的决

策分析方法。 

目标 3：了解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原理，了解财务预测编制方法，掌握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方法。 

目标 4：了解利润分配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了解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财务基础”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12课时）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学时） 

1.2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标。 （1课时） 

1.3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务职业规范。 （1课时）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计量的原理与计算方

法。 （5课时）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投资的风险程度与风险价值（报酬）

的计量原理与计算方法。 （4学时） 

（二）“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23课时）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掌握财务预测的定性和定量预测方法，

掌握资金需要量和利润预测的方法。 （5课时） 

2.2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估算。掌握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估算与编

制方法。 （2学时） 

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项目投资的贴现与非贴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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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时）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债券和股票估价的原理与方法，掌握

债券和股票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方法。 （4学时） 

2.5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资的渠道与方式。掌握权益资本和负债资

本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 （2学时）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掌握财务杠杆效应的应用原理及分析方法。 

 （2学时） 

2.7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法。掌握资本资本概念与计算方法，掌握

资本结构决策的计算分析方法。 （4学时）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5课时） 

3.1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预算编制方法。熟悉财务预算不同编制方

法的特点，掌握现金预算、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利润表和预计现金流量表的

编制方法。（学生自学为主） 

3.2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中心的划分及控制。（学生自学为主）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掌握最佳现金持有量、信用政策和经济

批量的决策分析方法，及其日常管理与控制方法。 （5学时） 

（四）“企业经营成果管理及业绩评价”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6课时）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股利分配政

策类型及其影响因素，股利支付形式与程序等。 （2课时） 

4.2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基本方法。掌握财务分析基本方法、各种

财务指标分析和企业财务综合分析的方法。 （4课时） 

（五）总结、复习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财务管理实务》（第 3 版），靳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财务管理实务学习指导、习题与项目实训》（第 3 版），靳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财务管理学》（第 4 版)王化成、刘俊彦主编，人大版 2016 

3.《财务管理》（当年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财经出版社，2017 

4.《财务管理》会计专业职称考试用书最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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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和课程论文(20%)、以及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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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堂表现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财务基础

知识（时间价值、风险价值）、企业投融资决策原理与方法（财务预测、项目

投资决策和证券投资决策和企业筹资决策）、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企业经营成

果管理与评价（利润分配管理与财务分析基础知识）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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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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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财务管

理基本概念，学会时

间价值和风险价值

的计算方法。  

目标 2：掌握投融

资决策基本概念，

学会投资决策方

法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全面预算

基本概念，学会财务预

算与控制及营运资金

管理方法及应用。 

目标 4:了解企

业利润分配管

理，掌握财务分

析的概念及方

法。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 √ √ √ √ 

1.2 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

标 
√ √ √ √ 

1.3 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

务职业规范。 
√ √ √ √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 √  

2.2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

估算 
 √   

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2.5 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

资的渠道与方式。 
 √ √ √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  √  √ 

2.7 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

法。 
 √ √ √ 

3.1 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

预算编制方法。 
  √  

3.2 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

中心的划分及控制。 
  √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   √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

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 
   √ 

4.2 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

基本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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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99B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nagement 

学分/学时：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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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财务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财务管理的内容、职能与目标，以及财务管理组织与环境、

方法（环节）与规范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

含义、原理及计量方法。 

目标 2：了解财务预测、投资决策和筹资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

握财务预测、投资决策（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和筹资管理（财务杠杆）的决

策分析方法。 

目标 3：了解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原理，掌握财务预测编制方法，掌握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方法。 

目标 4：了解利润分配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财务基础”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16课时）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学时） 

1.2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标。 （1课时） 

1.3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务职业规范。 （1课时）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计量的原理与计算方

法。 （5课时）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投资的风险程度与风险价值（报酬）

的计量原理与计算方法。 （4学时） 

1.6 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一） （4学时） 

（二）“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28课时）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掌握财务预测的定性和定量预测方法，

掌握资金需要量和利润预测的方法。 （6课时） 

2.2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估算。掌握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估算与编

制方法。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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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项目投资的贴现与非贴现分析方法。 

 （4课时）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债券和股票估价的原理与方法，掌握

债券和股票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方法。 （4学时） 

2.5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资的渠道与方式。掌握权益资本和负债资

本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 （2学时）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掌握财务杠杆效应的应用原理及分析方法。 

 （2学时） 

2.7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法。掌握资本资本概念与计算方法，掌握

资本结构决策的计算分析方法。 （4学时） 

2.8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二 （4学时）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9课时） 

3.1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预算编制方法。熟悉财务预算不同编制方

法的特点，掌握现金预算、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利润表和预计现金流量表的

编制方法。（学生自学为主） 

3.2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中心的划分及控制。（学生自学为主）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掌握最佳现金持有量、信用政策和经济

批量的决策分析方法，及其日常管理与控制方法。 （5学时） 

3.4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三 （4学时） 

（四）“企业经营成果管理及业绩评价”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9课时）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股利分配政

策类型及其影响因素，股利支付形式与程序等。 （2课时） 

4.2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基本方法。掌握财务分析基本方法、各种

财务指标分析和企业财务综合分析的方法。 （4课时） 

4.3理财课程设计项目四 （3学时） 

（五）理财课程设计报告展示、交流讨论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财务管理实务》（第 3 版），靳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财务管理实务学习指导、习题与项目实训》（第 3 版），靳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财务管理学》（第 4 版)王化成、刘俊彦主编，人大版 2016 

3.《财务管理》（当年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财经出版社，2017 



82 

4.《财务管理》职称考试用书最新版，2017； 

5.《财务管理基础》胡元木，姜洪丽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6.《财务管理》，张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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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24%）、平时测验(18%)及

考勤作业等(18%)。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财务基础

知识（时间价值、风险价值）、企业投融资决策原理与方法（财务预测、项目

投资决策和证券投资决策和企业筹资决策）、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企业经营成

果管理与评价（利润分配管理与财务分析基础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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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财务管

理基本概念，学会时

间价值和风险价值

的计算方法。  

目标 2：掌握投融

资决策基本概念，

学会投资决策方

法及应用。 

目标 3：掌握全面预算

基本概念，学会财务预

算与控制及营运资金

管理方法及应用。 

目标 4:掌握企

业利润分配管

理及财务分析

的概念及方法。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 √ √ √ √ 

1.2 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

标 
√ √ √ √ 

1.3 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

务职业规范。 
√ √ √ √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1.6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一） √ √ √ √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 √  

2.2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

估算 
 √   

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2.5 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

资的渠道与方式。 
 √ √ √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  √  √ 

2.7 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

法。 
 √ √ √ 

2.8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二)。  √ √ √ 

3.1 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

预算编制方法。 
  √  

3.2 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

中心的划分及控制。 
  √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   √  

3.4理财课程设计项目（三）   √ √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

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 
   √ 

4.2 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

基本方法。 
   √ 

4.3理财课程设计项目（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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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22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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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后续课程：财务报表分析、企业战略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财务管理的内容、职能与目标，以及财务管理组织与环境、

方法（环节）与规范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

含义、原理及计量方法。 

目标 2：理解财务预测、投资决策和筹资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

握财务预测、投资决策（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和筹资管理（财务杠杆）的决

策分析方法。 

目标 3：了解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原理，了解财务预测编制方法，掌握财务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方法。 

目标 4：了解利润分配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了解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分析指标和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财务基础”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12课时）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学时） 

1.2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标。 （1课时） 

1.3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务职业规范。 （1课时）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资金时间价值计量的原理与计算方

法。（5课时）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掌握投资的风险程度与风险价值（报酬）

的计量原理与计算方法。 （4学时） 

（二）“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23课时）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掌握财务预测的定性和定量预测方法，

掌握资金需要量和利润预测的方法。 （5课时） 

2.2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估算。掌握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估算与编

制方法。 （2学时） 

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项目投资的贴现与非贴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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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时）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掌握债券和股票估价的原理与方法，掌握

债券和股票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方法。 （4学时） 

2.5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资的渠道与方式。掌握权益资本和负债资

本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 （2学时）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掌握财务杠杆效应的应用原理及分析方法。 

 （2学时） 

2.7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法。掌握资本资本概念与计算方法，掌握

资本结构决策的计算分析方法。 （4学时）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5课时） 

3.1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预算编制方法。熟悉财务预算不同编制方

法的特点，掌握现金预算、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利润表和预计现金流量表的

编制方法。 （学生自学为主） 

3.2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中心的划分及控制。 （学生自学为主）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掌握最佳现金持有量、信用政策和经济

批量的决策分析方法，及其日常管理与控制方法。 （5学时） 

（四）“企业经营成果管理及业绩评价”模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6课时）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掌握股利分配政

策类型及其影响因素，股利支付形式与程序等。 （2课时） 

4.2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基本方法。掌握财务分析基本方法、各种

财务指标分析和企业财务综合分析的方法。 （4课时） 

（五）总结、复习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财务管理实务》（第 3 版），靳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财务管理实务学习指导、习题与项目实训》（第 3 版），靳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财务管理学》（第 4 版)王化成、刘俊彦主编，人大版 2016 

3.《财务管理》（当年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财经出版社，2017 

4.《财务管理》会计专业职称考试用书最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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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和课程论文(20%)、以及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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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堂表现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财务基础

知识（时间价值、风险价值）、企业投融资决策原理与方法（财务预测、项目

投资决策和证券投资决策和企业筹资决策）、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企业经营成

果管理与评价（利润分配管理与财务分析基础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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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财务管

理基本概念，学会时

间价值和风险价值

的计算方法。  

目标 2：掌握投融

资决策基本概念，

学会投资决策方

法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全面预算

基本概念，学会财务预

算与控制及营运资金

管理方法及应用。 

目标 4:了解企

业利润分配管

理，掌握财务分

析的概念及方

法。 

1.1财务管理课程介绍。 √ √ √ √ 

1.2 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

标 
√ √ √ √ 

1.3 财务管理的环节、环境与财

务职业规范。 
√ √ √ √ 

1.4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1.5投资风险价值的概念与原理 √ √ √ √ 

2.1财务预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 √  

2.2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概念和

估算 
 √   

2.3项目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  

2.4证券投资决策原理与方法  √   

2.5 筹资管理相关概念及长期筹

资的渠道与方式。 
 √ √ √ 

2.6财务杠杆原理与应用.  √  √ 

2.7 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决策方

法。 
 √ √ √ 

3.1 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与财务

预算编制方法。 
  √  

3.2 财务控制的概念、内部责任

中心的划分及控制。 
  √  

3.3营运资金的概念与控制方法。   √  

4.1 利润分配基本概念、股利分

配政策及股利分配形式。 
   √ 

4.2 财务分析的概念与财务分析

基本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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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4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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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财务会计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企业财务板块预算管理业务模块的操作，掌握金蝶 K/3 ERP

系统的主要业务流程及基本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现代化企业管理中 ERP 系统的集成应用，学会 ERP 系统的实

际操作运用。 

目标 3：掌握对公司进行发展趋势分析；计算企业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之

间的数量关系，学会分析企业经营资金的协调性等；能熟练应用可持续增长模

型设计出适合的财务战略并能作出评价。 

目标 4：学会运用公司决策分析软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情况的现实财务数据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以此来认识企业活动的特点，

评价其业绩，发现其问题。 

目标 5：掌握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具有企业经营资金

协调性分析的支持系统，计算企业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

企业经营资金的协调性 

目标 6：掌握综合分析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战略之间的关系，收集上市公

司的实际数据，设计出公司需要制定财务战略的场景，使用合适的财务决策支

持系统平台工具，并应用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给出适合的财务战略，作出评

价。 

目标 7：掌握构建与企业财务决策场景相适合的决策支持模型，并收集实

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用研究结果来支撑对决策支持模型实用性的评价。 

二、课程内容 

（一）实验课导言 （1课时） 

1.1实验背景介绍与系统简介。 （0.5课时） 

1.2系统概述、新建账套与用户管理。 （0.5课时） 

（二）总账管理 （7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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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系统初始化。 （1.5课时） 

2.2日常凭证处理。 （2课时） 

2.3摊提凭证处理。 （1课时） 

2.4期末调汇。 （1.5课时） 

2.5结转损益。 （1课时） 

（三）应收应付管理 （5.5课时） 

3.1应收应付初始化。 （2课时） 

3.2物料设置与信用管理。 （0.5课时） 

3.3登记应收款。 （1课时） 

3.4出纳收到钱款与应收票据。 （1课时） 

3.5往来款项核销与坏账准备。 （1课时） 

（四）固定资产管理 （3课时） 

4.1固定资产初始化设置。 （1.5课时） 

4.2日常固定资产业务处理。 （1.5课时） 

（五）费用预算管理 （1.5课时） 

5.1费用预算管理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5.2费用预算。 （1课时） 

（六）费用管理 （1课时） 

6.1费用管理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6.2费用管理。 （0.5课时） 

（七）现金管理 （4课时） 

7.1现金管理初始化设置。 （1课时） 

7.2现金日常业务处理。 (1.5课时） 

7.3银行存款日常业务处理。 （1课时） 

7.4票据管理。 （0.5课时） 

（八）报表 （3.5课时） 

8.1损益表。 （1课时） 

8.2资产负债表。 （1.5课时） 

8.3现金流量表。 （1课时） 

（九）财务报表分析 （3课时） 

9.1多功能比较。 （1课时） 

9.2财务比率数据表。 （1课时） 

9.3财务构成图。 （1课时） 

（十）经营分析预测 （8课时） 

10.1趋势回归分析。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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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应收账款分析。 （1课时） 

10.3概率盈亏分析。 （0.5课时） 

10.4成本费用分析。 （1课时） 

10.5可持续发展分析。 （1课时） 

（1）范霍恩模型与资金链分析。 （0.5课时） 

（2）希金斯分析与财务战略。 （0.5课时） 

10.6企业竞争力分析。 （0.5课时） 

10.7经济增加值（EVA）分析。 （1课时） 

10.8现金流量分析 （0.5课时） 

10.9企业经营资金协调性分析 （1.5课时） 

（十一）财务决策模型的构建和评价 （2.5课时） 

11.1构建合适的经营决策模型。 （1课时） 

11.2进行经营决策模型的评价。 （1.5课时） 

三、课程教材 

李湘琳等，《财务管理系统 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过程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10%）、上课纪律（5%）、环境

卫生（5%）。 

2. 实验过程占比 5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 

3. 实验报告占比 3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格式规范、实验过程描述清晰、

完整针对出现问题，有解决对策。 

五、附件 

 

制定人：  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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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企

业财

务板

块预

算管

理业

务模

块的

操作，

掌握

金蝶

K/3 

ERP系

统的

主要

业务

流程

及基

本操

作方

法。 

目标 2：

掌握现

代化企

业管理

中 ERP

系统的

集成应

用，对

ERP系

统的理

解得以

深化； 

对 ERP

系统的

实际操

作能力

得以强

化。 

目标 3：掌

握对公司

进行发展

趋势分

析；计算

企业资金

占用和资

金来源之

间的数量

关系，学

会分析企

业经营资

金的协调

性等；能

熟练应用

可持续增

长模型设

计出适合

的财务战

略并能作

出评价。 

目标 4：学

会运用公

司决策分

析软件对

企业的财

务状况、

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

量情况的

现实财务

数据进行

综合比较

和评价，

以此来认

识企业活

动的特

点，评价

其业绩，

发现其问

题。 

目标 5：掌

握在综合

分析企业

经营活动

的基础

上，通过

具有企业

经营资金

协调性分

析的支持

系统，计

算企业资

金占用和

资金来源

之间的数

量关系，

分析企业

经营资金

的协调性 

目标 6：掌

握综合分

析企业经

营活动和

财务战略

之间的关

系，收集

上市公司

的实际数

据，设计

出公司需

要制定财

务战略的

场景，使

用合适的

财务决策

支持系统

平台工

具，并应

用希金斯

可持续增

长模型给

出适合的

财务战

略，作出

评价。 

目标 7：

掌握构

建与企

业财务

决策场

景相适

合的决

策支持

模型，并

收集实

际数据

进行实

证分析，

用研究

结果来

支撑对

决策支

持模型

实用性

的评

价。。 

1.1实验背景介绍与系统简介 √       

1.2系统概述、新建账套与用户管理 √       

2.1系统初始化 √       

2.2日常凭证处理 √       

2.3摊提凭证处理 √       

2.4期末调汇 √       

2.5结转损益 √       

3.1应收应付初始化 √       

3.2物料设置与信用管理 √       

3.3登记应收款。（1课时） √       

3.4出纳收到钱款与应收票据 √       

3.5往来款项核销与坏账准备 √       

4.1固定资产初始化设置 √       

4.2日常固定资产业务处理 √       

5.1费用预算管理初始化设置 √       

5.2费用预算 √       

6.1费用管理初始化设置 √       

6.2费用管理 √       

7.1现金管理初始化设置 √       

7.2现金日常业务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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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银行存款日常业务处理 √ √      

7.4票据管理 √ √      

8.1损益表 √ √      

8.2资产负债表 √ √      

8.3现金流量表  √      

9.1多功能比较   √     

9.2财务比率数据表   √     

9.3财务构成图   √     

10.1趋势回归分析    √    

10.2应收账款分析    √    

10.3概率盈亏分析    √    

10.4成本费用分析     √   

10.5可持续发展分析     √   

10.6企业竞争力分析     √   

10.7经济增加值（EVA）分析     √ √  

10.8现金流量分析     √ √  

10.9企业经营资金协调性分析      √  

11.1构建合适的经营决策模型      √ √ 

11.2进行经营决策模型的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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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06C1         英文名称：Financial Accounting 

学分/学时：6/96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会计准则》，达到与实践操作相联系的要求，掌握基

本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确认； 

目标 2：掌握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能够结合实际业务进

行会计实务的操作； 

目标 3：掌握收入、费用、利润的会计处理，能够结合实际业务进行实务

的操作； 

目标 4：学会财务报告的填列，以及会计变更和项目调整的操作。 

二、课程内容 

（一）资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5课时） 

1.1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5课时） 

1.2存货的确认和计量。 （8课时） 

1.3金融资产的分类，应收账款的核算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8课时） 

1.4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8课时） 

1.5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 （6课时） 

1.6固定资产的取得、折旧、后续支出及清理的账务处理。 （8课时） 

1.7无形资产的核算。 （6课时） 

1.8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 （6课时） 

（二）负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课时） 

2.1流动负债的分类与计价，短期借款的账务处理。 （2课时） 

2.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区别，会计处理。 （2课时） 

2.3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及核算。 （2课时） 

2.4应交税费的含义、应交税费的核算；其他应付款和预收账款的处理。 

 （4课时） 

2.5长期借款的与短期借款的区别，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的账务处理。（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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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长期应付款的会计处理。 （2课时） 

2.7预计负债的内容集核算。 （2课时） 

2.8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 （4课时） 

（三）所有者权益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所有者权益的内容，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核算。 

 （2课时） 

3.2库存股的会计处理 （4课时） 

3.3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 （2课时） 

（四）收入、费用和利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利润总和的形成和核算。 （1课时） 

4.2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3课时） 

4.3净利润及其分配。 （2课时） 

（五）报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5.1财务报表的内容及填列。  （2课时） 

5.2资产负债表日后项目的调整。 （3课时） 

5.3会计变更与差错变更。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财务会计学（第八版）》，戴德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财务会计学（第八版）》学习指导书，戴德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6.4 

2.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3.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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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验和

作业(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存货、应收账款、

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业务，流动负债和

非流动负债的会计核算及帐务处理，财务报告填列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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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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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准则》，掌握基

本财务会计理论与实

务确认 

目标 2：掌握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会计处理，能够

结合实际业务进行

会计实务的操作 

目标 3：掌握收入、

费用、利润的会计

处理，能够结合实

际业务进行会计实

务的操作 

目标 4:学会财务

报告的填列，以

及会计变更和项

目调整的操作 

1.1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

货币资金的核算 
√ √   

1.2存货的确认和计量 √ √   

1.3 金融资产的分类，应收账款

的核算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

计处理 

√ √   

1.4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 √   

1.5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

法 
√ √   

1.6 固定资产的取得、折旧、后

续支出及清理的账务处理 
√ √   

1.7无形资产的核算 √ √   

1.8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 √ √   

2.1 流动负债的分类与计价，短

期借款的账务处理 
√ √   

2.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区别，

会计处理 
√ √   

2.3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及核算 √ √   

2.4 应交税费的含义、应交税费

的核算；其他应付款和预收账款

的处理 

√ √   

2.5 长期借款的与短期借款的区

别，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的账务

处理 

√ √   

2.6长期应付款的会计处理 √ √   

2.7预计负债的内容集核算 √ √   

2.8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 √ √   

3.1 所有者权益的内容，实收资

本、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的

核算 

√ √ √  

3.2库存股的会计处理 √ √ √  

3.3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 √ √ √  

4.1 利润总和的形成和核算 √  √  

4.2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  √  

4.3净利润及其分配   √  

5.1财务报表的内容及填列 √   √ 

5.2资产负债表日后项目的调整 √   √ 

5.3会计变更与差错变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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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8A1        英文名称：Public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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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环境理论交易理论与实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公共物品的概念和识别标准，明确财政的职能，了解政府的

角色。 

目标 2：掌握财政支出的结构，明确经常性支出、投资性支出、转移支出

的作用，可以用这三大支出的变化特征来对宏观经济做出分析。 

目标 3：掌握财政收入的来源与税收原理、制度，掌握国债的职能与国家

预算，了解我国的税收改革。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与预备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财政的概念、特点，公共财政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3课时） 

1.2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客观理解财政的职能和政府的角色。 

 （3课时） 

（二）财政支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财政支出分类方式、规模理论及变化。 （2课时） 

2.2行政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支出等经常性支出的内容及增长的影响

因素、经济效应。 （4课时） 

2.3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农业投资支出的概念、内容及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效应。 （4课时） 

2.4转移性支出含义、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给的含义、基本特征、主要

内容及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情况。 （2课时） 

（三）财政收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税收的概念原则、税制要素，影响税负水平的因素。 （2课时） 

3.2税收转嫁和税制改革。 （4课时） 

3.3赤字与国债的基本概念、种类、发行与偿还。 （4课时） 

（四）政府预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政府预算的概念、分类、编制、执行与决算。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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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理论、财政体制状况。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财政学》（第九版） 陈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1月出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第二版）蒋洪，朱萍著，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2.《Public Finance 财政学（第 9 版）》，（美）Hyman 著，双语教材，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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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公共物品的

概念和识别标准 

目标 2：掌握财政支出

的结构，明确经常性支

出、投资性支出、转移

支出的作用 

目标 3：掌握财政收入

的来源与税收原理、制

度，掌握国债的职能与

国家预算 

1.1财政的概念、特点，公共财政的概

念及基本特征。 
√   

1.2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客观

理解财政的职能和政府的角色。 
√   

2.1财政支出分类方式、规模理论及变

化。 
 √  

2.2行政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支出

等经常性支出的内容及增长的影响因

素、经济效应。 

 √  

2.3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农业投资支出

的概念、内容及增长的影响因素、经济

效应。 

 √  

2.4转移性支出含义、社会保障支出、

财政补给的含义、基本特征、主要内容

及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情况。 

 √  

3.1税收的概念原则、税制要素，影响

税负水平的因素。 
  √ 

3.2税收转嫁和税制改革。   √ 

3.3赤字与国债的基本概念、种类、发

行与偿还。 
  √ 

4.1政府预算的概念、分类、编制、执

行与决算。 
√ √ √ 

4.2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理论、

财政体制状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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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09A1        英文名称：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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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物流管理、生产运作管理 

后续课程：库存管理、物流项目管理、采购与供应链、仓储与配送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采购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基本流程、采购组织等基本常识。 

目标 2：掌握采购预测、计划和预算，供应商和库存管理、采购谈判与合

同签订等基本业务知识和技巧。 

目标 3：掌握企业常用的采购方式及各种方式通常适用的采购对象。 

目标 4：学会根据采购对象的价值和采购伴随的机会与风险对采购对象作

细分，并对细分后的采购对象选取相应的采购策略。 

目标 5：学会根据企业的采购需求选择相应的采购方式，并能运用降低采

购成本的方法与供应商进行谈判。 

二、课程内容 

（一）采购业务概述 （4课时） 

1.1采购的概念、特点、分类与相关关系，采购的地位与作用。 （2课时） 

1.2采购基本原则与流程。 （1课时） 

1.3采购管理的内容、职能与方法。 （1课时） 

（二）采购组织与人员职责 （3课时） 

2.1采购总监与采购主管的职责及素质要求。 （0.5课时） 

2.2采购专职岗位的职责及素质要求。 （2.5课时） 

（三）现代典型的采购方式 （8课时） 

3.1战略采购的内涵、实施方法和程序，全球供应基地介绍。 （1课时） 

3.2绿色采购的概述、实施方法和程序。 （1课时） 

3.3供应链管理概述、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管理，供应链采购的管理实施。 

 （1课时） 

3.4国际采购概述，国际采购的结算，国际采购实施方法和程序。（0.5课时） 

3.5政府采购的内涵、实施方法和程序，公共采购。 （0.5课时） 

3.6招标采购概述、实施方法和程序，招标采购常见的问题。 （1课时） 

3.7 订货点采购概述、实施方法和程序，价格折扣策略与区段价格策略。（1 课时） 



100 

3.8 电子商务采购概述、实施方法和程序。 （1 课时） 

3.9 JIT 采购概述、实施方法和程序。 （0.5 课时） 

3.10 MRP 采购概述、系统构成、实施方法和程序。 （0.5 课时） 

（四）采购计划与预算管理 （3课时） 

4.1采购环境与市场调查，采购供应市场分析。 （0.5课时） 

4.2采购需求分析与计划编制。 （1课时） 

4.3采购计划的概念，影响采购计划的主要因素，采购计划编制。（1课时） 

4.4采购预算的概述、类型、编制方法、编制流程和采购预算编制应注意

的问题。 （0.5课时） 

（五）供应商选择与关系管理 （3课时） 

5.1供应商的类型和功能，供应商选择方法和评估方法。 （0.5课时） 

5.2 供应商开发、调查、选择、初审、评定、认证、考核和管理的流程、

执行标准、注意事项和相关表格。 （1课时） 

5.3供应商关系管理流程与执行标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信息共享

与防范。 （0.5课时） 

（六）采购谈判与合同管理 （3课时） 

6.1采购价格的概念、影响因素，采购谈判的定义和原则，采购谈判的策

略，采购谈判分歧处理。 （1课时） 

6.2采购合同订立前的准备工作，采购合同的订立流程，采购合同的组成，

签订采购合同的注意事项。 （1课时） 

6.3采购合同的跟踪与监控，采购合同风险管理，采购合同的争议与解决

措施。 （1课时） 

（七）采购质量管理 （3课时） 

7.1采购样品的索取与验证，签订采购质量协议，制定物料验收标准，组

建健全的采购验收组织。 （2课时） 

7.2物料质量判定与偏差处理。 （1课时） 

（八）采购成本管理 （3课时） 

8.1采购成本的概念，采购成本的构成，订购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1课时） 

8.2降低采购成本的策略。 （1课时） 

8.3采购结算的周期与支付方式。 （1课时） 

（九）采购绩效评估 （2课时） 

9.1采购绩效指标的介绍，采购绩效评估体系。 （0.5课时） 

9.2采购绩效方法。 （0.5课时） 

9.3采购风险控制方法，改进采购绩效的途径和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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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采购管理》，何婵等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采购管理》，徐杰、鞠颂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2. 《采购与供应管理》(第 12 版)，(加拿大)米歇尔·R·利恩德斯等著，赵树

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3. 《采购与供应链》，龚国华、吴嵋山、王国才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采购管理》，梁军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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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20%)、平时作业(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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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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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7%B1%B3%E6%AD%87%E5%B0%94%C2%B7R%C2%B7%E5%88%A9%E6%81%A9%E5%BE%B7%E6%96%AF%E7%AD%89%E8%91%97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8%B5%B5%E6%A0%91%E5%B3%B0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8%B5%B5%E6%A0%91%E5%B3%B0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9%BE%9A%E5%9B%BD%E5%8D%8E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5%90%B4%E5%B5%8B%E5%B1%B1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7%8E%8B%E5%9B%BD%E6%89%8D
http://www.amazon.cn/mn/searchApp?searchWord=%E6%A2%81%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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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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的基本

概念和内容、

基本流程、采

购组织等基

本常识。 

目标 2:掌握采

购预测、计划和

预算，供应商和

库存管理、采购

谈判与合同签

订等基本业务

知识和技巧。 

目标 3：掌

握企业常用

的采购方式

及各种方式

通常适用的

采购对象。 

目标 4：学会根据采

购对象的价值和采

购伴随的机会与风

险对采购对象作细

分，并对细分后的

采购对象选取相应

的采购策略。 

目标 5：学会根据

企业的采购需求

选择相应的采购

方式，并能运用降

低采购成本的方

法与供应商进行

谈判。 

1.1采购的概念、特点、分类

与相关关系，采购的地位与作

用。 

√     

1.2采购基本原则与流程。 √     

1.3 采购管理的内容、职能与

方法。 
√     

2.1采购总监与采购主管的职

责及素质要求。（0.5课时） 
√     

2.2采购专职岗位的职责及素

质要求。 
√     

3.1战略采购的内涵、实施方

法和程序，全球供应基地介

绍。 

  √ √ √ 

3.2绿色采购的概述、实施方

法和程序。 
  √ √ √ 

3.3供应链管理概述、供应链

环境下的采购管理，供应链采

购的管理实施。 

  √ √ √ 

3.4国际采购概述，国际采购

的结算，国际采购实施方法和

程序。 

  √ √ √ 

3.5政府采购的内涵、实施方

法和程序，公共采购。 
  √ √ √ 

3.6招标采购概述、实施方法

和程序，招标采购常见的问

题。（1课时）合理使用图表 

  √ √ √ 

3.7订货点采购概述、实施方

法和程序，价格折扣策略与区

段价格策略。 

  √ √ √ 

3.8电子商务采购概述、实施

方法和程序。 
  √ √ √ 

3.9 JIT采购概述、实施方法

和程序。 
  √ √ √ 

3.10 MRP采购概述、系统构

成、实施方法和程序。 
  √ √ √ 

4.1采购环境与市场调查，采

购供应市场分析。 
 √    

4.2采购需求分析与计划编

制。 
 √    

4.3采购计划的概念，影响采

购计划的主要因素，采购计划

编制。 

 √    

4.4采购预算的概述、类型、

编制方法、编制流程和采购预

算编制应注意的问题。 

 √    

5.1供应商的类型和功能，供

应商选择方法和评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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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供应商开发、调查、选择、

初审、评定、认证、考核和管

理的流程、执行标准、注意事

项和相关表格。 

 √    

5.3供应商关系管理流程与执

行标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信息共享与防范。 

 √    

6.1采购价格的概念、影响因

素，采购谈判的定义和原则，

采购谈判的策略，采购谈判分

歧处理。 

 √   √ 

6.2采购合同订立前的准备工

作，采购合同的订立流程，采

购合同的组成，签订采购合同

的注意事项。 

 √   √ 

6.3采购合同的跟踪与监控，

采购合同风险管理，采购合同

的争议与解决措施。 

 √   √ 

7.1采购样品的索取与验证，

签订采购质量协议，制定物料

验收标准，组建健全的采购验

收组织。 

√ √    

7.2物料质量判定与偏差处

理。 
√ √    

8.1采购成本的概念，采购成

本的构成，订购成本的主要影

响因素。 

    √ 

8.2降低采购成本的策略。     √ 

8.3采购结算的周期与支付方

式。 
    √ 

9.1采购绩效指标的介绍，采

购绩效评估体系。 
√     

9.2采购绩效方法。 √     

9.3采购风险控制方法，改进

采购绩效的途径和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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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与供应链（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5A1       英文名称：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Logistic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开课学院：Business School 

先修课程：Logistics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后续课程：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s an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bjective 2. Master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e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Objective 3. Master the main types of strategic procurement, supplier 

assessment techniques and tools in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Objective 4. Master strategic procurement process; 

Objective 5. Master the influence of key supply chain el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function. 

二、课程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课时） 

1.1 Why purchasing is important （0.5 课时） 

1.2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0.5 课时） 

1.3 Achieving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benefits, the four enablers model 

 （1 课时） 

2.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operation and structure management of 

procurement （10 课时） 

2.1 Purchasing process, including purchasing objective, purchasing 

responsibilities, e-procurement and the procure to pay process, types of purchases, 

improving the purchasing process, and good practice example （4 课时） 

2.2 Supply management integra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 critical role of cross-functional sourcing teams, 

integrating suppl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supplier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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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rvices （2 课时） 

2.3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including purchasing’s rol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ganizing the purchasing function, placement of 

purchasing authority, organizing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using teams as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4 课时） 

3.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strategic sourcing （8 课时） 

3.1 Supply management and commodity strategy development, including 

aligning supply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objectives, category strategy 

development, types of suppl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e-reverse auctions 

 （4 课时） 

3.2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including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 key supplier evaluation criteria,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survey, supplier selection, and reducing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cycle time 

 （4 课时） 

4.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strategic sourcing process （12 课时） 

4.1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including structured approach to cost reduction, 

price analysis, cost analysis techniques,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cost management （5 课时） 

4.2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analysis tool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project management, learning-curve analysis, value analysis/value engineering, 

quantity discount analysis, and process mapping （5 课时） 

4.3 Contract management, including elements of a contract, types of contracts, 

long term contracts in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nontraditional contracting, and 

setting contractual disputes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汉德菲尔德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霍红著，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01 

2.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莱桑斯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3 

3. 《采购与供应链》，龚国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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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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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采购流程、战

略采购、采购和供应链分析、采购流程、供应链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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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s  

 

   

 

 

 

 

 

 

 

 Contents 

Objective 1.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s an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bjective 2. 

Master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e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Objective 3. 

Master the 

main types of 

strategic 

procurement, 

supplier 

assessment 

techniques and 

tools in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Objective 4. 

Master 

strategic 

procurement 

process 

Objective 5. 

Master the 

influence of 

key supply 

chain 

el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function 

1.1 Why purchasing is 

important 
√     

1.2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1.3 Achieving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benefits, 

the four enablers model 

√     

2.1 Purchasing process √ √   √ 

2.2 Supply management 

integra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 √   √ 

2.3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 √   √ 

3.1 Supply management and 

commodity strategy 

development 

√  √  √ 

3.2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  √  √ 

4.1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   √ √ 

4.2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analysis tools and 

techniques 

√   √ √ 

4.3 Contract managemen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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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与供应商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33P1          

英文名称： Purchasing and Supplier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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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采购与供应商管理的思想与理念、方法与技术； 

目标 2：掌握潜在供应商前期选择要点与开展潜在供应商审核要点； 

目标 3：掌握供应商前期项目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批量生产过程质量监管方

法； 

目标 4：掌握供应商绩效考评方法与战略供应商管理的策略； 

目标 5：掌握供应商质量改进工具与推进辅导提升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采购与供应商管理的导论  （6 课时） 

1.1 采购与供应商管理基础 （2 课时） 

1.2 供应商质量管理职责及工作内容方法 （2 课时） 

1.3 质量管理的发展与供应商质量管理演进 （2 课时） 

（二）潜在供应商前期选择与开展潜在供应商审核 （6 课时） 

2.1 供应商前期选择要点 （2 课时） 

2.2 供应商前期质量审核的要点 （4 课时） 

（三）供应商前期项目质量管理 （4 课时） 

3.1 供应商产品质量先期策划（可参考 APQP） （2 课时） 

3.2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的过程 （1 课时） 

3.3 供应商零部件认可（可参考 PPAP） （1 课时） 

（四）批量生产过程质量监管 （4 课时） 

4.1 供应商批量生产的质量监督概述 （1 课时） 

4.2 批量生产中供应商质量管理的重点 （2 课时） 

4.3 批量生产中的变更管理（PCN） （1 课时） 

供应商绩效管理 （4 课时） 

5.1 建立供应商绩效考核体系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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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供应商绩效考核的实施 （1 课时） 

5.3 供应商绩效考核后的管理 （2 课时） 

供应商品质改进常用工具 （8 课时） 

6.1 基础工具篇-QC 七大手法 （2 课时） 

6.2 定性分析改进工具 （2 课时） 

6.3 高级改进工具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采购与供应商质量管理》  孙磊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2（计划）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采购成本控制与供应商管理》周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9 

《供应链质量控制与方法》张翠华   科学出版社 2012.4  

《采购与供应商管理》骆建文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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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研讨+课后作业（20%）、及考勤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采购与供应商管

理的思想与理念、方法与技术及全生命周期的供应商质量管理阶段划分、使用

的工具及持续改进工具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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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与供应

商管理的思

想与理念、方

法与技术 

目标 2：掌握

潜在供应商

前期选择要

点与开展潜

在供应商审

核要点 

目标 3：掌握供应

商前期项目质量

管理的方法与批

量生产过程质量

监管方法 

目标 4：掌握

供应商绩效

考评方法与

战略供应商

管理的策略 

目标 5：掌

握供应商质

量改进工具

与推进辅导

提升方法 

1.1采购与供应商管理基础 √     

1.2 供应商质量管理职责及工作内容

方法 
√     

1.3 质量管理的发展与供应商质量管

理演进 
√     

2.1供应商前期选择要点  √    

2.2供应商前期质量审核的要点  √    

3.1供应商产品质量先期策划   √   

3.2产品质量先期策划的过程   √   

3.3供应商零部件认可   √   

4.1 供应商批量生产的质量监督概

述 
  √   

4.2 批量生产中供应商质量管理的

重点 
  √   

4.3 批量生产中的变更管理（PCN）   √   

5.1建立供应商绩效考核体系    √  

5.2供应商绩效考核的实施    √  

5.3供应商绩效考核后的管理    √  

6.1 基础工具篇-QC七大手法     √ 

6.2 定性分析改进工具     √ 

6.3 高级改进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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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62A1        英文名称：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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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仓储、配送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方法； 

目标 2. 掌握仓库选址和布局的方法，明确仓储设施的配备； 

目标 3. 掌握仓储商务管理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目标 4. 掌握仓储保管作业流程及库存控制的基本方法； 

目标 5. 掌握仓库安全和特殊物品仓储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目标 6. 掌握配送和配送中心的概念、配送路线设计和车辆调度方法等。 

二、课程内容 

（一）仓储管理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1 仓储的含义、经营方式，包括：仓储概念、功能、种类，保管、混藏、

消费、租赁等仓储经营方式。 （2 课时） 

1.2 仓储管理的内涵、仓储的发展。 （2 课时） 

1.3 仓储的功能与分类。 （2 课时） 

1.4 自动化立体仓库。 （1 课时） 

1.5 仓库规划工作，存储区域布置、位置规划、分区分类管理、货位编号。 

 （1.5 课时） 

1.6 仓储设备，仓储设备构成及主要仓储设备。 （1.5 课时） 

（二）仓储运作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2.1 仓储收货管理，包括：收货管理概述、货物接运交接、货物验收、入

库表单制作。 （4 课时） 

2.2 仓储存货管理，包括：储位管理、堆码苫垫、温湿度控制、物品盘点、

库存管理。 （6 课时） 

2.3 仓储发货管理：发货管理概述、发货方法、发货作业实务。 （4 课时） 

（三）仓储商务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3.1 仓储商务管理概述，包括：仓储商务管理的概念、过程、内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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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课时） 

3.2 仓储合同，包括：仓储合同的定义、特征、种类、内容，仓储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免责。 （1.5 课时） 

3.3 仓单，包括：仓单的概念与效力，仓单的性质，仓单的形式和内容，仓

单的操作实务 （1 课时） 

3.4 仓储成本控制，包括：仓储成本构成，仓储成本的控制原则，仓储成本

的控制策略 （1 课时） 

3.5 仓储货物的防霉、防虫和防锈工作、高分子货物的防老化。 （2 课时） 

3.6 危险品仓储，仓库安全管理 （1 课时） 

（四）配送与配送中心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5 课时） 

4.1 配送及配送管理概述，包括：配送和配送管理的含义，配送的作用和

分类，配送管理的内容和意义，配送作业，配送增值服务。 （5 课时） 

4.2 配送中心运作管理，包括：配送中心概念、分类、功能，配送中心管

理信息系统功能及子系统，配送中心的成本管理。 （4 课时） 

4.3 配送作业管理，包括：订单处理，拣选作业，配送路线设计，车辆积

载与装卸。 （6 课时） 

4.4 课程项目展示。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仓储与配送管理》（第 2 版），何庆斌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仓储与配送管理》，孙家庆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5 

2. 《物流企业仓储管理与实务》，真虹等著，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07 

3. 《仓储与配送管理》，胡道成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0 

4. 《采购与仓储管理》，徐杰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5. 《配送管理》（第 3 版），汝宜红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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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项目（20%）、课堂测验（10%）、

考勤及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仓储经营方式、

仓储设施、仓储作业、储位管理、货物堆码苫垫、仓储合同、特殊物品仓储、

配送作业、订单处理及拣选、配送路线设计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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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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目标 

仓储

管理

概述 

仓储设

施 

仓储收

货管理 

仓储存

货管理 

仓储

发货

管理 

仓储商务

管理与成

本控制 

特殊物

品保管

和仓储

安全管

理 

配送与

配送管

理概述 

配送中

心运作

管理 

配送作

业管理 

目标 1. 掌握仓

储、配送的基本

知识、理论和技

术方法 

√ √ √ √ √ √ √ √ √ √ 

目标 2. 掌握仓

库选址和布局的

方法，明确仓储

设施配备 

 √         

目标 3. 掌握仓

储商务管理的过

程和主要内容 

     √     

目标 4. 掌握仓

储保管作业流程

及库存控制的基

本方法 

  √ √ √      

目标 5. 掌握仓

库安全和特殊物

品仓储基本要求

和方法 

      √    

目标 6. 掌握配

送和配送中心的

概念、配送路线

设计和车辆调度

方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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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博弈论基础（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546A1 

 

英语名称： Strategy：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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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外贸英语函电   

后续课程： 毕业论文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understanding various professional terms,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s, and terminologies of game theory.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nalytical tools, such as game 

trees and payoff matrix, in analyzing various games under real-world scenarios. 

Objective 3: being able to differentiate games according to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games with appropriate approaches. 

Objective 4: capable of using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in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s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Objective 5: being able to design a board game based on the consolidate 

knowledge foundation and demonstrate how game theory can be employed in 

improving the outcome of designated game. 

 

二、课程内容 

1. Overview of game theory  (6 class hours) 

 Basic concepts of game theory.  (1 class hours) 

 Stories of strategic games and motivations.  (1 class hours) 

 Revision of probability theory,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and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 class hours) 

 Terminologies and assumptions of game theory.  (1 class hours)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of games.  (0.5 class hour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game theory.  (0.5 class hours) 

2. Purely simultaneous-move games  (7 class hours) 

 Elements of pay-off table.  (1 class hours) 

 Dominance analysis, best-response analysis, and minimax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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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lass hours) 

 Multiple or no equilibria in pure strategy equilibrium.  (1.5 class hours) 

 Strategies are continuous variables.  (1.5 class hours) 

 Discussions on the concept of Nash equilibrium.  (0.5 class hours) 

 Empirical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Nash equilibrium.  (0.5 class hours) 

3. Purely sequential-move games  (6 class hours) 

 Elements of game trees.  (1.5 class hours) 

 Solving sequential-move games by using rollback reasoning. (2.5 class hours) 

 Order advantages in sequential-move games . (1 class hours) 

 Evidence concerning rollback analysis. (1 class hours) 

4. Mixed strategies and combined games  (8 class hours) 

 Games with both sequential-move and simultaneous-move.  (1 class hours) 

 Game conversion through changing rules of the games.  (1 class hours) 

 Using alternative method of analysis.  (1 class hours) 

 Mixing strategies in zero-sum and non-zero-sum games. (2 class hours) 

 Discussion of mixed-strategy equilibria.  (1 class hours) 

 Application of mixed strategy technique in real practice.  (1 class hours) 

 Final Revision.  (1 class hours) 

5. Student project briefing, discussion, and game show  (5 class hours) 

 General briefing of board game design project.  (2 class hours) 

 Game show. (3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vinash K. Dixit and Susan Skeath, Games of Strategy,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4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Avinash K.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3.  

Avinash K.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The Art of Strategy: A Game 

Theorist’s Guide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Life,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2010. 

Malcolm Gladwell,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Hachette book group press, 2006. 

Radim Belohlavek and George J. Klir, Concepts and Fuzzy Logic,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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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11.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which contains four major 

portions as indicated below: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tutorial 5% x 

4 + group assignment 30%, the actual clas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may be subjected to the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se 

initiator Qi-Wen Wang).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open-book exam 

（or partial open-book exam depending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final 

exam paper）,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simultaneous 

game of perfect information, sequential game of perfect information, 

strategic moves in games, and so on.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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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ng 

various 

professional 

terms,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s, 

and 

terminologies of 

game theory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analytical 

tools in 

analyzing 

various games 

under 

real-world 

scenarios 

Objective 3：  

being able to 

differentiate 

games according 

to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games with 

appropriate 

approaches 

Objective 4:   

capable of 

using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in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s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Objective 5:   

being able to 

design a 

board game 

and 

demonstrate 

how game 

theory can be 

employed in 

improving the 

outcome 

1.1 Basic concepts of 

game theory. 
√     

1.2 Stories of 

strategic games and 

motivations. 

√     

1.3 Revision of 

probability theory,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and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   √  

1.4 Terminologies and 

assumptions of game 

theory 

√     

1.5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of 

games. 

√  √   

1.6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game 

theory. 

√     

2.1 Elements of pay-off 

table.  
 √    

2.2 Dominance 

analysis, best-response 

analysis, and minimax 

analysis. 

 √    

2.3 Multiple or no 

equilibria in pure 

strategy equilibrium. 

 √    

2.4 Strategies are 

continuous variables. 
 √    

2.5 Discussions on the 

concept of Nash 

equilibrium. 

 √  √  

2.6 Empirical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Nash 

equilibrium. 

 √  √  

3.1 Elements of game 

trees.  
  √   

3.2 Solving 

sequential-move games 

by using rollback 

reasoning 

  √   

3.3 Order advantages in 

sequential-move ga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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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vidence 

concerning rollback 

analysis. 

  √ √  

4.1 Games with both 

sequential-move and 

simultaneous-move.  

  √ √  

4.2 Game conversion 

through changing rules 

of the games. 

  √ √  

4.3 Using alternative 

method of analysis.  
  √ √  

4.4 Mixing strategies 

in zero-sum and 

non-zero-sum games. 

  √ √  

4.5 Discussion of 

mixed-strategy 

equilibria. 

  √ √  

4.6 Application of 

mixed strategy 

technique in real 

practice. 

  √ √  

4.7 Final Revision. √ √ √ √ √ 

5.1 General briefing of 

board game design 

project.  

    √ 

5.2 Game s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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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7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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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公司金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系，学会分析企业和市

场彼此之间的关系。 

目标 2：掌握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学会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了

解产业布局理论。 

目标 3：掌握利用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关系，并且能够利用学过的知识理解和分析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 

目标 4：掌握产业发展的规律，能够用所学的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

去分析、解释经济活动。 

二、课程内容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导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产业的含义与分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学习产业

经济学的意义。 （3课时） 

1.2产业组织的理论和产业结构的理论的基础及其发展，产业经济学的其

他理论基础及其发展。 （3课时） 

（二）产业组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东西方关于什么是企业的理论观点，企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课时） 

2.2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概论以及分析方法。 （2课时） 

2.3博弈论的应用，静态竞争策略和动态竞争的分析方法。 （2课时） 

（三）产业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2课时） 

3.2  产业关联概述理论，产业关联分析的基本工具，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2课时） 

3.3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2课时） 

3.4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以及产业布局的实践。（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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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产业政策理论，产业政策的一般模式和演变规律以及产业政策评估。 

 （2课时） 

4.2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综合

性产业政策。 （2课时） 

4.3产业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规制。 （2课时） 

4.4行业自律的含义和作用，行业自律的类型和实现方式，行业自律组织

和改革。 （2课时） 

（五）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产业发展概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 （2课时） 

5.2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中国“以人为本”的产业发展观、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苏东水 主编，《产业经济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赵玉林，《产业经济学：原理及案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产业结构、战略与公共政策》，[美] F.M.谢勒著；张东辉等译，经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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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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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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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产业经

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理论体系 

目标 2：掌握一国产

业结构演变的一般

规律 

目标 3：掌握利用博

弈论等现代经济分

析工具分析产业内

企业之间的竞争关

系 

目标 4:掌握产业

发展的规律 

1.1产业的含义与分类。 √    

1.2 产业组织的理论和产业结构

的理论的基础及其发展。 
√    

2.1 东西方关于什么是企业的理

论观点，企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 

√    

2.2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

绩效的概论以及分析方法。 
√    

2.3 博弈论的应用，静态竞争策

略和动态竞争的分析方法。 
√    

3.1 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   

3.2  产业关联概述理论，产业关

联分析的基本工具，产业波及效

果分析。 

 √   

3.3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

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4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的

影响因素以及产业布局的实践。 
 √   

4.1 产业政策理论，产业政策的

一般模式和演变规律以及产业政

策评估。 

  √  

4.2 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

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

策、综合性产业政策。 

  √  

4.3 产业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以

及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规制。 
  √  

4.4 行业自律的含义和作用，行

业自律的类型和实现方式，行业

自律组织和改革。 

  √  

5.1 产业发展概述、经济增长理

论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 
√ √ √ √ 

5.2 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中国

“以人为本”的产业发展观、中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现

代服务产业的发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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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7P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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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能源市场与价格、能源规划理论与方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体系，学会分析企业和市

场彼此之间的关系。 

目标 2：掌握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学会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了

解产业布局理论。 

目标 3：掌握利用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关系，并且能够利用学过的知识理解和分析国家的有关产业政策。 

目标 4：掌握产业发展的规律，能够用所学的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

去分析、解释经济活动。 

二、课程内容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导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产业的含义与分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学习产业

经济学的意义。 （3课时） 

1.2产业组织的理论和产业结构的理论的基础及其发展，产业经济学的其

他理论基础及其发展。 （3课时） 

（二）产业组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2.1 东西方关于什么是企业的理论观点，企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课时） 

2.2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概论以及分析方法。 （3课时） 

2.3博弈论的应用，静态竞争策略和动态竞争的分析方法。 （3课时） 

2.4 案例讨论：（1）我国公有企业与铁路改革（2）我国纺织企业推出援

助政策（3）金松集团失败的合并。 （2课时） 

（三）产业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3.1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2课时） 

3.2 产业关联概述理论，产业关联分析的基本工具，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2课时） 

3.3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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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以及产业布局的实践。（2课时） 

3.5案例讨论：（1）二战后日本三次产业结构演变；（2）湖北省高新技

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关联；（3）美国信息技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4）

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2课时） 

（四）产业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产业政策理论，产业政策的一般模式和演变规律以及产业政策评估。

（2课时） 

4.2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综合

性产业政策。（2课时） 

4.3产业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规制。 （2课时） 

4.4行业自律的含义和作用，行业自律的类型和实现方式，行业自律组织

和改革。 （2课时） 

4.5案例讨论：（1）日本产业政策（2）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与治理

政策（3）让人头疼的成品油价格（4）英国广告行业自律管理。 （2课时） 

（五）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产业发展概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 （2课时） 

5.2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中国“以人为本”的产业发展观、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 （3课时） 

5.3案例讨论：（1）浏阳花炮产业集聚（2）中国手机业的产业生命周期。 

 （2课时） 

5.4 课程机动复习。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苏东水 主编，《产业经济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赵玉林，《产业经济学：原理及案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产业结构、战略与公共政策》，[美] F.M.谢勒著；张东辉等译，经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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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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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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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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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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产业经

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理论体系 

目标 2：掌握一国产

业结构演变的一般

规律 

目标 3：掌握利用博

弈论等现代经济分

析工具分析产业内

企业之间的竞争关

系 

目标 4:掌握产业

发展的规律 

1.1产业的含义与分类。 √    

1.2 产业组织的理论和产业结构

的理论的基础及其发展。 
√    

2.1 东西方关于什么是企业的理

论观点，企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 

√    

2.2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

绩效的概论以及分析方法。 
√    

2.3 博弈论的应用，静态竞争策

略和动态竞争的分析方法。 
√    

2.4 案例讨论：（1）我国公有企

业与铁路改革（2）我国纺织企业

推出援助政策（3）金松集团失败

的合并。 

√   √ 

3.1 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   

3.2  产业关联概述理论，产业关

联分析的基本工具，产业波及效

果分析。 

 √   

3.3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

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4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的

影响因素以及产业布局的实践。 
 √   

3.5案例讨论：（1）二战后日本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2）湖北省

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关联；

（3）美国信息技术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4）长三角地区

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   

4.1 产业政策理论，产业政策的

一般模式和演变规律以及产业政

策评估。 

  √  

4.2 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

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

策、综合性产业政策。 

  √  

4.3 产业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以

及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规制。 
  √  

4.4 行业自律的含义和作用，行

业自律的类型和实现方式，行业

自律组织和改革。 

  √  

4.5案例讨论：（1）日本产业政

策（2）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

与治理政策（3）让人头疼的成品

油价格（4）英国广告行业自律管

理 

  √  

5.1 产业发展概述、经济增长理

论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 
√ √ √ √ 

5.2 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中国

“以人为本”的产业发展观、中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现

√ √ √ √ 



127 

 

 
 

  

代服务产业的发展。 

5.3案例讨论：（1）浏阳花炮产

业集聚（2）中国手机业的产业生

命周期。 

√ √ √ √ 

5.4 课程机动复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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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会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5A1        英文名称：Cost Accounting: A Managerial 

Emp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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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学 

后续课程：审计学、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辅助方法； 

目标 2：掌握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的计算。 

目标 3：较好地掌握企业成本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根据费用资料

选择适当的方法，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成本核算。 

目标 4:掌握作业成本法的实质，成本报表的格式和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成本核算的基本概述 （5课时） 

1.1成本的含义，成本的分类，成本的作用及其降低途径。 （2课时） 

1.2成本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成本会计的职能和种类。 （1课时） 

1.3成本会计的基础工作和工作组织。 （1课时） 

1.4成本核算的意义和原则，成本核算的要求及程序。 （1课时） 

（二）成本费用的核算 （20课时） 

2.1生产费用要素的归集和分配 （8课时） 

2.2辅助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核算。 （4课时） 

2.3生产损失核算的任务、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 （4课时） 

2.4在产品和产成品成本核算的内容，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

的分配，完工产品成本的核算。 （4课时） 

（三）产品成本计算方法 （16课时） 

3.1企业的生产类型及其特点，成本管理的要求对成本计算方法的影响。 

 （1课时） 

3.2产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 （3课时） 

3.3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批法。 （4课时） 

3.4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4课时） 

3.5产品成本计算的分类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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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产品成本计算的定额法。 （2课时） 

（四）标准成本制度及作业成本法的介绍 （7课时） 

4.1 标准成本制度及其作用，标准成本制度的运用。 （2课时） 

4.2作业成本法的概念体系，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 （2课时） 

4.3期间费用分配的各种方法。 （2 课时） 

4.4 成本报表的格式及内容。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成本会计》（第四版），万寿义、任月君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8 

2.《成本会计习题与案例》（第四版），万寿义、任月君、李日昱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成本会计学（第七版）》，于富生、黎来芳、张敏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5.6 

2. 《成本会计学（第七版）》学习指导书，于富生、黎来芳、张敏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 

3.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4. 中华会计网校—www.Chinaacc.com 

5. 中国会计网—ca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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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和课堂表现（20%），作业和小测验

（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生产成本和

辅助生产成本的计算、基本生产成本方法的运用，以及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

制度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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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成本核

算的基本理论 

目标 2：掌握基本生

产成本和辅助生产

成本的计算 

目标 3：掌握企业成

本核算的基本方

法，并能根据费用

资料选择适当的方

法 

目标 4:掌握作业

成本法的实质，

成本报表的格式

和内容 

1.1 成本的含义，成本的分类，

成本的作用及其降低途径 
√    

1.2 成本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成

本会计的职能和种类 
√    

1.3 成本会计的基础工作和工作

组织 
√    

1.4 成本核算的意义和原则，成

本核算的要求及程序 
√    

2.1生产费用要素的归集和分配  √   

2.2 辅助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核

算 
 √   

2.3 生产损失核算的任务、废品

损失和停工损失 
 √   

2.4 在产品和产成品成本核算的

内容，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

产品之间的分配，完工产品成本

的核算 

 √   

3.1 企业的生产类型及其特点，

成本管理的要求对成本计算方法

的影响 

  √  

3.2产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   √  

3.3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批法   √  

3.4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 √ 

3.5产品成本计算的分类法   √  

3.6产品成本计算的定额法   √  

4.1 标准成本制度及其作用，标

准成本制度的运用 
   √ 

4.2 作业成本法的概念体系，作

业成本管理的基本原理 
   √ 

4.3期间费用分配的各种方法    √ 

4.4成本报表的格式及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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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5A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Ⅰ）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经济学 

后续课程：创业理论与实务、创业能力、创业模拟实验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商学院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在

教授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目标 1：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初步理解创业以及创新与创业

之间的关系。 

目标 2：理解创新的内涵、类型、过程以及实现创新的途径；了解创新思

维的特点、障碍、类型，理解创造力内涵以及如何提高创造力。 

目标 3：了解创新活动的过程、形式和方法，理解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征。 

二、课程内容 

（一）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 （2课时） 

1.1 创业者群体大众化 

1.2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1.3 创新创业与大学生职业发展 

（二）创新的种类与特点 （2课时） 

2.1 创新的内涵 

2.2 创新的类型 

2.3 创新的基本属性 

2.4 创新的特征 

2.5 创新的途径 

（三）创新思维与创造力 （6课时） 

3.1创新思维的内涵 

3.2创新思维的影响因素 

3.3创新的思维形式 

3.4通过创新思维提高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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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企业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四）创新过程与方法 （6课时） 

4.1 创新过程的模型 

4.2 创新过程的形式 

4.3 创新方法的内涵 

4.4 创新方法在群体创新中的应用 

4.5 创新生态环境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玉利 主编：《创新与创业基础》（第 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1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王涛 顾新 编著：《创新与创业管理》（第 1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1。 

2．李伟 张世辉 主编：《创新创业教程》（第 1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08。 

3．李时椿 常建坤 主编：《创业基础》（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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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作业即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 30%，课堂考勤

20%。 

2.期末考核占比 50%。个人报告或创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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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创

新创业与职业发

展的关系，初步

理解创业以及创

新与创业之间的

关系 

目标 2：了解创新创业

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初

步理解创业以及创新与

创业之间的关系 

目标 3：了解创新活动

的过程、形式和方法，

理解创新活动的规律和

特征。 

1.1 创业者群体大众化 √   

1.2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   

1.3 创新创业与大学生职业发展 √   

2.1 创新的内涵  √ √ 

2.2 创新的类型  √ √ 

2.3 创新的基本属性  √ √ 

2.4 创新的特征  √ √ 

2.5 创新的途径  √ √ 

3.1创新思维的内涵  √  

3.2创新思维的影响因素  √  

3.3创新的思维形式  √  

3.4通过创新思维提高创造力  √  

3.5企业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4.1 创新过程的模型  √ √ 

4.2 创新过程的形式  √ √ 

4.3 创新方法的内涵  √ √ 

4.4 创新方法在群体创新中的应用  √ √ 

4.5 创新生态环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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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5A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Ⅱ）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经济学 

后续课程：创业理论与实务、创业能力、创业模拟实验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商学院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在

教授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目标 1: 认识创新创业的基本问题、关键活动、风险障碍。 

目标 2:了解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价值内涵，以及企业家精神、“互联网

+”的行为准则。 

目标 3：理解、把握创新创业的知行准则、社会价值，关注社会创业。 

二、课程内容 

（一）创业的基本问题 （4课时） 

1.1 创业与创业者 

1.2 创业时机与创业动机 

1.3 创业选址与创业方法 

1.4创新型企业及其分类 

（二）创业的关键活动 （4课时） 

2.1 成为创业者并组建创业团队 

2.2 识别并开发创业机会 

2.3 获取创业资源 

2.4 撰写创业计划书 

（三）创业的风险障碍 （2课时） 

3.1 新进入缺陷与创业障碍 

3.2 认知偏差与创业障碍 

3.3 社会责任、伦理与创业障碍 

（四）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 （4课时） 

4.1 创新创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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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新创业的收益 

4.3 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平衡 

（五）创新创业的知行准则 （1课时） 

5.1 基于奏效逻辑的创业思维和行为准则 

5.2 基于精益创业理念的行为准则 

5.3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行为准则和创业教育 

5.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为准则和创业学习 

（六）创新创业的社会价值 （1课时） 

6.1 创新创业的价值创造 

6.2 社会创业的内涵体系 

6.3社会创业的价值实现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玉利 主编：《创新与创业基础》（第 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1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王涛 顾新 编著：《创新与创业管理》（第 1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1。 

2．李伟 张世辉 主编：《创新创业教程》（第 1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08。 

3．李时椿 常建坤 主编：《创业基础》（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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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作业即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30%，课堂考勤20%。 

2.期末考核占比 50%。个人报告或创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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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创

新创业的基本问题、

关键活动、风险障

碍。 

目标 2:了解创新创业

的成本收益、价值内涵，

以及企业家精神、“互联

网+”的行为准则。 

目标 3：理解、把握

创新创业的知行准则、

社会价值，关注社会创

业。 

1.1 创业与创业者 √  √ 

1.2 创业时机与创业动机 √  √ 

1.3 创业选址与创业方法 √  √ 

1.4创新型企业及其分类   √ 

2.1 成为创业者并组建创业团队 √  √ 

2.2 识别并开发创业机会 √  √ 

2.3 获取创业资源 √  √ 

2.4 撰写创业计划书 √  √ 

3.1 新进入缺陷与创业障碍 √   

3.2 认知偏差与创业障碍 √   

3.3 社会责任、伦理与创业障碍 √   

4.1 创新创业的成本 √   

4.2 创新创业的收益 √   

4.3 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平衡 √   

5.1 基于奏效逻辑的创业思维和行为准则 √ √  

5.2 基于精益创业理念的行为准则 √ √  

5.3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行为准则和创业教

育 
√ √  

5.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为准则和创业学

习 
√ √  

6.1 创新创业的价值创造   √ 

6.2 社会创业的内涵体系   √ 

6.3社会创业的价值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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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02P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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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践 

 

一、课程的培养目标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major aspects of how an idea turns into innovation.  

 

In this course the focus will be on products,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oriented 

innovations. Only to limited degree we will cover social and societal innovations.  

 

We intend to improve the analytical skills among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ow ideas are created through creative social processes between people, 

how these ideas are moulded through in organisations in complex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people, departments within one organisation and between organisations in 

collaborative organisational settings into marketing efforts and finally bring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markets, customers and users. 

Commercialisation is a key aspect of turning ideas into market based success 

and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cesses are crucial.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innovations is about social aspects, understanding that 

innovations are about people! 

Aft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 should achie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novation processes, top-down or 

bottom-up.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s a core business process in firms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sources of innov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networks for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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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lls and ability 

 Develop capacity to use theoretical terms in analysis of empirical cases 

 Develop capability to orally present analysis and argument based on their 

theoretical understand of the innovation field 

 Judgement and approach 

 Develop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approach in the readings of the literature and 

when apply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case analysis 

二、课程内容 

（一）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creativity and what constitutes creative 

organisations  （2 课时） 

（二）Understanding the Innovation –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to 

companies and to society  （2 课时） 

（三）Innovation as a core business process for companies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4 课时） 

（四）Building the innovative organization  （2 课时） 

（五）Developing an innovative strategy for companies  （2 课时） 

（六）Sources of innovation-where are innovations coming from  （2 课时） 

（七）Innovation networks and its role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4 课时） 

（八）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in making innovation  （2 课时） 

（九）Creating new mix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2 课时） 

（十）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of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2 课时） 

（十一）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s the vehicle 

of commercializing the ideas into innovation  （4 课时） 

（十二）Capturing the benefits of innovation  （1 课时） 

（十三）Capturing learning from innovation  （1 课时） 

（十四）Understanding that innovations are disruptive processes and how 

organisations can handle disruptive processes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Melissa Schilling 

 Business Model Canvas, by Ostervalder & Pigneur 

四、课程考核  

 The examination of students is based o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ectures and 

one independent project work done by groups of two students. 

 Students will work on a project of their own choice. They are expe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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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s a sub area of this course and extend their reading by selecting additional 

papers, at least five scientific articles.  

 

Grading’s are based on two evaluation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ectures 30% 

 project work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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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i

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novation 

processes 

目标 2：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目标 3: 

Understan

ding 

different 

sources 

of 

innovatio

n 

目标 4: 

Develop 

capacity to 

use 

theoretical 

terms in 

analysis of 

empirical 

cases 

目标 5: 

Develop 

capability 

to orally 

present 

analysis 

and 

argument 

目标 6: 

Develop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approach in 

the readings 

of the 

literatur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creativity and what 

constitutes 

creative 

organisations 

√ √     

Understanding the 

Innovation 
√ √     

Innovation as a core 

business process 
√      

Developing an 

innovative strategy 

for companies 

√  
 

√ 

 

√ 
  

Sources of 

innovation 
√  √    

Innovation networks √   √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in 

making innovation 

√ √   
 

√ 
 

Creating new mix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  
 

√ 
 √ 

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of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    √ 

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     √ 

Capturing the 

benefits of 

innovation 

   √  √ 

Capturing learning 

from innovation 
√    √ √ 

Understanding that 

innovations are 

disruptive 

processes and how 

organisations can 

handle disruptive 

process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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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模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4A1       英文名称：Entrepreneurship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创业理论与实务、创业能力 

后续课程：创新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通过创业测评，初步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以及是否适合创业。 

目标 2：了解创业的行业、企业法律形态、企业选址的方法以及公司证照

的办理方法等，创建自己的公司。 

目标 3：掌握和运用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对公司进行有效管理。 

目标 4：掌握和运用公司运营的基本知识，对公司的调研中心、产品中心、

营销中心、数据中心等进行有效运作，开发客户并达成交易。 

目标 5：掌握创业计划书的编制方法，在线完成计划书编制，并提交计划

书。 

二、课程内容 

（一）创业测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职业价值观测评。 （0.25课时） 

1.2个性特征及自我管理能力测评。 （0.25课时） 

1.3职业决策及职业规划测评。 （0.5课时） 

1.4职业能力测评。 （0.5课时） 

1.5职业偏好测评。 （0.25课时） 

1.6测评结果图解析和建议。 （0.25课时） 

（二）公司创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选择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经营行业、选择经营场地、筹集资金。 

 （1课时） 

2.2名称预先核准，前置审批，办理营业执照，备案刻章。 （1课时） 

2.3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办理税务登记，企业基本账户开设。 （1课时） 

2.4社会保险登记以及商标注册。 （0.5课时） 

2.5 工商注册改革与证照合一。 （0.5课时） 

（三）公司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http://www.sogou.com/link?url=B7ss7T7Ay4nWLDHleEFhj0EGAbKOOlT95fJGcATLY2KWJQRQp32XqJB-Qt_CMa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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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组织结构选择、部门规划、岗位规划、招聘渠道、

员工招聘、员工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模块。 （1.5课时） 

3.2 行政管理，包括固定资产管理、行政事务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模块。 

 （1.5课时） 

3.3 财务管理，包括财务报表、企业税收、投资收益、财务账户管理、贷

款管理等模块。 （1课时） 

（四）公司运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4.1 调研中心，包括市场调查、SWOT分析、STP分析等模块。 （1课时） 

4.2 产品中心，包括产品设计、产品研发、产品实现、产品包装、产品入

库等模块。 （1课时） 

4.3 营销中心，包括定价、上架/下架、渠道、促销、广告、服务等模块。 

 （1课时） 

4.4 数据中心，包括调研中心统计、产品中心统计、营销中心统计等模块。 

 （1课时） 

4.5 交易大厅，包括我的店铺、我要买、我要卖等模块。 （1课时） 

（五）创业计划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5.1 创业计划书主要包括执行摘要，市场分析，营销策略，人员与组织结

构，财务分析报告，利润预测，风险分析与对策，企业愿景、附录等模块。 

 （4课时） 

5.2 创业计划书在线填写完成后，下载并提交纸质稿和电子稿。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金马兰创业实训远程平台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创业实训手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网址：172.20.20.29/jml 

jml.chinapen.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考勤成绩、创业计划书成绩与计算机操作成绩三部分构成。 

1.考勤成绩占 20%。 

2.创业计划书成绩占 30%。 

3.计算机操作成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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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创业

测评，初

步了解自

己的职业

发展规划

以及是否

适合创业 

目标 2：了解创

业的行业、企业

法律形态、企业

选址的方法以及

公司证照的办理

方法等，创建自

己的公司 

目标 3：掌握和

运用人力资源管

理、行政管理、

财务管理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对

公司进行有效管

理 

目标 4：运用公司

运营的基本知识，

对公司的调研中

心、产品中心、营

销中心、数据中心

等进行有效运作，

开发客户并达成

交易 

目标 5：掌

握创业计

划书的编

制方法，在

线完成计

划书编制，

并提交计

划书 

1.1职业价值观测评 √     

1.2个性特征及自我管理能力测评 √     

1.3职业决策及职业规划测评 √     

1.4职业能力测评 √     

1.5职业偏好测评 √     

1.6测评结果图解析和建议 √     

2.1选择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经营行

业、选择经营场地、筹集资金 
 √   √ 

2.2名称预先核准，前置审批，办理

营业执照，备案刻章 
 √   √ 

2.3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办理税务

登记，企业基本账户开设 
 √   √ 

2.4社会保险登记以及商标注册  √   √ 

2.5 工商注册改革与证照合一  √   √ 

3.1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组织结构选

择、部门规划、岗位规划、招聘渠道、

员工招聘、员工培训、绩效管理、薪

酬管理等模块 

  √  √ 

3.2 行政管理，包括固定资产管理、

行政事务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模块 
  √  √ 

3.3 财务管理，包括财务报表、企业

税收、投资收益、财务账户管理、贷

款管理等模块 

  √  √ 

4.1 调研中心，包括市场调查、SWOT

分析、STP分析等模块 
   √ √ 

4.2 产品中心，包括产品设计、产品

研发、产品实现、产品包装、产品入

库等模块 

   √ √ 

4.3 营销中心，包括定价、上架/下

架、渠道、促销、广告、服务等模块 
   √ √ 

4.4 数据中心，包括调研中心统计、

产品中心统计、营销中心统计等模块 
   √ √ 

4.5 交易大厅，包括我的店铺、我要

买、我要卖等模块 
   √ √ 

5.1 创业计划书主要包括执行摘要，

市场分析，营销策略，人员与组织结

构，财务分析报告，利润预测，风险

分析与对策，企业愿景、附录等模块 

 √ √ √ √ 

5.2 创业计划书在线填写完成后，下

载并提交纸质稿，教师审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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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写作与报告（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05A1         英文名称：Exposition and Repor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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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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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大学写作的基本规范及步骤； 

目标 2：  掌握不同题材文章的写作手法和技巧； 

目标 3： 提升英语思辨能力、综合写作能力及语言研究能力。 

二、课程内容 

Part 1 Essay Writing  (18学时) 

Chapter 1 An introduction to writing  （3 学时） 

 Point and support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essay 

 Benefits of writing the traditional essay 

Chapter 2 The writing Process （3 学时） 

2.1 Prewriting 

2.2 Writing a first Draft 

2.3 Revising 

Chapter 3 The First and Second steps in essay writing （3 学时） 

3.1 Begin with a point, or thesis 

3.2 Support the thesis with specific evidence 

3.3 Practice in advancing and supporting a thesis 

Chapter 4 The Third Steps in Writing and  （3 学时） 

4.1 Organize and connect the specific evidence 

4.2 Introductions, conclusions, and titles 

4.3  Practice in organizing and connecting specific evidence 

Chapter 5 The Fourth Steps in Writing （3 学时） 

5.1 Revising sentences 

5.2 Editing Sentences 

5.3 Practice in Revising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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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Four bases for Revising Essay （3 学时） 

6.1 Unity 

6.2 Support 

6.3 Coherence 

6.4 Sentence Skills 

Part 2 Patterns of Essay Development  （24学时） 

Chapter7 Introduction for Essay development （3 学时） 

7.1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in essay development 

7.2 Patterns of essay development 

Chapter 8 Description （3 学时） 

8.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8.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description 

8.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9 Narration （3 学时） 

9.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9.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narration 

9.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10 Examplification （3 学时） 

10.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10.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exemplification 

10.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11 Cause and Effect （3 学时） 

11.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11.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cause and/or effect 

11.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12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3 学时） 

12.1 Method of development 

12.2 Developing a comparison or contrast essay 

12.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13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3 学时） 

13.1 Student essay to consider  

13.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division-classification 

13.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Chapter 14 Argumentation  （3 学时） 

14.1 Strategies for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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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Student essay to consider  

14.3 Developing an essay on argument 

Part 3 Academic Writing  （6学时） 

Chapter 15 Writing a Summary  （3 学时） 

15.1 How to summarize an article 

15.2 How to summarize a book 

Chapter 16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3 学时） 

16.1 Six steps for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16.2 Model Research paper and analysi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美国大学英语写作)》(Ninth 

Edition) (John Langan美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9月 

（二）参考教材： 

 《Writing Academic English》（Alice Oshima）； 

 《The College Writer（Fifth Edition》（Kanar）； 

 《（REAL WORLD WRITING FOR SECONDARY STUDENTS）； 

 课程考核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20%)、课堂表现

及演讲(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试卷考试，考核内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短文

写作。 

五、附件 

 

填表人：   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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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大学写

作的基本规范及步

骤； 

目标 2： 掌握不同

题材文章的写作手

法和技巧； 

目标 3：提升英语思辨能

力、综合写作能力及语言研

究能力。 

1.1 Point and support √   

1.2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essay √   

1.3 Benefits of writing the traditional 

essay 
√  √ 

2.1 Prewriting √  √ 

2.2 Writing a first Draft √  √ 

2.3 Revising √  √ 

3.1 Begin with a point, or thesis 

3.2 Support the thesis with specific 

evidence 

√ 

 

√ 

 

√ 

 

√ 

3.3 Practice in advancing and supporting 

a thesis 
√  √ 

4.1 Organize and connect the specific 

evidence 
√  √ 

4.2 Introductions, conclusions, and 

titles 
√  √ 

4.3  Practice in organizing and 

connecting specific evidence 
√  √ 

5.1 Revising sentences √ √ √ 

5.2 Editing Sentences √ √ √ 

5.3 Practice in Revising Sentences √ √ √ 

6.1 Unity √  √ 

6.2 Support √  √ 

6.3 Coherence √  √ 

6.4 Sentence Skills √  √ 

7.1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in essay 

development 
√ √ √ 

7.2 Patterns of essay development √ √ √ 

8.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  √ 

8.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description 
√ √ √ 

8.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9.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  √ 

9.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narration 
√ √ √ 

9.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10.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  √ 

10.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exemplification 
√ √ √ 

10.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11.1 Students essay to consider √  √ 

11.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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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and/or effect 

11.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12.1 Method of development √ √ √ 

12.2 Developing a comparison or contrast 

essay 
√ √ √ 

12.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13.1 Student essay to consider √  √ 

13.2 Developing an essay with emphasis on 

division-classification 
√ √ √ 

13.3 A professional essay to consider √  √ 

14.1 Strategies for argument √ √ √ 

14.2 Student essay to consider √  √ 

14.3 Developing an essay on argument √ √ √ 

15.1 How to summarize an article √ √ √ 

15.2 How to summarize a book √ √ √ 

16.1 Six steps for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 √ √ 

16.2 Model Research paper and analysi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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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07Q1         英文名称：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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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供应链管理、国际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界定各种类型电子商务活动，了解各种商务模式和盈利模型，了

解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各种运行机制。 

目标 2：了解各种网络电子商务活动，在线交易以外的各种电子商务活动。 

目标 3：了解与电子商务实施相关的支付、安全、订单处理等处理服务形

式，掌握社交商务活动的社交网络、虚拟社区、社会软件等。 

目标 4：了解社交商务应用的现状，了解电子商务战略，制定战略步骤，

了解如何在电子商务系统开发和购置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目标 5：了解电子商务运行的法律、社会、道德以及商务环境，了解电子

商务全球化环境，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运作。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商务与网络市场 （6课时） 

1.1电子商务导论。 （2课时） 

1.2电子商务技术、基础设施及工具。 （4课时） 

（二）电子商务应用 （8课时） 

2.1零售业电子商务：产品与服务。 （2课时） 

2.2 B2B电子商务。 （2课时） 

2.3电子商务创新：电子政务、远程教育、协同商务和 C2C电子商务。 

 （4课时） 

（三）新型电子商务 （6课时） 

3.1移动商务及普适计算。 （2课时） 

3.2社交商务。 （4课时） 

（四）电子商务支持系统 （8课时） 

4.1 电子商务中的广告及营销活动。 （2课时） 

4.2 电子商务安全与欺诈防范。 （2课时） 

4.3 电子商务支付系统。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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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供应链订单实施及各类电子商务支持服务。 （2课时） 

（五）电子商务战略与实施 （4课时） 

5.1电子商务战略、全球电子商务及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2课时） 

5.2电子商务系统实施。 （1课时） 

5.3 电子商务的法律、道德及社会环境。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商务 管理与社交网络视角》（第 7版），埃弗雷姆特班等编著， 机

械出版社，2016.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揭秘跨境电商》，李鹏博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6 

2.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机遇、模式及运作》，孙韬主编，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7.04 

3. 《大数据时代的营销变革》，哈佛商业评论编著，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

媒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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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案例设计及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子商务运营模

式、电子商务技术、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产品及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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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各种

类型电子商务活

动，了解各种商务

模式和盈利模型，

了解与电子商务

相关的各种运行

机制  

目标 2：了解各

种网络电子商务

活动，在线交易

以外的各种电子

商务活动 

目标 3：了解与

电子商务实施相

关的支付、安全、

订单处理等处理

服务形式，掌握

社交商务活动的

社交网络、虚拟

社区、社会软件

等 

目标 4:了解社

交商务应用的

现状，了解电

子商务战略，

制定战略步

骤，了解如何

在电子商务系

统开发和购置

两者之间进行

选择 

目标 5：了解电

子商务运行的

法律、社会、

道德以及商务

环境，了解电

子商务全球化

环境，电子商

务在中小企业

以及发展中国

家的运作。 

1.1电子商务导论 √     

1.2 电子商务技术、基础设

施及工具 
√     

2.1 零售业电子商务：产品

与服务 
 √    

2.2 B2B单子商务  √    

2.3 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电

子商务创新：电子政务、远

程教育、协同商务和 C2C电

子商务理 

 √    

3.1移动商务及普适计算   √   

3.2社交商务   √   

4.1 电子商务中的广告及营

销活动 
√ √ √ √ √ 

4.2 电子商务安全与欺诈防

范 
√ √ √ √ √ 

4.3电子商务支付系统  √ √ √ √ 

4.4 供应链订单实施及各类

电子商务支持服务 
√ √ √ √ √ 

5.1 电子商务战略、全球电

子商务及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 √ √ √ √ 

5.2电子商务系统实施 √ √ √ √ √ 

5.2电子商务系统实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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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3P1         英文名称：E-Commerc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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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 

后续课程：国际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含义有清晰的了解。 

目标 2：掌握电子商务机理与模式。 

目标 3：对电子商业与贸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目标 4：掌握网络营销的特点与方法。 

目标 5：熟悉网络银行与支付技术。 

二、实验（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一）电子商务简单购物流程认识 （4课时） 

1.1掌握一般网络购物的基本流程。 （2课时） 

1.2了解网络购物各环节、各角色的基本职能。 （2课时） 

（二）电子商务简单组织管理流程 （5课时） 

2.1掌握一般 B2C电子商务网站的组织架构。 （3课时） 

2.2了解网上商店的销售流程。 （2课时） 

（三）通过 C2C认识电子商务链 （4课时） 

3.1了解目前流行的 C2C电子商务网站的功能特点。 （2课时） 

3.2掌握如何使用 C2C平台进行商品销售。 （2课时） 

（四）认识电子商务 BTOB 交易实验 （5课时） 

4.1熟悉 B2B电子商务的基本流程。 （2课时） 

4.2了解 B2B电子商务模式在整个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1课时） 

4.3掌握 B2B电子商务各角色的职能和基本操作。 （2课时） 

（五）网络资源的使用 （2课时） 

5.1熟练使用互联网资源获取商业信息，并能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 

 （2课时） 

（六）撰写报告并演示 （2课时） 

6.1实验过程总结汇报。 （2课时） 

三、主要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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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兼容微型计算机 

四、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能熟练计算机各类操作，并能对互联网有长时间的应用。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商务实验指导书》 上海电机学院校内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电子商务概论》（第 3 版），周曙东，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六、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计算机模拟过程 50%+实验报告 30%+平时考核 20% 

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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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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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子商

务活动的含义有

清晰的了解 

目标 2：掌握电

子商务机理与模

式 

目标 3：对电子

商业与贸易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 

目标 4:掌握网

络营销的特点

与方法 

目标 5：熟悉网

络银行与支付

技术 

1.1掌握一般网络购物的基

本流程 
√     

1.2了解网络购物各环节、

各角色的基本职能 
√ √ √ √ √ 

2.1掌握一般 B2C电子商务

网站的组织架构 
 √ √ √ √ 

2.2 了解网上商店的销售流

程 
 √ √ √ √ 

3.1了解目前流行的 C2C电

子商务网站的功能特点 
  √ √ √ 

3.2掌握如何使用 C2C平台

进行商品销售 
 √ √ √ √ 

4.1 熟悉 B2B电子商务的基

本流程 
 √ √ √  

4.2 了解 B2B电子商务模式

在整个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作

用和地位 

 √ √ √ √ 

4.3 掌握 B2B电子商务各角

色的职能和基本操作 
 √ √ √ √ 

5.1熟练使用互联网资源获

取商业信息，并能对信息进

行加工整理 

√ √ √ √ √ 

6.1实验过程总结汇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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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7A1       英文名称：E-Commerce and Interne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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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理论体系，领会在网络虚拟市场开展

商务和营销活动的原理和特点。 

目标 2：掌握开展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操作思路和相应的运作技巧。 

目标 3：具有利用网络工具开展市场调研、收集处理商务信息、撰写商情

报告的能力。 

目标 4：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具有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基本理论 （8课时） 

1.1网络营销的含义、特征、与传统营销的区别。 （2课时） 

1.2网络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环境。 （6课时） 

（二）网络营销战略管理 （12课时） 

2.1网络市场与网络消费者的特征。 （2课时） 

2.2网络营销战略计划的制定以及实施。 （4课时） 

2.3网络市场调研的方法和调研问卷的设计。 （6课时） 

（三）网络营销策略 （22课时） 

3.1了解企业电子化，掌握协同商务应用与工具。 （2课时） 

3.2掌握移动商务的运作方式，懂得网络安全的防控方法。 （4课时） 

3.3了解电子商务付款方式与交易安全机制。 （2课时） 

3.4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成效评估。 （4课时） 

3.5运用营销组合策略实施网络营销活动。 （6课时） 

3.6掌握社交营销方法。 （4课时） 

（四）网络营销综合管理 （6课时） 

4.1电子商务的伦理与相关法律。 （1课时） 

4.2电子商务的展望与未来。 （1课时） 

4.3网络营销综合应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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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实用教程》，吴灿铭、王震环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务》，张淑琴，北京交通大学，2010 

2. 《网络营销实务：工具与方法》，米列茨基著；李东贤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1 

3. 《网络营销：推广与策划》惠亚爱乔晓娟著，蓝墨水图书专营店，2016.02 

4.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严杰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 

5.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第 2 版），陈拥军、孟晓明著，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2.5 

6．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http://www.100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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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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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00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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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子商

务和网络营销的理论

体系，领会在网络虚

拟市场开展商务和营

销活动的原理和特点 

目标 2： 掌握开展

电子商务和网络营

销的操作思路和相

应的运作技巧 

目标 3： 具有利用

网络工具开展市场

调研、收集处理商

务信息、撰写商情

报告的能力 

目标 4： 增强市

场竞争意识，具

有社会责任感、

合作精神和创新

精神 

1.1 网络营销的含义、特征、与

传统营销的区别 
√    

1.2网络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环境 √ √   

2.1 网络市场与网络消费者的特

征 
 √ √  

2.2 网络营销战略计划的制定以

及实施 
 √  √ 

2.3 网络市场调研的方法和调研

问卷的设计 
  √ √ 

3.1 了解企业电子化，掌握协同

商务应用与工具。 
  √  

3.2 掌握移动商务的运作方式，

懂得网络安全的防控方法。 
  √  

3.3 了解电子商务付款方式与交

易安全机制。 
  √  

3.4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成

效评估。 
  √  

3.5 运用营销组合策略实施网络

营销活动。 
  √ √ 

3.6掌握社交营销方法。  √ √  

4.1电子商务的伦理与相关法律。    √ 

4.2电子商务的展望与未来。   √ √ 

4.3网络营销综合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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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29A1       英文名称：E-Commerce and Interne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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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理论体系，领会在网络虚拟市场开展

商务和营销活动的原理和特点。 

目标 2：掌握开展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操作思路和相应的运作技巧。 

目标 3：具有利用网络工具开展市场调研、收集处理商务信息、撰写商情

报告的能力。 

目标 4： 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具有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基本理论 （8课时） 

1.1电子商务的定义、特征、发展与演进。 （2课时） 

1.2网络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环境。 （6课时） 

（二）网络营销战略管理 （10课时） 

2.1网络市场与网络消费者的特征。 （2课时） 

2.2网络营销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 （4课时） 

2.3网络市场调研的方法和调研问卷的设计。 （4课时） 

（三）网络营销策略 （24课时） 

3.1了解企业电子化，掌握协同商务应用与工具。 （2课时） 

3.2掌握移动商务的运作方式，懂得网络安全的防控方法。 （4课时） 

3.3了解电子商务付款方式与交易安全机制。 （2课时） 

3.4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成效评估。 （4课时） 

3.5运用营销组合策略实施网络营销活动。 （8课时） 

3.6掌握社交营销方法。 （4课时） 

（四）网络营销综合管理 （6课时） 

4.1电子商务的伦理与相关法律。 （1课时） 

4.2电子商务的展望与未来。 （1课时） 

4.3网络营销综合应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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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实用教程》，吴灿铭、王震环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务》，张淑琴，北京交通大学，2010 

2. 《网络营销实务：工具与方法》，米列茨基著；李东贤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1.1 

3. 《网络营销：推广与策划》惠亚爱乔晓娟著，蓝墨水图书专营店，2016.02 

4.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严杰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 

5.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第 2 版），陈拥军、孟晓明著，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2.5 

6《新媒体营销：网络营销新视角》，戴鑫，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1 

7.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http://www.100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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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出勤与课堂表现（10%）、阶段测试 20%、

社会实践(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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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00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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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子商

务和网络营销的理论

体系，领会在网络虚

拟市场开展商务和营

销活动的原理和特点 

目标 2： 掌握开展

电子商务和网络营

销的操作思路和相

应的运作技巧 

目标 3： 具有利用

网络工具开展市场

调研、收集处理商

务信息、撰写商情

报告的能力 

目标 4： 增强市

场竞争意识，具

有社会责任感、

合作精神和创新

精神 

1.1 电子商务的定义、特征、发

展与演进 
√    

1.2网络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环境 √ √   

2.1 网络市场与网络消费者的特

征 
 √ √  

2.2 网络营销战略的制定以及实

施 
 √  √ 

2.3 网络市场调研的方法和调研

问卷的设计 
  √ √ 

3.1 了解企业电子化，掌握协同

商务应用与工具。 
  √  

3.2 掌握移动商务的运作方式，

懂得网络安全的防控方法。 
  √  

3.3 了解电子商务付款方式与交

易安全机制。 
  √  

3.4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成

效评估。 
  √  

3.5 运用营销组合策略实施网络

营销活动。 
  √ √ 

3.6掌握社交营销方法。  √ √  

4.1电子商务的伦理与相关法律。    √ 

4.2电子商务的展望与未来。   √ √ 

4.3网络营销综合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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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15A1        英文名称：E-Commerc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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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 

后续课程：国际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含义有清晰的了解。 

目标 2：掌握电子商务机理与模式。 

目标 3：对电子商业与贸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目标 4：掌握网络营销的特点与方法。 

目标 5：熟悉网络银行与支付技术。 

二、实验（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一）电子商务简单购物流程认识 （4课时） 

1.1掌握一般网络购物的基本流程。 （2课时） 

1.2了解网络购物各环节、各角色的基本职能。 （2课时） 

（二）电子商务简单组织管理流程 （5课时） 

2.1掌握一般 B2C电子商务网站的组织架构。 （3课时） 

2.2了解网上商店的销售流程。 （2课时） 

（三）通过 C2C认识电子商务链 （4课时） 

3.1了解目前流行的 C2C电子商务网站的功能特点。 （2课时） 

3.2掌握如何使用 C2C平台进行商品销售。 （2课时） 

（四）认识电子商务 BTOB 交易实验 （5课时） 

4.1熟悉 B2B电子商务的基本流程。 （2课时） 

4.2了解 B2B电子商务模式在整个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1课时） 

4.3掌握 B2B电子商务各角色的职能和基本操作。 （2课时） 

（五）网络资源的使用 （2课时） 

5.1熟练使用互联网资源获取商业信息，并能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 

 （2课时） 

（六）撰写报告并演示 （2课时） 

6.1实验过程总结汇报。 （2课时） 

三、主要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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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兼容微型计算机 

四、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能熟练计算机各类操作，并能对互联网有长时间的应用。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商务实验指导书》 上海电机学院校内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电子商务概论》（第 3 版），周曙东，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六、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计算机模拟过程 50%+实验报告 30%+平时考核 2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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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子商

务活动的含义有

清晰的了解 

目标 2：掌握电

子商务机理与模

式 

目标 3：对电子

商业与贸易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 

目标 4:掌握网

络营销的特点

与方法 

目标 5：熟悉网

络银行与支付

技术 

1.1 掌握一般网络购物的基

本流程 
√     

1.2 了解网络购物各环节、

各角色的基本职能 
√ √ √ √ √ 

2.1 掌握一般 B2C 电子商务

网站的组织架构 
 √ √ √ √ 

2.2 了解网上商店的销售流

程 
 √ √ √ √ 

3.1 了解目前流行的 C2C 电

子商务网站的功能特点 
  √ √ √ 

3.2 掌握如何使用 C2C 平台

进行商品销售 
 √ √ √ √ 

4.1 熟悉 B2B 电子商务的基

本流程 
 √ √ √  

4.2 了解 B2B 电子商务模式

在整个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作

用和地位 

 √ √ √ √ 

4.3 掌握 B2B 电子商务各角

色的职能和基本操作 
 √ √ √ √ 

5.1 熟练使用互联网资源获

取商业信息，并能对信息进

行加工整理 

√ √ √ √ √ 

6.1实验过程总结汇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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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与物流（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67PA       英文名称：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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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采购与供应链（引进）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供应链的基本模式，掌握物流过程、运作、整合目标和运作

模式. 

目标 2：了解三种客户关系，掌握采购策略，掌握制造策略。 

目标 3：掌握分销计划与预测，了解库存的功能与定义，掌握库存维持成

本，熟练掌握库存与分销管理政策，掌握库存管理实践。 

目标 4：了解运输的作用和参与者，熟练掌握运输的组成，了解专业化运

输服务，掌握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掌握运输管理，了解产品定价与运输。 

目标 5：掌握战略仓储，掌握仓库作业，了解仓库所有权的分类，掌握仓

库决策，掌握包装与物料处理策略。 

目标 6：了解经济全球化，掌握全球供应链一体化，掌握国际采购。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与供应链概述 （4 课时） 

1.1 供应链：供应链的基本模式，供应链信息系统的组成模块，一体化管理

与供应链流程，响应性。 （2 课时） 

1.2 物流：物流业务的重要性，物流的价值构成，物流过程、运作、整合目

标和运作模式，柔性结构，供应链的同步化。 （2 课时） 

（二）客户关系管理与采购、制造管理 （6 课时） 

3.1 客户关系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客户服务，客户满意度，客

户成功，客户关系管理策略。 （2 课时） 

3.2 采购：采购观点，采购策略，供应商的甄选与评估，物流与采购对接。 

 （2 课时） 

3.3 制造：质量要求，制造概述，制造策略，当代制造理论的发展。 

 （2 课时） 

（三）分销计划与库存管理 （8 课时） 

3.1 分销计划：供应链计划应用系统，销售和作业计划，高级计划与排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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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概况，协同计划、预测和补货，预测。 （2 课时） 

3.2 库存管理：库存的功能与定义，库存维持成本，库存计划，不确定性管

理，库存管理政策，库存管理实践。 （4 课时） 

（四）运输管理 （4 课时） 

4.1 运输的作用和参与者，运输的组成，专业化运输服务。 （2 课时） 

4.2 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运输管理，产品定价与运输。 （2 课时） 

（五）仓储、物料处理与包装 （4 课时） 

5.1 仓储：战略仓储，仓库作业，仓库所有权的分类，仓库决策。（2 课时） 

5.2 包装和物料处理：包装作业的前景，包装促进物料处理效率，物料处理。 

 （2 课时） 

（六）全球供应链与物流运作分析 （6 课时） 

6.1 全球供应链：经济全球化，全球供应链一体化，国际采购。 （2 课时） 

6.2 物流运作分析：计划方法，规划流程的三个阶段，供应链运作分析方法

和技巧 （2 课时） 

6.3 习题与考试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upply Chain Logistics Management》(4th Edition), Donald J. Bowersox, 

David J. Closs, M.Bixby Cooper, and John C. Bowersox，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ontemporary Logistics》(11th Edition), Paul R. Murphy, Jr. and A. Michael 

Knemeyer，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2 

2. 《Logistics Management》, David B. Gran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 

3.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Alan Harrison and Remko van 

Hoek，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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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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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过程、物

流运作模式、库存计划、库存管理政策、运输的组成、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

战略仓储、仓库作业、物料处理和国际采购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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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供应链的

基本模式，

掌握物流过

程、运作、

整合目标和

运作模式 

目标 2：

了解三种

客户关

系，掌握

采购策

略，掌握

制造策

略。 

目标 3：掌握分

销计划与预测，

了解库存的功

能与定义，掌握

库存维持成本，

熟练掌握库存

与分销管理政

策，掌握库存管

理实践。 

目标 4：熟练掌握

运输的组成，了

解专业化运输服

务，掌握运输的

经济性与定价，

掌握运输管理，

了解产品定价与

运输。 

目标 5：掌握

战略仓储，掌

握仓库作业，

掌握仓库决

策，掌握包装

与物料处理

策略。 

目标 6：了解

经济全球化，

掌握全球供

应链一体化，

掌握国际采

购。 

1.1供应链：供应链的基

本模式，供应链信息系统

的组成模块，响应性。 

√      

1.2物流：物流的价值构

成，物流过程、整合目标

和运作模式，柔性结构，

供应链的同步化。 

√      

2.1客户关系管理：客户

服务、满意、成功，客户

关系管理策略。 

√ √     

2.2采购：采购观点，采

购策略，供应商的甄选与

评估，物流与采购对接。 

√ √     

2.3制造：质量要求，制

造概述，制造策略。 
√ √     

3.1分销计划：协同计

划、预测和补货，预测。 
√  √    

3.2库存管理：库存维持

成本，库存计划，不确定

性管理，库存管理政策，

库存管理实践。 

√  √    

4.1 运输的参与者，运输

的组成，专业化运输服

务。 

√   √   

4.2 运输的经济性与定

价，运输管理，产品定价

与运输。 

√   √   

5.1仓储：战略仓储，仓

库作业，仓库所有权的分

类，仓库决策。 

√    √  

5.2包装和物料处理：包

装促进物料处理效率，物

料处理。 

√    √  

6.1全球供应链：经济全

球化，全球供应链一体

化，国际采购。 

√     √ 

6.2物流运作分析：计划

方法，规划流程的三个阶

段，供应链运作分析方法

和技巧 

√     √ 

6.3 习题与考试 √ √ √ √ √ √ 



167 

 

《分销与物流（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8A1 英文名称：Distrib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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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库存管理 

后续课程：采购与供应链（英语）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供应链的基本模式，掌握物流过程、运作、整合目标和运作

模式，掌握三种客户关系，掌握采购策略，掌握质量要求。 

目标 2：了解库存的功能与定义，掌握库存维持成本，熟练掌握库存计划，

熟练掌握库存管理政策，掌握库存管理实践。 

目标 3：掌握运输的作用和参与者，熟练掌握运输的组成，了解专业化运

输服务，掌握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掌握运输管理，了解产品定价与运输。 

目标 4：熟练掌握战略仓储，掌握仓库作业，掌握仓库所有权的分类，了

解仓库决策。 

目标 5：了解包装作业的前景，掌握包装促进物料处理效率，掌握物料处

理。 

目标 6：了解经济全球化，掌握全球供应链一体化，掌握国际采购。 

二、课程内容 

（一）物流概述 （8 课时） 

1.1 供应链的基本模式，供应链信息系统的组成模块，一体化管理与供应

链流程，响应性。 （2 课时） 

1.2 物流业务的重要性，物流的价值构成，物流过程、运作、整合目标和

运作模式，柔性结构，供应链的同步化。 （2 课时） 

1.3 客户关系管理，采购管理，制造管理。 （4 课时） 

（二）库存管理 （6 课时） 

2.1 库存的功能与定义，库存维持成本的构成。 （2 课时） 

2.2 库存计划，库存管理政策，库存管理实践。 （4 课时） 

（三）运输基础设施 （6 课时） 

3.1 运输的作用和参与者，运输的组成，专业化运输服务。 （3 课时） 

3.2 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运输管理，产品定价与运输。 （3 课时） 

（四）仓储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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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战略仓储，仓库作业。 （4 课时） 

4.2 仓库所有权的分类，仓库决策。 （2 课时） 

（五）包装和物料处理 （2 课时） 

5.1 包装作业的前景，包装促进物料处理效率，物料处理。 （2 课时） 

（六）全球物流 （2 课时） 

6.1 经济全球化，全球供应链一体化，国际采购。 （2 课时） 

（七）课程习题讨论等 （2 课时） 

7.1 课程习题讨论、案例讨论等。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upply Chain Logistics Management》(4th Edition), Donald J. Bowersox, 

David J. Closs, M.Bixby Cooper, and John C. Bowersox，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ontemporary Logistics》(11th Edition), Paul R. Murphy, Jr. and A. Michael 

Knemeyer，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2 

2. 《Logistics Management》, David B. Gran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 

3.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Alan Harrison and Remko van 

Hoek，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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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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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流过程、物

流运作模式、库存计划、库存管理政策、运输的组成、运输的经济性与定价、

战略仓储、仓库作业、物料处理和国际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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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供

应链的基本模

式，掌握物流过

程、运作、整合

目标和运作模

式，掌握三种客

户关系，掌握采

购策略，掌握质

量要求。 

目标 2：了解库

存的功能与定

义，掌握库存维

持成本，熟练掌

握库存计划，熟

练掌握库存管理

政策，掌握库存

管理实践。 

目标 3：掌握运

输的作用和参

与者，熟练掌握

运输的组成，了

解专业化运输

服务，掌握运输

的经济性与定

价，掌握运输管

理，了解产品定

价与运输。 

目标 4：熟练

掌握战略仓

储，掌握仓库

作业，掌握仓

库所有权的

分类，了解仓

库决策。 

目标 5：了解

包装作业的

前景，掌握包

装促进物料

处理效率，掌

握物料处理。 

目标 6：了解

经济全球化，

掌握全球供

应链一体化，

掌握国际采

购。 

1.1 供应链的基

本模式，一体化

管理与供应链流

程。 

√      

1.2 物流过程、

运作、整合目标

和运作模式。 

√      

1.3 客户关系管

理，采购管理，

制造管理。 

√      

2.1 库存的功能

与定义，库存维

持成本的构成。 

√ √     

2.2 库存计划，

库存管理政策，

库存管理实践。 

√ √     

3.1 运输的作用

和参与者，运输

的组成，专业化

运输服务。 

√  √    

3.2 运输的经济

性与定价，运输

管理，产品定价

与运输。 

√  √    

4.1 战略仓储，

仓库作业。 
√   √   

4.2 仓库所有权

的分类，仓库决

策。 

√   √   

5.1 包装作业的

前景，包装促进

物料处理效率，

物料处理。 

√    √  

6.1 经济全球

化，全球供应链

一体化，国际采

购。 

√     √ 

7.1 课程习题讨

论、课程作品演

示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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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程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30P1        英文名称：Servic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学分/学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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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要区别，理解服务业务的基本特征。 

目标 2：掌握服务系统设计、服务设施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服务接触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服务管理导论 （2课时） 

1.1对服务概念的理解。 （1课时） 

1.2对服务特征的理解。 （1课时） 

（二）服务系统设计 （4课时） 

2.1服务流程的设计与分析。 （2课时） 

2.2服务系统构成与服务蓝图设计。 （1课时） 

2.3服务系统设计的思想。 （1课时） 

（三）服务设施设计 （4课时） 

3.1服务设施设计的基本思想。 （1课时） 

3.2服务设施设计的指导理论。 （1课时） 

3.3服务设施装饰设计。 （1课时） 

3.4服务设施布局设计。 （1课时） 

（四）服务接触管理 （3课时） 

4.1服务接触概述。 （1课时） 

4.2服务接触中的顾客角色及管理策略。 （1课时） 

4.3服务接触中的员工角色及管理策略。 （0.5课时） 

4.4服务接触中的组织角色及管理策略。 （0.5课时） 

（五）服务质量管理 （3课时） 

5.1服务质量的内涵。 （1课时） 

5.2服务质量的控制与改进。 （1课时） 

5.3服务承诺与补救。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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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服务管理学》（第 1 版），冯俊、张运来编著，科学出版社，2010.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服务管理运作、战略与信息技术》（英文原书第 8 版）, （美）詹姆

斯·A.菲茨西蒙斯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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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服务管理导论、

服务系统设计、服务设施设计、服务接触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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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主要区别，理解服

务业务的基本特征  

目标 2：掌握服务系统

设计、服务设施设计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服务接触

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 

1.1对服务概念的理解 √   

1.2对服务特征的理解 √   

2.1服务流程的设计与分析  √  

2.2服务系统构成与服务蓝图设计  √  

2.3服务系统设计的思想  √  

3.1服务设施设计的基本思想  √  

3.2服务设施设计的指导理论  √  

3.3服务设施装饰设计  √  

3.4服务设施布局设计  √  

4.1服务接触概述   √ 

4.2服务接触中的顾客角色及管理策略   √ 

4.3服务接触中的员工角色及管理策略   √ 

4.4服务接触中的组织角色及管理策略   √ 

5.1服务质量的内涵   √ 

5.2服务质量的控制与改进   √ 

5.3服务承诺与补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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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4P1       英文名称：Servic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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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目标 2：运用所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服务市场、进行服务市场的定位、服

务营销组合的设计和服务营销的规划。 

目标 3：掌握不同的服务营销策略的特点与方案策划，能够将营销战略管

理的基本方法运用到服务市场上。 

目标 4：在服务营销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意

识。 

二、课程内容 

（一）服务营销的理论基础 （6课时） 

1.1服务营销核心概念。 （2课时） 

1.2服务营销创新观念。 （4课时） 

（二）服务市场营销战略 （6课时） 

2.1服务市场细分。 （2课时） 

2.2服务目标市场战略。 （2课时） 

2.3服务市场定位。 （2课时） 

（三）服务市场营销策略 （8课时） 

3.1服务产品及品牌策略。 （2课时） 

3.2服务定价策略。 （2课时） 

3.3服务分销策略。 （2课时） 

3.4服务促销与沟通策略。 （2课时） 

（四）服务营销实施的基本内容 （6课时） 

4.1 服务人员的价值、激励和培养。 （2课时） 

4．2服务过程的内容、特点和接触点管理。 （2课时） 

4.3服务的有形展示。 （2课时） 

（五）服务综合管理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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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服务承诺与服务失误 （1课时） 

5.2顾客抱怨与服务补救 （1课时） 

5.3顾客投诉处理 （2课时） 

5.4服务营销中的伦理与未来展望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服务营销：理论、方法与案例》郑锐洪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服务营销》（第 6 版），瓦拉瑞尔 A.泽丝曼尔、玛丽·乔·比特纳、

德韦恩 D.格兰姆勒著；张金成、白长虹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1 

2. 《服务营销》，许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7 

3. 《服务运营管理》胡欣悦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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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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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服务营销的基

本概念、基本

原理。 

目标 2：运用所学原理

和方法来分析服务市

场、进行服务市场的定

位、服务营销组合的设

计和服务营销的规划。 

目标 3：掌握不同的

服务营销策略的特点

与方案策划，能够将

营销战略管理的基本

方法运用到服务市场

上。 

目标 4：在服务营

销的实施过程

中，具有社会责

任感、合作精神

和创新意识。 

1.1服务营销核心概念。 √    

1.2服务营销创新观念。 √    

2.1服务市场细分。  √   

2.2服务目标市场战略。  √   

2.3服务市场定位。  √   

3.1服务产品及品牌策略。   √  

3.2服务定价策略。   √  

3.3服务分销策略。   √  

3.4服务促销与沟通策略。   √  

4.1 服务人员的价值、激励和培

养。 
  √ √ 

4．2服务过程的内容、特点和接触

点管理。。 
  √  

4.3服务的有形展示。  √ √ √ 

5.1服务承诺与服务失误   √ √ 

5.2顾客抱怨与服务补救   √ √ 

5.3顾客投诉处理   √ √ 

5.4服务营销中的伦理与未来展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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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80P1       英文名称：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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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货代与报关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港口物流的的涵义、基本功能、港口物流生产特点、港口的主要

设施的特点及港口装卸工艺的特点，理解港口与物流的关系以及港口的重要性。 

目标 2：了解港口生产计划管理体系及其内容，理解港口生产调度的内容

和重要性，掌握港口集装箱码头生产工艺及主要装卸作业机械。 

目标 3：掌握集装箱货物进出口的业务操作流程和单证流转，理解集装箱

码头的检查桥业务、箱务管理业务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相关内容，了解外轮理

货的内容、工作程序和方法。 

目标 4：了解港口市场的概念、港口服务合同的含义及合同管理的内容、

港口费收概念以及港口费收的主要种类，掌握我国口岸管理系统的组成和海关

通关基本制度及保税区的优势、港口与保税区的关系、区港一体物流业务模式。 

目标 5：掌握常用的港口信息管理系统的种类、港口物流信息平台的体系结构。 

二、课程内容 

（一）港口物流的基本知识 （12课时） 

1.1港口与物流的关系、港口物流的涵义和特点，港口物流的基本功能。 

 （3课时） 

1.2现代港口的发展历程。 （2课时） 

1.3中国及世界主要港口介绍。 （3课时） 

1.4现代物流与港口发展的关系。 （2课时） 

1.5港口物流的基本规定。 （2课时） 

（二）港口物流设备及生产作业 （6课时） 

2.1 港口物流的主要设施、集装箱装卸机械。 （2课时） 

2.2港口物流生产及统计指标体系。 （2课时） 

2.3港口装卸工艺设计、集装箱装卸工艺。 （2课时） 

（三）港口集装箱运输业务管理 （3课时） 

3.1 集装箱运输概述。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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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装箱进出口业务与单证流转。 （1课时） 

3.3 集装箱码头的检查口业务及箱务管理。 （1课时） 

（四）港口物流服务 （3课时） 

4.1 船舶理货业务。 （1课时） 

4.2 船舶代理业务。 （1课时） 

4.3 国际货运代理及第三方、第四方国际物流。 （1课时） 

（五）港口口岸管理及保税物流 （5课时） 

5.1 我国口岸管理制度。 （1课时） 

5.2 口岸检验检疫制度、海关货运监管制度。 （1课时） 

5.3 保税物流与保税区。 （2课时） 

5.4区港联动与保税港。 （1课时） 

（六）港口物流信息系统 （3课时） 

6.1 港口信息系统概述。 （1课时） 

6.2 港口物流信息平台。 （1课时） 

6.3 我国港口物流信息化建设。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港口物流》，王斌义，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港口物流》（第 2 版），顾永才，高倩倩等编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2016.06 

2. 《港口物流》，张旖，尹传忠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07 

3. 《港口物流》，谭钧，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10 

4.《港口物流》，汪长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5. 《港口物流枢纽运营组织与流程控制技术》，庞雪松，东朝晖等编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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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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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港口物流的基本

知识，港口物流设备及生产作业，港口集装箱运输业务管理，港口物流服务，

港口口岸管理及保税物流，港口物流信息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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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港

口物流的的涵

义、基本功能、

港口物流生产

特点、港口的

主要设施的特

点及港口装卸

工艺的特点，

理解港口与物

流的关系以及

港口的重要性 

目标 2：了解港

口生产计划管

理体系及其内

容，理解港口生

产调度的内容

和重要性，掌握

港口集装箱码

头生产工艺及

主要装卸作业

机械 

目标 3：掌握集装

箱货物进出口的

业务操作流程和

单证流转，理解集

装箱码头的检查

桥业务、箱务管理

业务也是应该予

以重视的相关内

容，了解外轮理货

的内容、工作程序

和方法 

目标 4：了解港口市场

的概念、港口服务合同

的含义及合同管理的

内容、港口费收概念以

及港口费收的主要种

类，掌握我国口岸管理

系统的组成和海关通

关基本制度及保税区

的优势、港口与保税区

的关系、区港一体物流

业务模式 

目标 5：

掌握常

用的港

口信息

管理系

统的种

类、港口

物流信

息平台

的体系

结构 

1.1港口与物流的关系、港

口物流的涵义和特点，港口

物流的基本功能 

√     

1.2现代港口的发展历程 √     

1.3中国及世界主要港口介

绍 
√   √  

1.4现代物流与港口发展的

关系 
√     

1.5港口物流的基本规定  √    

2.1 港口物流的主要设施、

集装箱装卸机械 
 √    

2.2港口物流生产及统计指

标体系 
 √   √ 

2.3港口装卸工艺设计、集

装箱装卸工艺 
 √ √   

3.1 集装箱运输概述 √ √  √  

3.2 集装箱进出口业务与单

证流转 
 √ √   

3.3 集装箱码头的检查口业

务及箱务管理 
 √    

4.1 船舶理货业务    √  

4.2 船舶代理业务    √  

4.3 国际货运代理及第三

方、第四方国际物流 
   √ √ 

5.1 我国口岸管理制度     √ 

5.2 口岸检验检疫制度、海

关货运监管制度 
    √ 

5.3 保税物流与保税区     √ 

5.4区港联动与保税港   √   

6.1 港口信息系统概述    √ √ 

6.2 港口物流信息平台    √  

6.3 我国港口物流信息化建

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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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622A1               

英文名称：The Introduction of Law about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公共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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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介绍工程相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工程领域相关

法律基础理论的核心。使学生能够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培养法律意识和法治

精神。 

目标 2：通过对立法目的目标分析，国际同类法律比较、主要概念和法条

解读，典型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工程领域相关常用法律基本内容。 

目标 3：培养学生一定的从事工程相关商事活动法律实务的操作能力和运

用法律理论知识处理相关问题或纠纷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包括法律概述、公司法、合同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劳

务派遣法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台胞投资保护法、专利法、

知识产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密法、网络安全法、商事代理、中介、

招投标法、票据法、税法、保险法、会计准则、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国

际货物卖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公约、国际法纵览、争端解决机制等内

容。  

教学组织形式包括基本理论和实务介绍、拓展内容报告和辨析、案例讨论

和现场辩论。 

（一）法律概述 （4课时） 

（二）公司法 （2课时） 

（三）合同法 （2课时） 

（四）民法、民事诉讼法 （2课时） 

（五）劳动法、劳务派遣法规 （2课时）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台胞投资保护法 （2课时） 

（七）专利法、知识产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2课时） 

（八）保密法、网络安全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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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商事代理、中介、招投标法 （2课时） 

（十）票据法、税法、保险法、会计准则 （2课时） 

（十一）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 （2课时） 

（十二）国际货物卖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 （2课时） 

（十三）国际公约、国际法纵览 （2课时） 

（十四）争端解决机制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法律基础（第 2版），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 

法学概论（第 4版），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全国人大网站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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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为综合案例分析。 

五、附件 

 

制定人：  朱健  审核人：  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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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基本的法律常

识，培养法律意识和法治精

神 

目标 2：了解工程领域相

关常用法律基本内容 

目标 3：培养学生一定的

法律实务的操作能力和

纠纷的能力 

法律概述 √   

公司法 √ √ √ 

合同法 √ √ √ 

民法、民事诉讼法 √ √ √ 

劳动法、劳务派遣法规 √ √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台胞投资保护法 
√ √ √ 

专利法、知识产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

条例 
√ √ √ 

保密法、网络安全法 √ √ √ 

商事代理、中介、招投标法 √ √ √ 

票据法、税法、保险法、会计准则 √ √ √ 

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 √ √ √ 

国际货物卖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 √ √ √ 

国际公约、国际法纵览 √  √ 

争端解决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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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5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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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 

后续课程：服务工程与管理、精益生产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工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目标 2：掌握货币等值基本方法和及综合应用。 

目标 3：掌握对项目若干投资方案的经济评价指标和比选的方法。 

目标 4：对项目折旧计算有初步了解。 

目标 5：掌握项目的盈利性分析及计算。 

目标 6：了解资产更新的方案的比较方法。 

目标 7：掌握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目标 8：对价值工程等内容有一个系统的把握，培养进行工程经济分析的

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经济学基本概念 （1课时） 

1.1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工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沉没成

本、机会成本概念等内容。 （1学时） 

（二）工程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识别与估算 （2课时） 

2.1 工程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 （1学时） 

2.2估算技术。 （1学时） 

（三）货币等值计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货币的时间价值、利息的种类和复利计算。 （4学时） 

3.2 名义利率和有效利率的概念及计算、等值计算。 （3学时） 

3.3常用的还本付息方式（1学时） 

（四）投资方案评价判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投资回收期的概念及计算，净现值、将来值、年度等值的经济含义及

计算方法。 （3学时） 

4.2内部收益率的经济含义及计算。 （1学时） 

4.3互斥方案的比选、项目方案的排序。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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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服务寿命不等方案比较。 （1学时） 

（五）折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折旧、摊销、折耗及其计算方法。 （2学时） 

（六）工程项目投资的盈利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资金成本的概念及计算。 （1学时） 

6.2投资项目盈利性分析。 （1学时） 

（七）资产更新、租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设备更新的考虑因素、经济寿命的概念及静态、动态计算。（1学时） 

7.2寿命不同的更新方案的比较、以经济寿命为根据的更新分析。 

 （2学时） 

7.3设备租赁的经济分析。 （1学时） 

（九）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临界分析及临界值的计算、敏感性分析的步骤及计算。 （1学时） 

9.2 多因素组合敏感性分析与临界值计算。 （1学时） 

（十）价值工程（学生自主学习） （3课时） 

10.1价值工程的产生与发展。 （1学时） 

10.2目标的选定、方案的评价和选择。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经济学》（第 5版），邵颖红，黄渝祥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程经济学概论》（第 2 版），邵颖红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2、《工程经济学》，宋国防、贾湖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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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及考勤(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按各章知识点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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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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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学生掌握

工程经济

学的基本

理论 

目标 2：

掌握货币

等值基本

方法和及

综合应用 

目标 3：掌握

项目若干投

资方案的经

济评价指标

和比选方法 

目标 4：

对项目

折旧计

算有初

步了解 

目标 5：

掌握项目

的盈利性

分析及计

算 

目标 6：

了解资产

更新的方

案的比较

方法 

目标 7：

掌握项目

不确定性

分析与风

险分析 

目标 8：

对价值工

程等内容

有一个系

统的把握 

1.1工程经济学的基

本概念 
√        

1.2 现金流量基本的

概念，估算方法及估

算模型 

√        

1.3流动资金的估算 √        

2.1 货币的时间价

值、利息的种类和复

利计算 

 √       

2.2 名义利率和有效

利率的概念及计算、

等值计算 

 √       

2.3常用的还本付息

方式 
 √       

3.1投资回收期的概

念及计算，净现值、

将来值、年度等值的

经济含义及计算方法 

  √      

3.2内部收益率的经

济含义及计算 
  √      

3.3互斥方案的比选、

项目方案的排序 
  √      

3.4服务寿命不等方

案比较及应用 
  √      

4.1折旧、摊销、折耗

及其计算方法 
   √     

5.1资金成本的概念

及计算 
    √    

5.2投资项目盈利性

分析 
    √    

6.1 设备更新的考虑

因素、经济寿命的概

念及计算 

     √   

6.2寿命不同的更新

方案的比较、以经济

寿命为根据的更新分

析 

     √   

6.3设备租赁的经济

分析 
     √   

7.1临界分析及临界

值的计算、敏感性分

析 

      √  

7.2 多因素组合敏感

性分析与临界值计算 
      √  

8.1价值工程的产生

与发展。 
       √ 

8.2目标的选定、方案

的评价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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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01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基础、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工程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工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目标 2：掌握货币等值基本方法和及综合应用。 

目标 3：掌握对项目若干投资方案的经济评价指标和比选的方法。 

目标 4：对项目折旧计算有初步了解。 

目标 5：了解资产更新的方案的比较方法。 

目标 6：掌握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目标 7：对价值工程等内容有一个系统的把握，培养进行工程经济分析的

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工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沉没成

本、机会成本概念等内容。 （2学时） 

1.2 现金流量基本的概念，估算方法及估算模型。 （1学时） 

1.3流动资金的估算。 （1学时） 

（二）货币等值计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货币的时间价值、利息的种类和复利计算。 （3学时） 

2.2 名义利率和有效利率的概念及计算、等值计算。 （4学时） 

2.3常用的还本付息方式 （1学时） 

投资方案评价判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投资回收期的概念及计算，净现值、将来值、年度等值的经济含义及

计算方法。 （4学时） 

3.2内部收益率的经济含义及计算。 （1学时） 

3.3互斥方案的比选、项目方案的排序。 （2学时） 

3.4服务寿命不等方案比较。 （1学时） 

折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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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折旧、摊销、折耗及其计算方法。 （2学时） 

资产更新、租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设备更新的考虑因素、经济寿命的概念及静态、动态计算。（1学时） 

6.2寿命不同的更新方案的比较、以经济寿命为根据的更新分析。 

 （2学时） 

6.3设备租赁的经济分析。 （1学时） 

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临界分析及临界值的计算、敏感性分析的步骤及计算。 （1学时） 

7.2 多因素组合敏感性分析与临界值计算。 （1学时） 

价值工程（学生自主学习） 

8.1价值工程的产生与发展。 

8.2目标的选定、方案的评价和选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经济学》（第 5版），邵颖红，黄渝祥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工程经济学概论》（第 2 版），邵颖红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工程经济学》，宋国防、贾湖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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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30%)及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按各章知识点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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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严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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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学生掌握工

程经济学的

基本理论 

目标 2：掌

握货币等值

基本方法和

及综合应用 

目标 3：掌握

项目若干投

资方案的经

济评价指标

和比选方法 

目标 4：对

项目折旧

计算有初

步了解 

目标 5：了

解资产更

新的方案

的比较方

法 

目标 6：掌

握项目不确

定性分析与

风险分析 

目标 7：对

价值工程等

内容有一个

系统的把握 

1.1工程经济学的基

本概念 
√       

1.2 现金流量基本

的概念，估算方法及

估算模型 

√       

1.3流动资金的估算 √       

2.1 货币的时间价

值、利息的种类和复

利计算 

 √      

2.2 名义利率和有

效利率的概念及计

算、等值计算 

 √      

2.3常用的还本付息

方式 
 √      

3.1投资回收期的概

念及计算，净现值、

将来值、年度等值的

经济含义及计算方

法 

  √     

3.2内部收益率的经

济含义及计算 
  √     

3.3互斥方案的比

选、项目方案的排序 
  √     

3.4服务寿命不等方

案比较及应用 
  √     

4.1折旧、摊销、折

耗及其计算方法 
   √    

5.1 设备更新的考

虑因素、经济寿命的

概念及计算 

    √   

5.2寿命不同的更新

方案的比较、以经济

寿命为根据的更新

分析 

    √   

5.3设备租赁的经济

分析 
    √   

6.1临界分析及临界

值的计算、敏感性分

析 

     √  

6.2 多因素组合敏

感性分析与临界值

计算 

     √  

7.1价值工程的产生

与发展。 
      √ 

7.2目标的选定、方

案的评价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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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造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57Q1         英文名称：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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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信息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制造与制造技术基础；  

目标 2：掌握机械产品、材料、加工设备和制造过程； 

目标 3：掌握电子产品、元器件、焊接装配工艺、调试方法； 

目标 4：掌握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和流程； 

目标 5：；掌握产品制造过程及管理方法； 

目标 6：掌握产品制造过程质量管理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制造与制造技术基础知识 （3课时） 

1.1制造与制造技术 （1课时） 

1.2制造技术与管理的发展历程。 （1课时） 

1.3制造技术与管理的功能构成。 （1课时） 

（二）机电产品与制造 （13课时） 

2.1机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 （3课时） 

2.2工程材料及其制造性能。 （2课时） 

2.3金属切削加工技术。 （2课时） 

2.4常用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产品。 （2课时） 

2.5焊接工艺与装配工艺基础。 （2课时） 

2.6电子产品调试。 （2课时） 

（三）产品设计、制造与质量管理 （12课时） 

3.1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 （3课时） 

3.2制造过程管理。 （5课时） 

3.3制造过程质量管理。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制造与管理》，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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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江树基．机械制造必备知识与管理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7 

2、余承辉．机械制造技术．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9 

3. 叶春明．生产计划与控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 

4、陈荣秋．生产与运作管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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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考勤作业。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制造概论、

机械产品与制造、电子产品与制造、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制造过程管理、制

造过程质量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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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制造与

制造技术基

础 

目标 2：

掌握机械产

品、材料、

加工设备和

制造过程 

目标 3：

掌握电子产

品、元器件、

焊接装配工

艺、调试方法； 

目标 4：

掌握产品设

计与开发管

理和流程； 

 

目标

5：；掌握产

品制造过程

及管理方

法； 

目标 6：

掌握产品制

造过程质量

管理方法。 

1.1制造与制造技术 √      

1.2 制造技术与管理的发展

历程。。 
√      

1.3 制造技术与管理的功能

构成 
√      

2.1 机械产品及其制造过

程。。 
 √     

 2.2 工程材料及其制造性

能。 
 √     

2.3金属切削加工技术。  √     

2.4 常用电子元器件及电子

产品。 
  √ √   

2.5 焊接工艺与装配工艺基

础。 
  √    

2.6电子产品调试。   √    

 3.1产品设计与开发管理。    √   

3.2制造过程管理。     √  

3.3制造过程质量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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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前沿》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28P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Engineering Frontier 

学分/学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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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设施规划与布局、生产计划与控制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专业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国外工业工业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比较。 

目标 2：掌握工业工程技术基础体系。 

目标 3：掌握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目标 4：掌握速率分析与平衡率方法。 

目标 5：掌握抽样方法应用与浪费的消除。 

二、课程内容 

（一）前沿概论 （3课时） 

（二）过程质量控制 （3课时） 

（三）速率分析与平衡率 （3课时） 

（四）浪费的定量与改善 （4课时） 

（五）抽样方法与应用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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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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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专业知

识要求、能力要求，

国外工业工业工程

专业培养方案比较 

目标 2：掌握

工业工程技术

基础体系 

目标 3：掌握

过程质量控

制方法 

目标 4：掌握速

率分析与平衡

率方法 

目标 5：掌握抽样方法

应用与浪费的消除 

1前沿概论 √     

2.过程质量控制  √   √ 

3速率分析与平衡率   √   

4.浪费的定量与改善    √  

5.抽样方法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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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6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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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生产计划与控制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实验仪器和器材、掌握 BOM 表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生产工艺设计与优化方法。 

目标 3：掌握标准作业书编制方法。 

目标 4：学会使用 excel 进行生产计划排程。 

目标 5：掌握设计柔性生产方案及人员安排的方法，实现柔性制造产线平

衡。 

目标 6：掌握 JIT/JIS 原理、JIS 物料上线等内容，分组完成柔性制造产线

生产。 

二、课程内容 

（一）实验仪器和器材、BOM表设计 （4课时） 

1.1实验仪器和器材。 （0.5学时） 

1.2生产流水线。 （0.5学时） 

1.3实验器材装配方法。 （1学时） 

1.4物料清单 BOM表设计。 （2学时） 

生产工艺设计与优化 （12课时） 

2.1重复装配 10遍（定义作业单元及数量）。 （2学时） 

2.2制订标准工时。 （2学时） 

2.3编制流程图。 （2学时） 

2.4设定流水线生产工艺（5—8个工位） （2学时） 

2.5计算节拍、平衡率  （2学时） 

2.6平衡率改善  （2学时） 

标准作业书编制 （4时） 

（四）excel制作生产计划自动排程 （4课时） 

4.1软件操作环境，及相关函数。 （0.5学时） 

4.2准备材料，包括订单信息，产能信息。 （0.5学时）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Microsoft/Documents/Tencent%20Files/3037757403/FileRecv/MODELL%20Z%20DRL%20组合前照灯散热支架总成%20流程图11.05.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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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计算每个产品的启动时间。 （0.5学时） 

4.4确定不同优先级订单的生产计划排程。 （2学时） 

4.5改变产能、生产订单等数据，计算新生产计划。 （0.5学时） 

（五）柔性制造产线平衡 （8课时） 

5.1 确定任务作业时间及紧前关系表。 （2学时） 

5.2制作动态 BOM表。 （2学时） 

5.3确定节拍、划定工作站。 （2学时） 

5.4制定人员安排表、物料货架表、物料供应计划时间表、工位配盘表。 

 （2学时） 

（六）柔性制造产线生产 （8课时） 

6.1 分组进行生产加工。 （2学时） 

6.3 生产线平衡改善。 （2学时） 

6.4生产线平衡分析报告。 （4学时） 

三、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答辩和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核学生出勤情况，遵守课堂纪律，认真

填写实验设备使用清单。 

实验答辩占比 30%，答辩思路清晰、回答问题准确。 

实验报告占比 40%，要求版面清洁，格式规范、字迹工整，对实验过程描

述的清晰性，实验结果的分析与结论。 

四、选用教材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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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实

验仪器和器材、

学会物料清单

BOM表设计 

目标 2：掌

握生产工

艺设计与

优化方法 

目标 3：掌握

标准作业书

编制方法 

目标 4:学

会使用

excel进行

生产计划

排程 

目标 5：，掌握

设计柔性生产

方案及人员安

排的方法，实

现柔性制造产

线平衡 

目标 6：掌握

JIT/JIS原理、

JIS物料上线等

内容，分组完成

柔性制造产线

生产 

1.1实验仪器和器材。 √      

1.2生产流水线。 √      

1.3实验器材装配方法 √      

1.4 物料清单 BOM 表设

计 
√      

2.1 重复装配 10 遍（定

义作业单元及数量） 
 √     

2.2制订标准工时  √     

2.3编制流程图  √     

2.4 设定流水线生产工

艺（5—8个工位） 
 √     

2.5计算节拍、平衡率  √     

2.6平衡率改善   √    

3 标准作业书编制       

4.1熟悉软件操作环境，

及相关函数 
   √   

4.2准备材料，包括订单

信息，产能信息 
   √   

4.3 计算每个产品的启

动时间 
   √   

4.4 确定不同优先级订

单的生产计划排程 
   √   

4.5改变产能、生产订单

等数据，计算新生产计

划 

  √ √   

 5.1 确定任务作业时

间及紧前关系表 
    √  

 5.2制作动态 BOM表     √  

5.3确定节拍、划定工作

站 
    √  

5.4制定人员安排表、物

料货架表、物料供应计

划时间表、工位配盘表 

    √  

6.1 分组进行生产加工      √ 

6.3 生产线平衡改善       √ 

6.4 生产线平衡分析报

告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Microsoft/Documents/Tencent%20Files/3037757403/FileRecv/MODELL%20Z%20DRL%20组合前照灯散热支架总成%20流程图11.05.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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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529P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Produc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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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机电设备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了解机电产品的主要类别，理解工业

品营销与消费品营销的共性与差异。 

目标 2：掌握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决策分析的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理解工业品营销规划的主

要内容。 

目标 4：了解工业品营销的 4P策略组合知识，重点掌握工业品专利制度、

价值营销、招投标采购方式等知识。 

目标 5：理解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目标 6：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建立与维护的基本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工业品基本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简要回顾市场营销学知识体系、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1课时） 

1.2掌握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了解机电产品的主要类别。 （2课时） 

1.3理解工业品营销与消费品营销的共性与差异。 （1课时） 

1.4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二）工业品市场分析与营销规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掌握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特点 ，理解工业品购买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 （2课时） 

2.2掌握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 （2课时）  

2.3了解工业品营销战略规划的基本内容。 （2课时） 

2.4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三）工业品 4P营销策略组合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掌握工业品产品组合、产品生命周期、工业品品牌与专利制度知识。 

 （3课时） 

3.2了解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因素，掌握工业品招投标方式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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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3.3掌握工业品销售渠道建设与物流管理的基本知识。 （2课时） 

3.4理解工业品销售的特点与服务要求，掌握工业品价值营销的基本知识。 

 （1课时） 

3.5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四）工业品的项目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理解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与特点。 （2课时） 

4.2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建立与维护

的基本内容。 （2课时） 

（五）工业品营销人员素质要求及课程总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了解工业品营销人员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1课时） 

5.2讨论面对个人客户与组织客户销售的异同，课程总结。 （1课时） 

5.3课程测试 （2课时） 

三、课程参考教材 

1、《工业品市场营销》梁青玉 张世新 唐海斌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工业品营销》 严家明 李生校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版 

3、《工业品营销》李洪道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4、《BTOB营销战略》小弗雷德里克·E.韦伯斯特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及交流（30%）、考勤与课堂表现(10%)。 

2. 期末考试占比 60%，可采用开卷考试，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可以采用小论文等其他形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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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工业品的含义

及分类，了解

机电产品的主

要类别，理解

工业品营销与

消费品营销的

共性与差异。 

目标 2：掌

握工业品客

户类型及购

买决策分析

的基本知

识。 

 

目标 3：掌握

工业品营销环

境分析的主要

方法，理解工

业品营销规划

的主要内容。 

目标 4:了解工

业品营销的 4P

策略组合知

识，重点掌握

工业品专利制

度、价值营销、

招投标采购方

式等知识。 

目标 5：理

解工业品

项目营销

的含义与

主要内

容。 

目标 6：了解

工业品客户

关系建立与

维护的基本

知识。 

 

1.1回顾市场营销学知识体

系、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 √   

1.2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

机电产品的主要类别。 
√      

1.3工业品营销与消费品营

销的共性与差异。 
√ √ √ √   

1.4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2.1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

特点 ，购买决策过程及影

响因素。 

 √  √ √ √ 

2.3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

主要方法。 
  √ √ √  

2.4工业品营销战略规划的

基本内容 
  √    

2.4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3.1工业品产品组合、产品

生命周期、品牌与专利制度

知识。 

√  √ √ √  

3.2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因

素，工业品招投标方式的基

本流程。 

√ √ √ √ √  

3.3工业品销售渠道建设与

物流管理的基本知识。 
√  √ √  √ 

3.4工业品销售的特点与服

务要求，工业品价值营销的

基本知识。 

√   √ √ √ 

3.5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  

4.1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

与特点。 
√  √ √ √ √ 

4.2工业品客户关系管理的

重要性，工业品客户关系建

立与维护的基本知识。 

√     √ 

5.1工业品营销人员所需具

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    √ √ 

5.2面对个人客户与组织客

户销售的异同，课程总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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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D32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Produc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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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机电设备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了解机电产品的主要类别，理解工业

品营销与消费品营销的共性与差异。 

目标 2：掌握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决策分析的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理解工业品营销规划的主

要内容。 

目标 4：了解工业品营销的 4P策略组合知识，重点掌握工业品专利制度、

价值营销、招投标采购方式等知识。 

目标 5：理解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目标 6：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建立与维护的基本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工业品基本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简要回顾市场营销学知识体系、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1课时） 

1.2掌握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了解机电产品的主要类别。 （2课时） 

1.3理解工业品营销与消费品营销的共性与差异。 （1课时） 

1.4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二）工业品市场分析与营销规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掌握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特点 ，理解工业品购买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 （2课时） 

2.2掌握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 （2课时）  

2.3了解工业品营销战略规划的基本内容。 （2课时） 

2.4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三）工业品 4P营销策略组合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掌握工业品产品组合、产品生命周期、工业品品牌与专利制度知识。 

 （3课时） 

3.2了解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因素，掌握工业品招投标方式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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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3.3掌握工业品销售渠道建设与物流管理的基本知识。 （2课时） 

3.4理解工业品销售的特点与服务要求，掌握工业品价值营销的基本知识。 

 （1课时） 

3.5作业交流与讨论。 （2课时） 

（四）工业品的项目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理解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与特点。 （2课时） 

4.2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工业品客户关系建立与维护

的基本内容。 （2课时） 

（五）工业品营销人员素质要求及课程总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了解工业品营销人员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1课时） 

5.2作业交流与讨论。课程总结。 （1课时） 

5.3课程测试（2课时） 

三、课程参考教材 

1、《工业品市场营销》梁青玉 张世新 唐海斌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工业品营销》 严家明 李生校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版 

3、《工业品营销》李洪道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4、《BTOB营销战略》小弗雷德里克·E.韦伯斯特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及交流（40%）、考勤与课堂表现

(10%)。 

2、期末考试占比 50%，可采用开卷考试，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可以采用小论文等其他形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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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

业品的含义及

分类，了解机电

产品的主要类

别，理解工业品

营销与消费品

营销的共性与

差异。 

目标 2：掌

握工业品

客户类型

及购买决

策分析的

基本知

识。 

 

目标 3：掌握

工业品营销

环境分析的

主要方法，理

解工业品营

销规划的主

要内容。 

目标 4:了解工业

品营销的 4P策略

组合知识，重点掌

握工业品专利制

度、价值营销、招

投标采购方式等

知识。 

目标 5：

理解工业

品项目营

销的含义

与主要内

容。 

目标 6：

了解工业

品客户关

系建立与

维护的基

本知识。 

 

1.1回顾市场营销学知识体

系、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 √   

1.2工业品的含义及分类，机

电产品的主要类别。 
√      

1.3工业品营销与消费品营

销的共性与差异。 
√ √ √ √   

1.4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2.1工业品客户类型及购买

特点 ，购买决策过程及影响

因素。 

 √  √ √ √ 

2.3工业品营销环境分析的

主要方法。 
  √ √ √  

2.4工业品营销战略规划的

基本内容 
  √    

2.4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3.1工业品产品组合、产品生

命周期、品牌与专利制度知

识。 

√  √ √ √  

3.2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因素，

工业品招投标方式的基本流

程。 

√ √ √ √ √  

3.3工业品销售渠道建设与

物流管理的基本知识。 
√  √ √  √ 

3.4工业品销售的特点与服

务要求，工业品价值营销的基

本知识。 

√   √ √ √ 

3.5作业交流与讨论。 √  √ √ √  

4.1工业品项目营销的含义

与特点。 

 

√  √ √ √ √ 

4.2工业品客户关系管理的

重要性，工业品客户关系建立

与维护的基本知识。 

√     √ 

5.1工业品营销人员所需具

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    √ √ 

5.2作业交流与讨论。课程总

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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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08Q1       英文名称：Public Relationship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经济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公共关系的产生，发展，和以及在各国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公共关系的功能，机构设置，公共关系运作程序。 

目标 3：掌握公共关系实务的技巧和方法，公共关系的三要素：组织、公

众、传播。 

目标 4： 掌握公共关系沟通与礼仪，公共关系危机处理的方法，原则。 

二、课程内容 

（一）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理论 （6课时） 

1.1公共关系的产生，产生条件、公共关系发展及趋势。 （4课时） 

1.2公共关系学的职责与功能。 （2课时） 

（二）公共关系的三要素 （10课时） 

2.1社会组织的定义与特征，分类，社会组织机构，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3课时） 

2.2公众的定义及特征，公众的类型及公众心理概述 （4课时） 

2.3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与特征，影响传播的因素，掌握公共关系的传播

媒介；组织形象概述，塑造组织形象的 CIS系统工程。公共关系广告的特征。 

 （3课时） 

（三）公共关系运作过程 （2课时） 

3.1公共关系调查，公共关系计划，公共关系实施与评估。 （2课时） 

（四）公共关系沟通技巧与公关礼仪 （6课时） 

4.1 公共关系语言艺术、倾听艺术、非语言沟通、跨文化沟通的技巧及注

意事项。 （3课时） 

4．2日常交际礼仪、电话礼仪、握手礼仪、乘车礼仪等。 （3课时） 

（五）公关危机防范与处理 （8课时） 

5.1公关的日常工作与专项工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3课时） 

5.2公共关系的最新理论。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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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利用理论选择案例制作 PPT并演示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公共关系学》，潘红梅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公共关系学组织形象管理的学问》，范徵，潘红梅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4.09 

2. 《公共关系学》，李道平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公共关系学》，李付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公共关系学导论》，居延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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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参与、课堂演示小组及考勤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关系的原

理和实务应用，公共关系学的危机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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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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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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公共关

系的产生，发展，和

以及在各国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公共关

系的功能，机构设

置，公共关系运作

程序。 

目标 3：掌握公共关

系实务的技巧和方

法，公共关系的三

要素：组织、公众、

传播。 

目标 4： 掌握公

共关系沟通与礼

仪，公共关系危

机处理的方法，

原则。 

1.1公共关系的产生，产生条件、

公共关系发展及趋势。 
√    

1.2公共关系学的职责与功能。 √ √   

2.1社会组织的定义与特征，分

类，社会组织机构，公共关系从

业人员。 

 √  √ 

2.2公众的定义及特征，公众的

类型及公众心理概述。 
 √  √ 

2.3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与特征，

影响传播的因素，掌握公共关系

的传播媒介；组织形象概述，塑

造组织形象的 CIS系统工程。公

共关系广告的特征。 

  √ √ 

3.1公共关系调查，公共关系计

划，公共关系实施与评估。 
√ √   

4.1 公共关系语言艺术、倾听艺

术、非语言沟通、跨文化沟通的

技巧及注意事项。 

 √ √  

4．2日常交际礼仪、电话礼仪、

握手礼仪、乘车礼仪等 
  √  

5.1公关的日常工作与专项工作，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 √ 

5.2公共关系的最新理论。 √ √ √ √ 

5.3 利用所学理论选择案例制作

PPT并演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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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49A1        英文名称：Corpor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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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分析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公司信用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公司金融概念、目标与内容，掌握货币时间的时间价值内涵，

学会计算终值与现值，掌握公司金融活动中风险收益的计算与度量。 

目标 2：掌握公司投资活动中的资本预算方法，学会现金流的估算。 

目标 3：学会计算公司的资本成本，掌握公司资本结构理论。掌握公司长

期与短期中的主要融资方式，学会合理制定公司的股利政策，明确公司股利分

配对公司内部融资的作用。 

目标 4：掌握内部资金管理理论，学会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财管管理概述  （2课时） 

1.1 财务管理的内容与职责  （0.5课时） 

1.2 财务管理的目标与代理问题  （0.5课时） 

1.3 金融市场环境  （1课时） 

（二）货币时间价值 （5课时） 

 2.1 货币时间价值 （1课时） 

2.2 利率决定因素  （2课时） 

2.3 金融计算器的时间价值  （2课时） 

（三）证券价值评估  （8课时） 

3.1 债券价值评估  （4课时） 

3.2 股票价值评估  （4课时） 

（四）投资决策 （6课时） 

4.1 投资项目现金流预测  （2课时） 

4.2 投资项目评价标准 （2课时） 

4.3 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2课时） 

（五）投资决策  （6课时） 

5.1 投资项目现金流量预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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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资项目评价标准  （2课时） 

5.3 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2课时） 

（六）杠杆效应与资本结构  （4课时） 

6.1 资本成本 （1课时） 

6.2 杠杆分析  （1课时） 

6.3 资本结构理论 （2课时） 

（七）股利政策 （4课时） 

7.1 资本成本 （1课时） 

7.2 杠杆分析  （1课时） 

7.3 资本结构理论 （2课时） 

（八）营运资本管理 （3课时） 

8.1 现金管理 （1课时） 

8.2 应收账款管理  （1课时） 

8.3 短期融资 （1课时） 

（九）财务分析、预测与价值评估 （10课时） 

9.1 财务业绩分析 （2课时） 

9.2 财务预测建模 （4课时） 

9.3 增长率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公司理财》，刘淑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公司金融》（原书第 12版） 理查德 A.布雷利 著、赵冬青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7.07.06， 第一版 

2.《公司金融：金融工具、财务政策和估值方法的案例实践》 ，保罗.

阿斯奎思， 劳伦斯 A.韦斯 著， 鲍栋 刘寅龙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01.15， 第一版 

3.《公司金融》(第 4版)  ，朱叶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04.01 

4.《公司金融》（原书第 11版），斯蒂芬 A.罗斯，伦道夫 W.威斯特菲尔

德， 布拉德福德 D.乔丹 著  吴世农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7.01， 

5.《公司金融：理论及实务精要》(第 4版), 迈克尔 C.埃尔哈特, 尤金. F.

布里格姆 著，马海涌 张伟伟 关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01 

6.《价值： 公司金融的四大基石》（第 2版），蒂姆. 科勒，理查德. 多

布斯， 比尔. 休耶特 著， 金永红，倪晶晶， 单丽翡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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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金融：实用方法》（原书第 2版），米歇尔 R.克莱曼， 马丁 S.

弗里德森， 乔治 H.特洛顿 著，何旋，李克斯，单晨玮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05.01 

8.《公司估值》（第 1版），大卫. 弗里克曼， 雅各布. 托勒， 注册估

值分析师协会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9.20 

9.《公司金融理论》（套装共 2册），让. 梯若尔 著，王永钦， 许海波，

佟珺， 孟大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1.01 

10.《公司金融》（全国金融硕士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第 1版），上海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公司金融》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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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及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货币的时间价值、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与计算、公司的资本预算与投资决策、资本流量中现金流量

的估算、公司的资本成本与融资决策、公司股利政策以及公司内部营运资金的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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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公司金融

概念、目标与内容，

掌握货币时间的时间

价值内涵，学会计算

终值与现值，掌握公

司金融活动中风险收

益的计算与度量。 

目标 2：掌

握公司投资

活动中的资

本预算方

法，学会现

金流的估

算。 

目标 3：学会计算公司的资

本成本，掌握公司资本结

构理论。掌握公司长期与

短期中的主要融资方式，

学会合理制定公司的股利

政策，明确公司股利分配

对公司内部融资的作用。 

目标 4：掌

握内部资金

管理理论，

学会公司内

部财务管理

方法。 

1.1 财务管理的内容与职责 √    

1.2 财务管理的目标与代理问题 √    

1.3 金融市场环境 √    

2.1 货币时间价值  √   

2.2 利率决定因素  √   

2.3 金融计算器的时间价值  √   

3.1 债券价值评估   √  

3.2 股票价值评估   √  

4.1 投资项目现金流预测    √ 

4.2 投资项目评价标准  √  √ 

4.3 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   

5.1资本成本    √ 

5.2 杠杆分析    √ 

5.3 资本结构理论    √ 

6.1 股利政策的基本理论   √  

6.2 股利政策的实施   √  

6.3 股利支付方式   √  

7.1现金管理  √   

7.2 应收账款管理     

7.3 短期融资    √ 

8.1 财务业绩分析    √ 

8.2 财务预测建模    √ 

8.3 增长率与筹资需求分析    √ 

8.4 公司价值评估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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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财（双语）》课程教学大纲 

 

《Corporate Finance (bilanguage)》Course Teaching Program 

 

Course code: 043018C1     Name of course: Corporate Finance (bilanguage) 

Course credit/hours: 2/32  Applicable specialty: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Students 

School and division: Business School  

Prerequisite courses: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Macroeconomics 

Follow-up courses：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1.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Objective 1: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nager; know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ccounting statements, as well as the average tax and 

marginal tax;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accounting 

statements.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financial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the aid of financial 

ratios, standardized financial statements, DuPont identity,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to fund a firm’s growth. 

 Objective 3: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mastering 

various investment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method of valuation.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net present value approach,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other investment criteria in analyzing various investment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of corresponding investments. 

 Objective 5: understanding the cost of capital, being capable of drafting the 

long-term financial policies, and keeping the investment in cash as low as possible 

while keeping the firm operating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2. Course contents 

1. Over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6 class hours)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manager.(0.5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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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0.5 

class hours)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can arise between managers and owners. (0.5 class 

hours) 

 Structure of Balance sheet and income statement.（2 class hours） 

 Difference between book value and market value, accounting income and 

cash flow, average tax rates and marginal tax rates. (1 class hours)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1.5 class 

hours) 

2.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6 class hours) 

 Standard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0.5 class 

hours) 

 Compu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financial ratios. (1.5 

class hours)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profitability via employing the DuPont 

identity. (1 class hours)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 class hours)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calculating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EFNs) to fund a firm’s growth. (0.5 class hours)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ning for growth. (1.5 class hours) 

3. Valuation of future cash flows (8 class hours) 

 Future value of an investment made today,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cash to 

be received at a future date. (0.5 class hours) 

 Calculating the return on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1 class hours) 

 Estimating the duration for an investment to reach a desired value. (0.5 class 

hours) 

 Determining the future value and present value of investments with multiple 

cash flows. (1 class hours) 

 Estimating the loan payments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interest 

rate on one particular loan. (1 class hours) 

 Loans amortization (1 class hours) 

 Bond features, types, values and yield, as well as the reason on why the 

values are fluctuating. (1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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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bond yields. (1 class 

hours) 

 Procedures of valuing the stocks based upon the determinants of stock 

values. (1 class hours) 

4. Capital budgeting, risk and return (6 class hours) 

 Net present value (NPV) criterion in evaluating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s. 

(1 class hours) 

 Payback rule and discounted payback rul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hortcomings. (1 class hours)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its related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1 

class hours) 

 Historical returns and risk on various important types of investments. (0.5 

class hours) 

 Calculating the expected returns on investments. (1 class hours) 

 Concepts of diversification, systematic risk principle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1.5 class hours) 

5. Long-term financing policy and short-term financial management (6 class hours) 

 Venture capital market and its role in the financing of high-risk ventures. (1 

class hour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and investment banks in the process, together 

with the cost of going public. (1 class hours) 

 Rights issued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valuation of these rights. (1 class 

hours) 

 Float and its effect on cash balances. (1 class hours) 

 Cash management method. (1 class hours) 

 Pros and cons of holding cash and the ways of investing the cash. (1 class 

hours) 

 

3. Textbook and reference material 

 

1. Textbook 

 Stephen A. R., Randolph W. W., and Bradford D. J., 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 10th Edition, China Machine Press, 2016. 

 

2. Referenc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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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 S. M. and Stanley G. E.,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8
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5. 

 Bodie Z., Robert C. M., and David L. C., Financial Economics, 2
nd

 Edi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4. 

 

4. Cour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40% of the overall score (tutorial 10% × 3 + 

online quiz 2% × 5)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60% of the overall score, partial open-book 

exam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bring one double-sided A4 size cheat sheet 

during the exam),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financial 

statements, taxes, cash flow, ratio analysis,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ation, bond valuation, stock valuation, net present 

value approach, risk and return, short-term financial planning, and so on. 

5. Attachment 

 

Creator: Dr. Qi-Wen Wang and Fang Liu; Auditor:_Zhan-Guo Li_;  

Approver:_Hong-Jun Xiong___     July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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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the support of course contents to course objectives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 1: 
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able to 

determine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accounting 
statements.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financial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the 
aid of various 
financial 
approaches  

Objective 3 ：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understanding the 
features and 
valua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ruments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investment 
criterion in 

analyzing the 
risk and returns 
of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or 
one portfolio 

Objective 5:  
understanding 
the cost of 
capital, and able 

to draft the 
long-term 
financial 
policies and 
short-term 
financial 
management 

1.1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manager. 
 

√     

1.2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     

1.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can arise between managers 
and owners. 

√     

1.4 Structure of Balance 

sheet and income 

statement. 

√     

1.5 Difference between book 
value and market value, 
accounting income and cash 
flow, average tax rates and 
marginal tax rates.  

√     

1.6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     

2.1 Standard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    

2.2 Compu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financial ratios.  

 √    

2.3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profitability via 
employing the DuPont identity.  

 √    

2.4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    

2.5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calculating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EFNs) to fund a firm’s growth.  

 √    

2.6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ning for growth. 

 √  √ √ 

3.1 Future value of an 
investment made today,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cash to be 
received at a future date. 

  √   

3.2 Calculating the return on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   

3.3 Estimating the duration 
for an investment to reach a 
desired value.  

  √   

3.4 Determining the future 
value and present value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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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s with multiple cash 

flows. 

3.5 Estimating the loan 
payments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interest rate on 
one particular loan. 

  √   

3.6 Loans amortization    √   

3.7 Bond features, types, 
values and yield, as well as the 
reason on why the values are 
fluctuating. 

  √   

3.8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bond yields.  

  √   

3.9 Procedures of valuing the 
stocks based upon the 
determinants of stock values. 

  √ √ √ 

4.1 Net present value (NPV) 
criterion in evaluating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s. 

   √  

4.2 Payback rule and 
discounted payback rul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hortcomings. 

   √  

4.3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its related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  

4.4 Historical returns and risk 
on various important types of 
investments.  

   √  

4.5 Calculating the expected 
returns on investments.  

   √  

4.6 Concepts of 
diversification, systematic risk 

principle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  

5.1 Venture capital market 
and its role in the financing of 
high-risk ventures. 

    √ 

5.2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and investment banks 

in the process, together with the 
cost of going public. 

    √ 

5.3 Rights issued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valuation 
of these rights. 

    √ 

5.4 Float and its effect on 
cash balances. 

    √ 

5.5 Cash management 
method.  

    √ 

5.6 Pros and cons of holding 
cash and the ways of investing 
the ca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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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财（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8QA         英文名称：Corpor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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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学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目标 1：expound the basic theory, methods and skills of corporate 

finance in order to build up students with modern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cepts; 

目标 2：familiarize with the basic aspects of the company's daily 

financial activities; master methods and skills in corporate finance. 

目标3：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their professional practices. 

目标 4：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in financial decisions of 

organizations. 

 

二、课程内容 

(一）Opening -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Finance （5课时） 

1.1Corporate Finan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课时） 

1.2Forms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 （1课时） 

1.3The Go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1课时） 

1.4The Agency Problem and Control of the Company （1课时） 

1.5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Company （1课时） 

（二）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6课时） 

2.1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nalysis （1课时） 

2.2Taxes and Cash Flow （1课时） 

2.3Financial Statements, Taxes and Cash Flow （1课时） 

2.4Standardized Financial Statements （1课时） 

2.5Ratio Analysis （1课时） 

2.6The Du Pont Identity （1课时） 

（三）: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and Growth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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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inancial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Model （1课时） 

3.2The Percentage of Sales Approach （1课时） 

3.3External Financing and Growth （1课时） 

（四）Valuation of Future Cash Flow （5课时） 

4.1The Time Value of Money （1课时） 

4.2Discount Cash Flow valuation （1课时） 

4.3Interest Rate and Bond Valuation （1课时） 

4.4Share Valuation （1课时） 

4.5Return, Risk and Security Market （1课时） 

（五）Projec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6课时） 

5.1Evaluating NPV Estimates （2课时） 

5.2Project Cash Flow Analysis （2课时） 

5.3Projec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2课时） 

（六）Current Asset Management （4课时） 

6.1Terms of Sales （1课时） 

6.2Account Receivables and Credit Policy Analysis （1课时） 

6.3Inventory Management Techniques （2课时） 

（七）Raising Capital （3课时） 

7.1Early-stage Financing and Venture Capital  （1课时） 

7.2Selling Securities to the Public （1课时） 

7.3Other Approaches （1课时） 

（八）Dividends and Dividend Policy （3课时） 

8.1Cash Dividends and Dividend Payment （1课时） 

8.2Dividend Policy Analysis （1课时） 

8.3Scrip Dividends and Share Split （1课时）  

（九）Cost Of Capital and Capital Structure （3课时） 

9.1The Cost of Capital （1课时） 

9.2Capital Structure Policy （1课时） 

9.3The Effect of Financial Leverage （1课时） 

（十）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10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Corporate Finance Fundamentals》 8th edition，Stephen A. Ross 

(二)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Fundamental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J. Van Horne, 13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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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2. 《Fundamental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Thomas P. Edmonds, 

4th Edition 

 3. 《Financial Markets, Instruments & Institutions》 Santomero 

Babbel,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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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表现、考勤、作业（20%） 

 分组报告 Group Presentation (20%)  

 期末考试（60%） 

五、附件 

 

制定人：  颜炳文  审核人：  王 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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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nalytica

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

onal trade 

and 

finance; 

目标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目标 3：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目标 4: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1.1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1课时） √    

1.2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1课时） √    

1.3 The MNCs in China（1课时） √    

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1课时） √    

2.1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

课时） 
√    

2.2  Basic concepts（1课时） √   √ 

3.1 Mercantilism（1课时） √    

3.2 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2

课时） 
√    

3.3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4课时） 
√    

4.1 A Model of a Two-Factor Economy（2课

时） 
√    

4.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Two-Factor Economies（3课时） 
√    

4.3 Leontief Paradox（1课时） √   √ 

5.1 A Standard Model of a Trading Economy 

（2课时） 
 √   

5.2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come: 

Shifting the RD Curve（1课时） 
 √   

5.3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S and RD（1课时） 
 √   

6.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2课时） 
  √  

6.2 Demand unde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2课时） 
  √  

6.3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trade（1

课时） 
  √  

6.4 Imperfect Competition（2课时）    √ 

7.1 Basic Tariff Analysis （2课时）     √ 

7.2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2课

时） 
   √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10课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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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财（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18D1       英语名称：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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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外贸英语函电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nager; know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ccounting statements, as well as the average tax and 

marginal tax;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accounting 

statements.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financial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the aid of financial 

ratios, standardized financial statements, DuPont identity,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to fund a firm’s growth. 

Objective 3: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mastering 

various investment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method of valuation.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net present value approach,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other investment criteria in analyzing various investment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of corresponding investments. 

Objective 5: understanding the cost of capital, being capable of drafting the 

long-term financial policies, and keeping the investment in cash as low as possible 

while keeping the firm operating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二、课程内容 

1. Over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6 class hours)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manager.  (0.5 class hours)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0.5 class hours)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can arise between managers and owners. 

   (0.5 class hours) 

 Difference between book value and market value, accounting inc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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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 average tax rates and marginal tax rates.  (2 class hours)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2.5 class hours) 

2.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7 class hours) 

 Standard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1 class hours) 

 Compu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financial ratios. 

   (2 class hours)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profitability via employing the DuPont 

identity.   (0.5 class hours)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0.5 class hours)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calculating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EFNs) to fund a firm’s growth.  (1.5 class hours)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ning for growth.  (1.5 class hours) 

3. Valuation of future cash flows  (10 class hours) 

 Future value of an investment made today,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cash to 

be received at a future date.  (0.5 class hours) 

 Calculating the return on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1 class hours) 

 Estimating the duration for an investment to reach a desired value. 

   (0.5 class hours) 

 Determining the future value and present value of investments with multiple 

cash flows.  (1 class hours) 

 Estimating the loan payments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interest 

rate on one particular loan.  (1.5 class hours) 

 Loans amortization  (1 class hours) 

 Bond features, types, values and yield, as well as the reason on why the 

values are fluctuating.  (1.5 class hours)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bond yields. 

   (1.5 class hours) 

 Procedures of valuing the stocks based upon the determinants of stock 

values.   (1.5 class hours) 

4. Capital budgeting, risk and return  (9 class hours) 

 Net present value (NPV) criterion in evaluating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s.  

  (1.5 class hours) 

 Payback rule and discounted payback rul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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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omings.  (1.5 class hours)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its related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1.5 class hours) 

 Historical returns and risk on various important types of investments.  

  (0.5 class hours) 

 Calculating the expected returns on investments.  (1.5 class hours) 

 Concepts of diversification, systematic risk principle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1.5 class hours) 

 Final revision  (1 class hours) 

3. Textbook and reference material 

1. Textbook 

 Stephen A. R., Randolph W. W., and Bradford D. J., 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 10th Edition, China Machine Press, 2016. 

2. Reference material 

 Frederic S. M. and Stanley G. E.,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8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5. 

 Bodie Z., Robert C. M., and David L. C., Financial Economics, 2nd 

Edi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4. 

4. Cour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quiz 2.5% 

x 4 + tutorial 10% x 4, the actual clas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may be subjected to the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se 

initiator Qi-Wen Wang)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partial 

open-book exam (or open-book exam depending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final exam paper),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financial statements, taxes, cash flow, ratio analysis,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ation, bond valuation, 

stock valuation, net present value approach, risk and return, short-term 

financial planning, and so on.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岐闻  审核人  杨翠兰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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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the support of course contents to course objectives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 1: 

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able to 

determine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accounting 

statements. 

Objective 

2: 

mastering 

the 

financial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the 

aid of 

various 

financial 

approaches  

Objective 3： 

being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understanding 

the features 

and valua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ruments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investment 

criterion in 

analyzing the 

risk and 

returns of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or 

one portfolio 

Objective 5:  

understanding 

the cost of 

capital, and 

able to draft 

the long-term 

financial 

policies and 

short-term 

financial 

management 

1.1 Basic typ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manager. 

 

√     

1.2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     

1.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can arise between managers and 

owners. 

√     

1.4 Difference between book 

value and market value, 

accounting income and cash flow, 

average tax rates and marginal 

tax rates.  

√     

1.5 Determining a firm’s cash 

flow from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    √ 

2.1 Standard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    

2.2 Compu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financial ratios.  

 √    

2.3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profitability via 

employing the DuPont identity.  

 √    

2.4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    

2.5 Percentage sales approach 

and calculating the external 

financing needed (EFNs) to fund 

a firm’s growth.  

 √    

2.6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ning for growth. 

 √  √ √ 

3.1 Future value of an 

investment made today,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cash to be 

received at a future date. 

  √   

3.2 Calculating the return on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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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stimating the duration for 

an investment to reach a desired 

value.  

  √   

3.4 Determining the future 

value and present value of 

investments with multiple cash 

flows. 

  √   

3.5 Estimating the loan 

payments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interest rate on 

one particular loan. 

  √   

3.6 Loans amortization    √   

3.7 Bond features, types, 

values and yield, as well as the 

reason on why the values are 

fluctuating. 

  √   

3.8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bond yields.  

  √   

3.9 Procedures of valuing the 

stocks based upon the 

determinants of stock values. 

  √ √ √ 

4.1 Net present value (NPV) 

criterion in evaluating one 

particular investments. 

   √  

4.2 Payback rule and discounted 

payback rul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hortcomings. 

   √  

4.3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criterion and its related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  

4.4 Historical returns and risk 

on various important types of 

investments.  

   √  

4.5 Calculating the expected 

returns on investments.  
   √  

4.6 Concepts of 

diversification, systematic 

risk principle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  

4.7 Final revision. √ √ √ √ √ 



224 

 
《公司理财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0A1     英文名称: Practical Training of Corpor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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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公司金融、财务分析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企业财务板块预算管理业务模块的操作，掌握金蝶 K/3 ERP

系统的主要业务流程及基本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现代化企业管理中 ERP系统的集成应用，学会 ERP系统的实

际操作运用。 

目标 3：掌握对公司进行发展趋势分析；计算企业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之

间的数量关系，学会分析企业经营资金的协调性等；能熟练应用可持续增长模

型设计出适合的财务战略并能作出评价。 

目标 4：学会运用公司决策分析软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情况的现实财务数据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以此来认识企业活动的特点，

评价其业绩，发现其问题。 

目标 5：掌握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具有企业经营资金

协调性分析的支持系统，计算企业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

企业经营资金的协调性 

目标 6：掌握综合分析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战略之间的关系，收集上市公

司的实际数据，设计出公司需要制定财务战略的场景，使用合适的财务决策支

持系统平台工具，并应用希金斯可持续增长模型给出适合的财务战略，作出评

价。 

目标 7：掌握构建与企业财务决策场景相适合的决策支持模型，并收集实

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用研究结果来支撑对决策支持模型实用性的评价。 

二、课程内容 

（一）实验课导言 （1课时） 

1.1实验背景介绍与系统简介。 （0.5课时） 

1.2系统概述、新建账套与用户管理。 （0.5课时） 

（二）应收应付管理 （3课时） 



225 

2.1应收应付初始化。 （1课时） 

2.2物料设置与信用管理。 （0.5课时） 

2.3登记应收款。 （0.5课时） 

2.4出纳收到钱款与应收票据。 （0.5课时） 

2.5往来款项核销与坏账准备。 （0.5课时） 

（三）固定资产管理 （1课时） 

3.1固定资产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3.2日常固定资产业务处理。 （0.5课时） 

（四）费用预算管理 （1课时） 

4.1费用预算管理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4.2费用预算。 （0.5课时） 

（五）费用管理 （1课时） 

5.1费用管理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5.2费用管理。 （0.5课时） 

（六）现金管理 （2课时） 

6.1现金管理初始化设置。 （0.5课时） 

6.2现金日常业务处理。 (0.5课时） 

6.3银行存款日常业务处理。 （0.5课时） 

6.4票据管理。 （0.5课时） 

（七）报表 （3课时） 

7.1损益表。 （1课时） 

7.2资产负债表。 （1课时） 

7.3现金流量表。 （1课时） 

（八）财务报表分析 （3课时） 

8.1多功能比较。 （1课时） 

8.2财务比率数据表。 （1课时） 

8.3财务构成图。 （1课时） 

（九）经营分析预测 （4课时） 

9.1趋势回归分析。 （0.5课时） 

9.2应收账款分析。 （0.5课时） 

9.3概率盈亏分析。 （0.5课时） 

9.4成本费用分析。 （0.5课时） 

9.5可持续发展分析。 （0.5课时） 

9.6企业竞争力分析。 （0.5课时） 

9.7经济增加值（EVA）分析。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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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现金流量分析 （0.5课时） 

（十）财务决策模型的构建和评价 （1课时） 

10.1构建合适的经营决策模型。 （0.5课时） 

10.2进行经营决策模型的评价。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李湘琳等，《财务管理系统 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 月。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与要求由平时成绩、实验过程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10%）、上课纪律（5%）、环境

卫生（5%）。 

2. 实验过程占比 5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 

3. 实验报告占比 3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格式规范、实验过程描述清晰、

完整针对出现问题，有解决对策。 

五、附件 

 

制定人：  汤伟  审核人：  王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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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企业

财务板块

预算管理

业务模块

的操作，

掌握金蝶

K/3 ERP

系统的主

要业务流

程及基本

操作方

法。 

目标 2：掌

握现代化企

业管理中

ERP系统的

集成应用，

对 ERP系统

的理解得以

深化； 对

ERP系统的

实际操作能

力得以强

化。 

目标 3：掌握

对公司进行

发展趋势分

析；计算企业

资金占用和

资金来源之

间的数量关

系，学会分析

企业经营资

金的协调性

等；能熟练应

用可持续增

长模型设计

出适合的财

务战略并能

作出评价。 

目标 4：学

会运用公司

决策分析软

件对企业的

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情

况的现实财

务数据进行

综合比较和

评价，以此

来认识企业

活动的特

点，评价其

业绩，发现

其问题。 

目标 5：掌握

在综合分析

企业经营活

动的基础

上，通过具

有企业经营

资金协调性

分析的支持

系统，计算

企业资金占

用和资金来

源之间的数

量关系，分

析企业经营

资金的协调

性 

目标 6：掌握综

合分析企业经

营活动和财务

战略之间的关

系，收集上市公

司的实际数据，

设计出公司需

要制定财务战

略的场景，使用

合适的财务决

策支持系统平

台工具，并应用

希金斯可持续

增长模型给出

适合的财务战

略，作出评价。 

目标 7：

掌握构建

与企业财

务决策场

景相适合

的决策支

持模型，

并收集实

际数据进

行实证分

析，用研

究结果来

支撑对决

策支持模

型实用性

的评价。。 

1.1实验背景介绍

与系统简介 
√       

1.2系统概述、新

建账套与用户管

理 

√       

2.1应收应付初始

化 
√       

2.2物料设置与信

用管理 
√       

2.3登记应收款。

（1课时） 
√       

2.4出纳收到钱款

与应收票据 
√       

2.5往来款项核销

与坏账准备 
√       

3.1固定资产初始

化设置 
√       

3.2日常固定资产

业务处理 
√       

4.1费用预算管理

初始化设置 
√       

4.2费用预算 √       

5.1费用管理初始

化设置 
√       

5.2费用管理 √       

6.1现金管理初始

化设置 
√       

6.2现金日常业务

处理 
√ √      

6.3银行存款日常

业务处理 
√ √      

6.4票据管理 √ √      

7.1损益表 √ √      

7.2资产负债表 √ √      

7.3现金流量表  √      

8.1多功能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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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财务比率数据

表 
  √     

8.3财务构成图   √     

9.1趋势回归分析    √    

9.2应收账款分析    √    

9.3概率盈亏分析    √    

9.4成本费用分析     √   

9.5可持续发展分

析 
    √   

9.6企业竞争力分

析 
    √   

9.7 经济增加值

（EVA）分析 
    √ √  

9.8现金流量分析     √ √  

10.1 构建合适的

经营决策模型 
     √ √ 

10.2 进行经营决

策模型的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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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用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1A1         英文名称：Business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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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  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信用评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信用的含义、类型以及在契约经济背景下信用的重要性；了

解信用制度以及公司信用与社会信用之间的关系； 

目标 2：掌握公司信用管理的概念和对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掌握公司信

用管理的研究对象；了解公司信用理论基础及其历史演进；了解公司信用管理

的发展历程； 

目标 3：掌握公司信用行为的甄别和分析；掌握公司信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掌握公司失信行为的应对和防范对策；学会公司信用行为风险管理和防范； 

目标 4：掌握公司信用销售管理的内涵、定义和管理目标；了解企业信用

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管理流程的制定与维护的重要性；了解企业信用管理模式

选择；掌握企业客户关系管理以及客户信用信息的挖掘与管理，并学会建立客

户信用档案以及信息的更新；掌握公司应收账款、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的内涵

以及管理机制与流程； 

目标 5：掌握公司信用管理体系和文化制度的建立；了解我国公司信用管

理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 信用与契约经济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信用的定义和特点，以及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1课时） 

1.2 信用的类型以及每种类型的分类依据 （1课时） 

1.3 公司信用与社会信用的关系 （2课时） 

（二）公司信用管理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2.1 公司信用管理的概念和基本框架 （2课时） 

2.2 公司信用管理的研究对象 （2课时） 

2.3 公司信用管理的功能与现实意义 （2课时） 

2.4公司信用理论基础及其历史演进 （2课时） 

（三）公司信用行为的分析与对策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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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公司信用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2课时） 

3.2 公司信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2课时） 

3.3 公司失信行为的界定，以及失信后果的应对与防范 （2课时） 

3.4 公司信用行为风险管理和防范 （2课时） 

（四）公司信用管理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4.1 公司信用管理的理论基础 （1课时） 

4.2 公司信用管理的模式选择 （1课时） 

4.3 公司客户信用管理的内涵、功能和流程 （2课时） 

4.4 公司销售信用管理的内涵、功能和流程 （2课时） 

4.5 公司财务信用管理的内涵、功能和流程 （2课时） 

（五）公司信用管理制度与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公司信用管理制度的建立 （2课时） 

5.2 公司信用管理文化的建立 （1课时） 

5.3 我国公司信用管理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魏文静著，《企业信用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企业信用管理》，高秀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 

2.《公司信用管理》，叶陈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3.《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研究》，管晓永，浙江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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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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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用的内涵、

功能和特点；公司信用管理的重要意义；公司信用管理的分类和研究对象；公

司信用行为的界定和管理；公司失信行为的界定和管理；公司信用管理的风险

评估和风险防范；公司信用管理的内涵、定义和管理目标；公司信用管理的模

式选择；公司销售信用、财务信用以及客户信用管理的内涵及管理机制与流程；

公司信用管理的体系和文化制度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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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信用的含

义、类型以

及在契约经

济背景下信

用的重要

性；了解信

用制度以及

公司信用与

社会信用之

间的关系。 

 

目标 2：掌握公

司信用管理的

概念和对公司

发展的重要作

用；掌握公司

信用管理的研

究对象；了解

公司信用理论

基础及其历史

演进；了解公

司信用管理的

发展历程。 

目标 3：掌握公

司信用行为的甄

别和分析；掌握

公司信用行为的

影响因素；掌握

公司失信行为的

应对和防范对

策；学会公司信

用行为风险管理

和防范。 

目标 4：掌握公司信

用销售管理的内涵、

定义和管理目标；了

解企业信用管理体

系的建立以及管理

流程的制定与维护

的重要性；掌握公司

应收账款、信用评

级、风险管理的内涵

以及管理机制与流

程； 

目标 5：掌

握公司信用

管理体系和

文化制度的

建立；了解

我国公司信

用管理的发

展现状和发

展趋势。 

1.1信用的定义和特点，以及信

用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     

1.2 信用的类型以及每种类型

的分类依据 
√     

1.3 公司信用与社会信用的关

系 
√     

2.1 公司信用管理的概念和基

本框架 
 √    

2.2 公司信用管理的研究对象  √    

2.3 公司信用管理的功能与现

实意义 
 √    

2.4公司信用理论基础及其历史

演进 
 √    

3.1公司信用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   

3.2 公司信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 
  √   

3.3 公司失信行为的界定，以及

失信后果的应对与防范 
  √   

3.4 公司信用行为风险管理和

防范 
  √   

4.1 公司信用管理的基础理论    √  

4.2 公司信用管理的模式选择    √  

4.3 公司客户信用管理的内涵、

功能和流程 
   √  

4.4 公司销售信用管理的内涵、

功能和流程 
   √  

4.5 公司财务信用管理的内涵、

功能和流程 
   √  

5.1 公司信用管理制度的建立     √ 

5.2 公司信用管理文化的建立     √ 

5.3 我国公司信用管理的发展

现状和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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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70Q1        英文名称：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工业工程、国际贸易等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物流管理 

后续课程：物流工程、物流规划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供应链管理在现有企

业竞争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目标 2：掌握供应链管理的体系结构，能够对不同结构的构成结合企业角

色进行分析； 

目标 3：基于不同供应链设计策略，能够理解供应链的设计和优化内容； 

目标 4: 掌握供应链运作中不协调问题，并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充分

利用供应契约的价值； 

目标 5：掌握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的思路及方法应用； 

目标 6：理解供应链环境中不同的库存管理模式； 

目标 7：理解供应链风险的内涵，了解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供应链管理基础理论 （4课时） 

1.1供应链管理的模型及其特征、要素及结构体系框架； （3课时） 

1.2供应链类型的划分。 （1课时） 

（二）供应链的构建 （4课时） 

2.1供应链的结构模型供应链结构中的企业角色； （2课时） 

2.2供应链的设计策略、供应链设计与优化方法； （1课时） 

2.3集成化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的运营机制。 （1课时） 

（三）供应链运作的协调管理 （3课时） 

3.1供应链不协调问题； （2课时） 

3.2优化供应链的协调运作。 （1课时） 

（四）供应链合作伙伴评价与选择 （4课时） 

4.1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流程和方法； （3课时） 

4.2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应用。 （1课时） 

（五）供应链物流管理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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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物流外包与自营的决策； （2课时） 

5.2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 （1课时） 

（六）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3课时） 

6.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流程 ； （1课时） 

6.2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优缺点。 （2课时） 

（七）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生产计划与控制 （2课时） 

7.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企业生产计划与控制的特点； （1课时） 

7.2基于供应链的大批量定制生产与延迟制造模式。 （1课时） 

（八）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库存控制 （3课时） 

8.1库存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课时） 

8.2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1课时） 

（九）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2课时） 

9.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1课时） 

9.2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准时采购策略、供应商管理、全球采购等模式。 

 （1课时） 

（十）供应链企业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 （2课时） 

10.1供应链绩效评价方法的应用； （1课时） 

10.2供应链企业激励机制。 （1课时） 

（十一）供应链风险管理 （2课时） 

11.1供应链风险的含义； （1课时） 

11.2供应链风险应对策略。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供应链管理（第 2版）》，马士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供应链管理（第 5版）》，马士华 林勇，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1 

2.《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顾穗珊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 

3.《供应链管理（第 2版）》，曹翠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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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和作业（20%）、平时（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供应链和供应

链管理的概念、供应链结构、供应链企业角色的理解、集成化供应链的形成、

供应契约的类别、合作伙伴的选择、供应链库存管理模式、供应链绩效评价、

供应链风险等级的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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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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目标 6  目标 7  

1.1供应链管理的模型及其特征、要素及结构体系框架 √  √     

1.2供应链类型的划分 √   √ √   

2.1供应链的结构模型供应链结构中的企业角色  √ √     

2.2供应链的设计策略、供应链设计与优化方法  √ √   √  

2.3集成化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的运营机制   √   √  

3.1供应链不协调问题    √ √   

3.2优化供应链的协调运作    √    

4.1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流程和方法     √  √ 

4.2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应用     √   

5.1物流外包与自营的决策    √  √ √ 

5.2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      √  

6.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流程    √ √   

6.2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优缺点      √  

7.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企业生产计划与控制的特点    √    

7.2基于供应链的大批量定制生产与延迟制造模式      √  

8.1库存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8.2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  

9.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  √ 

9.2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准时采购策略、供应商管理、全

球采购等模式 
      √ 

10.1供应链绩效评价方法的应用    √ √   

10.2供应链企业激励机制     √   

11.1供应链风险的含义 √      √ 

11.2供应链风险应对策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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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与采购（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69P1           英文名称：Supply Chain and Purchas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开课学院：Business School 

先修课程：Microeconomics, Management, Logistics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后续课程：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s an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bjective 2. Master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e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Objective 3. Master the main types of strategic procurement, supplier 

assessment techniques and tools in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Objective 4. Master strategic procurement process; 

Objective 5. Master the influence of key supply chain el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function. 

二、课程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课时） 

1.1 Why purchasing is important （0.5 课时） 

1.2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0.5 课时） 

1.3 Achieving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benefits, the four enablers model 

  （1 课时） 

2.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purchasing operations and structure 

  （10 课时） 

2.1 Purchasing process, including purchasing objective, purchasing 

responsibilities, e-procurement and the procure to pay process, types of purchases, 

improving the purchasing process, and good practice example （4 课时） 

2.2 Supply management integra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 critical role of cross-functional sourcing teams, 

integrating suppl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supplier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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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rvices （2 课时） 

2.3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including purchasing’s rol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ganizing the purchasing function, placement of 

purchasing authority, organizing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using teams as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4 课时） 

3.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strategic sourcing （12 课时） 

3.1 Supply management and commodity strategy development, including 

aligning supply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objectives, category strategy 

development, types of suppl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e-reverse auctions 

  （4 课时） 

3.2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including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 key supplier evaluation criteria,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survey, supplier selection, and reducing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cycle time 

  （4 课时） 

3.3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 including factors affecting supply 

management’s role in managing supplier quality,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 using 

a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 pursuing six sigma supplier quality 

4.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strategic sourcing process （12 课时） 

4.1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including structured approach to cost reduction, 

price analysis, cost analysis techniques,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cost management （5 课时） 

4.2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analysis tool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project management, learning-curve analysis, value analysis/value engineering, 

quantity discount analysis, and process mapping （5 课时） 

4.3 Contract management, including elements of a contract, types of contracts, 

long term contracts in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nontraditional contracting, and 

setting contractual disputes （2 课时） 

5.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critical supply chain elements （10 课时） 

5.1 Lea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supply chain 

inventory, right reasons and wrong reasons for investing in inventory, creating the 

lean supply chain, approaches for managing inventory investment, delivering the 

perfect customer order （4 课时） 

5.2 Purchasing service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outsourcing 

logistics to third-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 purchasing services and indirect items, 

sourc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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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Purchasing and supply strategy trends, including developing category 

strategies,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suppliers as a truly extended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designing and operating multiple supply networks to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leveraging technology enablers, attracting, developing, and retaining 

supply management talent, managing and enabling the suture suppl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measurement systems  （2 课时） 

6. Review and final exam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汉德菲尔德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霍红著，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01 

2.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莱桑斯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3 

3. 《采购与供应链》，龚国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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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流程、战

略采购、采购和供应链分析、采购流程、供应链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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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s   

 

   

 

 

 

 

 

 

 

Contents 

Objective 1.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s an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bjective 2. 

Master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e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Objective 3. 

Master the 

main types of 

strategic 

procurement, 

supplier 

assessment 

techniques and 

tools in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Objective 4. 

Master 

strategic 

procurement 

process 

Objective 5. 

Master the 

influence of 

key supply 

chain 

el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function 

1.1 Why purchasing is 

important 
√     

1.2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1.3 Achieving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benefits, 

the four enablers model 

√     

2.1 Purchasing process √ √   √ 

2.2 Supply management 

integra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 √   √ 

2.3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 √   √ 

3.1 Supply management and 

commodity strategy 

development 

√  √  √ 

3.2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  √  √ 

4.1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   √ √ 

4.2 Purchasing and supply 

chain analysis tools and 

techniques 

√   √ √ 

4.3 Contract management √   √ √ 

5.1 Lea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  √ 

5.2 Purchasing services  √ √  √ 

5.3 Purchasing and supply 

strategy trend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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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0A1         英文名称：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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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管理学 

后续课程：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和功能；掌握管理信息系统

的技术基础；  

目标 2：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开发方法； 

目标 3：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4：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5：掌握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的具体过程和主要方法； 

目标 6：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知识 （12课时） 

1.1 信息和系统的概念、特性、系统思想的发展及重要性。 （4课时） 

1.2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环境和分类，管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及特点。 

 （3课时） 

1.3数据处理，数据组织、数据库技术、网络、大数据和云计算。（3课时） 

1.4全球信息网、超文本文件、网页制作、WEB数据库。 （1课时） 

（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16课时） 

2.1系统规划的任务与特点，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企业系统规划法，可

行性研究。 （2课时） 

2.2系统分析的任务、初步调查（业务流程图）；详细调查（数据流程图、

数据字典、表达处理逻辑的工具）；数据查询应用分析。 （5课时） 

2.3系统设计的任务要求、结构化分析的基本概念、数据流程图导出结构

土、一体化设计方法、代码设计、输入与输出设计、人机交互界面设计、计算

机处理过程设计。 （5课时） 

2.4系统实施；系统的交付使用，掌握系统实施的任务；编程方法。 

 （2课时） 

2.5项目管理的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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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采购管理及系统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九大领域的知识。 

 （1课时） 

（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 （14课时） 

3.1决策的概念与技能；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概念；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的研制。 （1课时） 

3.2电子商务的结构和原理，电子商务的安全、支付和物流等问题。 

 （1课时） 

3.3电子政务的形成及特点，电子政务的功能、模式和作用。 （1课时） 

3.4电子健康的相关概念，电子健康的应用和技术基础，电子健康的影响

以及电子健康的机遇和挑战。 （1课时） 

3.5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生产计划和控制、生产计划优化、库存控制、物

流管理、合作伙伴选择、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网络结构及其稳定性。 

 （1课时） 

（四）课程设计  （16课时） 

4.1选题与系统初步调查。 （2课时） 

4.2系统目标和开发可行性。 （2课时） 

4.3 系统分析。 （3课时） 

4.4 系统设计。 （3课时） 

4.5 系统实施。 （3课时） 

4.6 答辩。（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黄梯云，李一军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Keneth C.Laudon,Jane P.Laud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New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14th.Ed),Prentice Hall,2015 

2、《管理信息系统（第五版）》，薛华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管理信息系统（原书第 13 版）》，[美]肯尼斯 C. 劳顿

（Kenneth C. Laudon），黄丽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 年 10 月 

5、《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习题集》，叶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 

6、《管理信息系统问题与祥解》，黄梯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7、《管理信息系统案例集》，李一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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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30%）、考勤作业 (2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CF%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CD%B6%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CD%B6%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Kenneth&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audo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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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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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和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基础、WEB 开发的基本技术、管理

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开发方法、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项目管理、

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健康和供应链

及其信息系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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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管

理信息系统的

基本概念、结

构和功能；掌

握管理信息系

统的技术基

础； 

目标 2：掌

握管理信

息系统的

战略规划

和开发方

法； 

目标 3：掌

握管理信

息系统的

系统分析

的理论和

方法； 

 

目标 4：掌

握管理信

息系统的

设计的基

本理论和

方法 

 

目标 5：；

掌握管理

信息系统

实施的具

体过程和

主要方

法； 

目标 6：

了解和掌

握管理信

息系统的

应用及其

发展趋

势。 

1.1信息和系统的概念、特性、系统思

想的发展及重要性。 
√      

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环境和分

类，管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及特点。 
√      

1.3数据处理，数据组织、数据库技术、

网络、大数据和云计算。 
√      

1.4全球信息网、超文本文件、网页制

作、WEB数据库。 
√      

 2.1 系统规划的任务与特点，信息系

统的战略规划，企业系统规划法，可行

性研究。 

 √     

2.2系统分析的任务、初步调查；详细

调查；数据查询应用分析。 
  √    

2.3 系统设计的任务要求、内容及方

法。 
   √   

2.4系统实施；系统的交付使用，掌握

系统实施的任务；编程方法。 
    √  

2.5 项目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九大领域

的知识。 
    √  

 3.1 决策的概念与技能；智能决策支

持系统的基本概念；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的研制。 

     √ 

3.2电子商务的结构和原理，电子商务

的安全、支付和物流等问题。 
     √ 

3.3电子政务的形成及特点，电子政务

的功能、模式和作用 
     √ 

3.4电子健康的相关概念，应用和技术

基础，影响以及机遇和挑战。 
     √ 

3.5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生产管理、合

作伙伴选择、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网

络结构及其稳定性。 

     √ 

4.1选题与系统初步调查。  √     

4.2系统目标和开发可行性。  √     

4.3 系统分析。   √    

4.4 系统设计。    √   

4.5 系统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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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0Q1         英文名称：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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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管理学 

后续课程：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和功能；掌握管理信息系统

的技术基础；  

目标 2：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开发方法； 

目标 3：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目标 4：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5：；掌握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的具体过程和主要方法； 

目标 6：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知识 （12课时） 

1.1 信息和系统的概念、特性、系统思想的发展及重要性。 （4课时） 

1.2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环境和分类，管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及特点。 

 （4课时） 

1.3数据处理，数据组织、数据库技术、网络、大数据和云计算。（3课时） 

1.4全球信息网、超文本文件、网页制作、WEB数据库。 （1课时） 

（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15课时） 

2.1系统规划的任务与特点，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企业系统规划法，可

行性研究。 （2课时） 

2.2系统分析的任务、初步调查（业务流程图）；详细调查（数据流程图、

数据字典、表达处理逻辑的工具）；数据查询应用分析。 （5课时） 

2.3系统设计的任务要求、结构化分析的基本概念、数据流程图导出结构

土、一体化设计方法、代码设计、输入与输出设计、人机交互界面设计、计算

机处理过程设计。 （5课时） 

2.4系统实施；系统的交付使用，掌握系统实施的任务；编程方法。 

 （2课时） 

2.5项目管理的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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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采购管理及系统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九大领域的知识。 

 （1课时） 

（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 （5课时） 

3.1决策的概念与技能；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概念；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的研制。 （1课时） 

3.2电子商务的结构和原理，电子商务的安全、支付和物流等问题。 

 （1课时） 

3.3电子政务的形成及特点，电子政务的功能、模式和作用。 （1课时） 

3.4电子健康的相关概念，电子健康的应用和技术基础，电子健康的影响

以及电子健康的机遇和挑战。 （1课时） 

3.5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生产计划和控制、生产计划优化、库存控制、物流管

理、合作伙伴选择、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网络结构及其稳定性。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黄梯云，李一军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Keneth C.Laudon,Jane P.Laud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New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14th.Ed),Prentice Hall,2015 

2、《管理信息系统（第五版）》，薛华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管理信息系统（原书第 13 版）》，[美]肯尼斯 C. 劳顿

（Kenneth C. Laudon），黄丽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 年 10 月 

5、《管理信息系统（第六版）习题集》，叶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 

6、《管理信息系统问题与祥解》，黄梯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7、《管理信息系统案例集》，李一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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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和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基础、WEB 开发的基本技术、管理

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开发方法、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项目管理、

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健康和供应链

及其信息系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许圣良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CF%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CD%B6%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CD%B6%D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Kenneth&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audo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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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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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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管

理信息系统的基

本概念、结构和

功能；掌握管理

信息系统的技术

基础； 

目标 2：

掌握管理

信息系统

的战略规

划和开发

方法； 

目标 3：掌

握管理信

息系统的

系统分析

的理论和

方法； 

目标 4：掌握

管理信息系

统的设计的

基本理论和

方法 

 

目标 5：；掌

握管理信息

系统实施的

具体过程和

主要方法； 

目标 6：了解

和掌握管理

信息系统的

应用及其发

展趋势。 

1.1信息和系统的概念、特性、

系统思想的发展及重要性。 
√      

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环

境和分类，管理信息系统的构

成及特点。 

√      

1.3 数据处理，数据组织、数

据库技术、网络、大数据和云

计算。 

√      

1.4全球信息网、超文本文件、

网页制作、WEB数据库。 
√      

 2.1系统规划的任务与特点，

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企业系

统规划法，可行性研究。 

 √     

2.2 系统分析的任务、初步调

查；详细调查；数据查询应用

分析。 

  √    

2.3 系统设计的任务要求、内

容及方法。 
   √   

2.4 系统实施；系统的交付使

用，掌握系统实施的任务；编

程方法。 

    √  

2.5 项目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九

大领域的知识。 
    √  

 3.1决策的概念与技能；智能

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概念；智

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制。 

     
 

√ 

3.2 电子商务的结构和原理，

电子商务的安全、支付和物流

等问题。 

     
 

√ 

3.3 电子政务的形成及特点，

电子政务的功能、模式和作用 
     

 

√ 

3.4 电子健康的相关概念，应

用和技术基础，影响以及机遇

和挑战。 

     
 

√ 

3.5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生产

管理、合作伙伴选择、客户关

系管理，供应链网络结构及其

稳定性。 

     
 

√ 

4.1选题与系统初步调查。  √     

4.2系统目标和开发可行性。  √     

4.3 系统分析。   √    

4.4 系统设计。    √   

4.5 系统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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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0B1（中德合作）    英文名称：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中德合作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计算机基础、数据库应用 

后续课程：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i) an analytica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i)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use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cluding IT infrastructure, databases,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e-Commerce and so on.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The course in MIS covers issu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systems. It 

includes topics such as basic theor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y; IT Infrastruc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Databas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lecommunications, the Internet,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E-Commerce, Digital Markets, Digital 

Goods; Managing Knowledge and Collaboration; Enhancing Decision Mak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o on. 

基本要求： 

Attendance –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all class sessions. 

Excused absences must be documented and are limited to major events 

beyond a student’s contro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aths in the 

immediate family, illness, and bad weather) or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sanctioned events. Students must take exams and turn in 

assignments at the scheduled times.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exam will be cancelled by the regulation of 

students if anyone breaks the follow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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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bsence without excuses > 1/3 of the total class hours. 

 The absence without excuses + Excused absences > 1/2 of the total 

class hours. 

 Cheating in exams. 

Electronic Media Policies – ALL electronic devices must be turned off and 

stored away during exams. At all other times, appropriate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is actively encouraged. “Appropriate” is defined as contributing to your 

mastery of the course material and NOT getting in the way of others’ mastery 

of the course material. Recording during class (sound or video)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professor is NOT allowed.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数字化公司（第 11 版）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管理信息系统（第 9版）（英文影印版），Raymond McLeod.Jr，北京

大学出版，2006年 

2.管理信息系统（第 3版）（英文版），(美)哈格(Haag,S.) (美)卡明斯

(Cummings,M.)，清华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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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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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Raymond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McLeod.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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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Objective 

 

Content 

Objective 1：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bjective 2：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use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s in Global 

Business Today 
√ √ 

Global E-Business and Collaboration √ √ 

Information System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y 
√  

IT Infrastruc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Databas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Achieving Operational Excellence 

and Customer Intimacy: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 √ 

E-Commerce: Digital Markets, 

Digital Goods 
√ √ 

Managing Knowledge √  

Enhancing Decision Making √  

Buil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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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1C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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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社会科学类通识课 

后续课程：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管理的基本定义、特性及过程，掌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和框架结构，认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熟悉各阶段的主要观点、

代表人物及其相关探索。 

目标 2：理解计划的含义、作用、类型及编制过程，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

内容，熟悉决策的含义、特点、过程、类型及方法，了解战略管理全过程。 

目标 3：掌握组织、组织结构的类型、特点，理解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

关系，熟悉组织设计方法，了解组织变革和发展。 

目标 4：掌握沟通的概念、类型、原则及方法，理解激励的内涵与过程；

掌握激励的有关理论及其应用，熟悉激励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目标 5：理解领导的内涵，区别领导与管理的差异；学习领导的基本理论，

了解领导艺术，认识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目标 6：理解控制的内涵与作用，认识控制的过程；掌握控制的类型，学

习控制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1.“认识管理与管理理论”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6 学时） 

1.1 理解并掌握管理的涵义 

1.2 识别管理者及其工作场景 

1.3 懂得学习管理的意义 

1.4 理解管理思想演进的主要历程 

1.5 熟悉各理论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1.6 了解各阶段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战略计划与管理决策”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8学时） 

2.1 理解掌握计划的涵义 

2.2 识别组织不同层次的目标 

2.3 掌握目标管理的概念、步骤及其优缺点 

http://dict.youdao.com/w/Fundamentals%20of%20Management/#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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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熟悉决策的含义、作用与过程 

2.5 了解决策的类型与决策方法 

2.6 掌握战略管理的含义与作用 

2.7 了解内外部环境分析方法 

2.8 熟悉公司层战略与业务层战略 

3.“组织设计与组织变革”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4学时） 

3.1 理解掌握组织、组织结构的含义 

3.2 辨识组织、组织结构的类型和特点 

3.3 认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 

3.4 了解组织结构设计的方法 

3.5 熟悉组织变革含义和内容 

3.6 识别组织变革的力量与阻力 

3.7 了解促进变革的方法 

4.“沟通技巧与激励方法”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6学时） 

4.1 掌握沟通的概念，了解沟通的类型 

4.2 熟悉沟通的原则与方法 

4.3 掌握激励的含义、作用与过程 

4.4 理解经典激励理论和现代激励理论 

4.5 了解激励的运用方法和原则 

5.“领导理论与领导方法”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4学时） 

5.1 掌握领导的概念与内涵 

5.2 熟悉领导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5.3 了解常用的领导艺术 

6.“管理控制的基本方法”模块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要求 （2学时） 

6.1 理解控制的涵义 

6.2 明白组织为何要实施控制 

6.3 识别控制的模式与方法 

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管理学》，张慧文主编，葛红岩、陈炳亮、赵荔副主编，2014.03 

2.参考教材 

（1）《管理学》（第 13 版），斯蒂芬·P·罗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1 

（2）《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6 版），周三多、陈传明，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4.12 

http://www.shufuman.com/asp/search.asp?catalog=author&keyword=斯蒂芬·P。罗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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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学》（第 4 版），焦叔斌、杨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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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实践作业（20%）、平时测验(20%)

及课堂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或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模块

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表 

 

制定人：  张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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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管理的

基本定义、特

性及过程，掌

握管理学的

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框架

结构认识西

方管理思想

的演变过 

程 

理解计划的

含义作用类

型及编制过

程，掌握目标

管理的基本

内容，熟悉决

策的含义特

点、过程类型

及方法，了解

战略管理全

过程 

掌握组织、组

织结构的类

型、特点，理

解管理幅度

与管理层次

的关系，熟悉

组织设计方

法，了解组织

变革和发展 

掌握沟通的

概念、类型、

原则及方法，

理解激励的

内涵与过程；

掌握激励的

有关理论及

其应用，熟悉

激励的基本

方法和原则 

理解领导的

内涵，区别领

导与管理的

差异；学习领

导的基本理

论，了解领导

艺术，认识领

导者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 

理解控制的

内涵与作用，

认识控制的

过程；掌握控

制的类型，学

习控制的基

本方法 

理解并掌握 

管理的涵义 
√ √ √ √ √ √ 

识别管理者及其 

工作场景 
√ √ √ √ √ √ 

懂得学习管理 

的意义 
√      

理解管理思想演进的主

要历程 
√      

熟悉各理论阶段的代表

人物及其 

主要思想 

√      

了解各阶段理论产生的

历史背景 
      

理解掌握 

计划的涵义 
 √     

识别组织不同 

层次的目标 
 √     

掌握目标管理的概念步

骤及其优缺点 
 √     

熟悉决策的含义、作用

与过程 
 √ √ √ √  

了解决策的类型 

与决策方法 
 √   √  

掌握战略管理 

的含义与作用 
 √ √    

了解内外部环境 

分析方法 
 √ √    

熟悉公司层战略 

与业务层战略 
 √ √    

理解掌握组织 

组织结构的含义 
  √    

辨识组织、组织结构的

类型和特点 
  √    

认识幅度与管理 

层次的关系 
  √    

了解组织结构 

设计的方法 
  √    

熟悉组织变革 

含义和内容 
  √    

识别组织变革 

的力量与阻力 
  √    

了解促进变革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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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沟通的概念了解沟

通的类型 
   √ √  

熟悉沟通的 

原则与方法 
   √ √  

掌握激励的含义 

作用与过程 
   √ √  

理解经典激励理论和现

代激励理论 
   √ √  

了解激励的运用 

方法和原则 
   √ √  

掌握领导的概念 

与内涵 
   √   

熟悉领导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 
   √ √  

了解常用的 

领导艺术 
   √ √  

理解控制的涵义      √ 

明白组织为何 

要实施控制 
     √ 

识别控制的模式 

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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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1Q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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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社会科学类通识课 

后续课程：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管理的基本定义、特性及过程，掌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和框架结构，认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熟悉各阶段的主要观点、

代表人物及其相关探索。 

目标 2：理解管理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重要性。重点强化管理道

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目标 3：理解计划的含义、作用、类型及编制过程，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

内容，熟悉决策的含义、特点、过程、类型及方法，了解战略管理全过程。重

点把握决策中的辩证法应用。 

目标 4：掌握组织、组织结构的类型、特点，理解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

关系，熟悉组织设计方法，了解组织变革和发展。特别强调组织文化的凝聚力

功能。 

目标 5：掌握沟通的概念、类型、原则及方法，理解激励的内涵与过程；

掌握激励的有关理论及其应用，熟悉激励的基本方法和原则。重点训练沟通能

力，强化激励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 

目标 6：理解领导的内涵，区别领导与管理的差异；学习领导的基本理论，

了解领导艺术，认识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重点强调领导者的政治素质要

求。 

目标 7：理解控制的内涵与作用，认识控制的过程；掌握控制的类型，学

习控制的基本方法。 

目标 8:管理学教学内容之中，选取关联性强的部分，融入思政内容，实现

知识与育人同步教育， 

二、课程内容 

第 1 章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管理是与其他人一

起实现组织目标的，强调团队意识) 

教学内容：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MfjQ-2h9VdmHHJKxgClTaB6M9Bec2dNt6lpbRYRwPwHfbQz3zV2rAzhZEJlwZHYy-ydTqsRkop0xzSe2AKo4WrAFazRQN82OF6VyoC90vHkIoqG5ozkSWGUcv_tZO7j&wd=&eqid=94afa826000165e90000000459a8d4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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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活动 

1.2 中外早期管理思想 

1.3 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能力要求： 

①理解组织的概念及含义；②知道组织的类型；③理解管理者概念；④知

道管理者的层次； 

⑤知道不同学者对管理者的不同定义；⑥理解管理的概念及内涵；⑦分析

管理四大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⑧理解明茨伯格管理者角色：三大类 10 种角色；

⑨分析管理的素质特征；⑩分析管理者层次与技能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管理的概念及内涵管理的四大职能管理者必备的技能管理者层次与技能之

间的关系 

1.4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教学内容： 

1.4.1 管理活动与管理思想 

1.4.2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能力要求： 

①分析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②知道早起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③理解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是增进劳

动生产力的原因； 

④理解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图；⑤理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主要观点、

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的主要观点、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思韦伯

对“权力”构成的主要观点； 

⑥评价对古典管理理论的地位和不足之处；⑦分析梅奥通过霍桑试验所得

出的人际关系理论的理论内涵；⑧理解西蒙的决策理论的理论内涵：管理就是

决策、强调决策者的重要性、决策追求“满意原则”；⑨理解权变理论内涵、

系统理论内涵。 

第 2 章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管理者的管理道

德、社会责任意识） 

教学内容： 

2.1 管理与伦理道德 

2.2 几种相关的道德观 

2.3 道德管理的特征和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 

2.4 企业的社会责任 

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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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道伦理、管理伦理的含义； 

②理解戴维·J·佛里切管理伦理问题：贿赂、胁迫、欺骗、偷窃、不公平

歧视； 

③分析四种伦理观：功利观、权利观、公正理论观、社会契约整合理论对

管理伦理的影响； 

④知道影响管理伦理的因素； 

⑤运用改善道德的行为方法，改善组织的伦理现状； 

⑥知道什么是社会责任；⑦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⑧运用“赞成和反对社会责任的争论”分析组织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以及承担什么责任。 

教学重点： 

戴维·J·佛里切管理伦理问题四种伦理观改善道德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

内容赞成和反对社会责任的争论 

第 3 章决策的过程与方法（4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决策中的辩证法） 

教学内容： 

3.1 决策的内涵与外延 

3.2 决策制定过程 

3.3 决策的影响因素 

3.4 决策方法 

能力要求： 

①知道决策的构成要素、决策的分类；②理解衡量决策有效性的标准；③

分析相对于个人决策而言群体决策的优点和缺点；④理解决策的原则；⑤分析

为什么决策时理性是有限；⑥运用决策制定过程相关理论制定具体的组织决策；

⑦运用经营单位组合分析法分析具体组织的资源分配决策； 

⑧知道政策指导矩阵；⑨根据问题或机会的性质、影响决策目标的未来环

境的可预测程度，可以把决策分为三类：确定性决策、风险性决策、不确定性

决策，运用每一类具体决策方法制定组织决策； 

⑩运用盈亏平衡方法、决策树法、乐观法、悲观发、后悔值法制定具体的

组织决策。 

教学重点： 

相对于个人决策而言群体决策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决策时理性是有限决策

制定过程经营单位组合分析法盈亏平衡方法决策树法乐观法悲观法后悔值法 

第 4 章计划工作与计划方法（3课时） 

教学内容： 

4.1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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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计划工作的程序 

4.3 计划的方法 

能力要求： 

 知道计划的含义、计划作用、计划类型、计划有效性的权变因素； 

②运用计划工作的程序制定科学的计划；③知道预测、滚动计划法； 

④运用目标管理的步骤，实施具体的目标管理；⑤理解目标管理的要素；

⑥评价目标管理的优点和缺点。 

教学重点： 

计划工作的程序目标管理的步骤目标管理的评价 

第 5 章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组织文化，强化

凝聚力） 

教学内容： 

5.1 组织与组织结构 

5.2 组织设计 

5.3 常见的组织结构类型 

5.4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 

能力要求： 

①理解组织的构成要素；②知道组织结构概念；③理解组织结构的理论基

础：工作专门化、部门化、组织层级与管理幅度、集权与分权；④理解常用的

部门化的标准；⑤知道管理幅度的含义； 

⑥分析组织确定管理幅度应该考虑的因素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分析影响

集权和分权的相关因素，进行合理的权利分配；⑦理解组织设计的任务、组织

设计的原则；⑧分析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设计科学的组织结构图；⑨知道直

线制组织结构、职能型组织结构；⑩理解直线参谋型组织结构、事业部型组织

结构、矩阵式组织结构、虚拟组织结构。 

教学重点： 

组织结构的理论基础组织确定管理幅度应该考虑的因素影响集权和分权的

相关因素组织设计的原则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事业部型组织结构矩阵式组织结

构 

第 6 章领导与领导理论（8课时）（课程思政要点：领导素质中的政治素

质） 

教学内容： 

6.1 领导概述 

6.2 领导理论 

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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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解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②理解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法定权

力、强制权力、奖赏权力、专长权力、参照权力；③综合运用领导理论发展经

历的三个阶段：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阐述领导理论

演进过程；④知道领导特质理论；⑤理解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共同研

究的四分图理论；⑥理解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⑦理解布兰克和莫

顿的管理方格理论；⑧理解费德勒模型；⑨分析何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理论（领

导生命周期理论）的理论内涵，并指导具体的领导实践。 

教学重点： 

领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费德勒模型何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理论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 

第 7 章激励（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如何形成

有战斗力的团队？） 

教学内容： 

7.1 激励的过程 

7.2 内容型激励理论 

7.3 过程型激励理论 

能力要求： 

①知道激励的概念；②分析激励的过程，以提升对员工的激励效果；③理

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双因素理论、亚当斯的公平

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挫折理论和归因理论。 

教学重点： 

激励的过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弗鲁姆的

期望理论 

第 8 章沟通（5课时）（课程思政要点：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如何提升自

身的沟通能力和水平？） 

教学内容： 

81 沟通的过程 

8.2 沟通改进 

能力要求： 

①知道沟通的概念、重要性；②理解沟通的类型；③分析沟通的要素，改

善沟通效果； 

④分析影响有效沟通的障碍因素，提升沟通效率；⑤评价改进沟通的途径，

并选择合适的途径改善日常沟通效果；⑥理解人们面对沟通常见的反应：消极

防卫、积极防卫、建设性态度；⑦知道冲突与谈判。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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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要素影响有效沟通的障碍因素改进沟通的途径 

第 9 章控制（4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如何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教学内容： 

9.1 控制的内涵与外延 

9.2 管理控制的类型及特点 

9.3 控制的过程 

能力要求： 

①知道控制的含义；②理解控制目标；③分析管理控制循环图（PDCA 循

环）以提升管理控制效率；④按照控制的侧重点不同把控制分为：前馈控制、

现场控制、反馈控制，理解三种控制的含义；⑤知道其他控制分类；⑥理解管

理控制的特点；⑦理解控制过程三步骤：建立控制标准、根据控制标准衡量实

际工作绩效、矫正实际执行情况偏离标准和计划的误差；⑧理解管理控制的对

象； 

⑨运用“制定控制标准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控制标准体系；⑩理解为了使

绩效衡量工作更有效，组织的衡量工作绩效必须满足以下四点要求：实用性、

可靠性、及时性、经济型；熟悉衡量实际绩效的方法；掌握有效控制的原则。 

教学重点： 

管理控制循环图（PDCA 循环）前馈控制、现场控制、反馈控制的含义控

制过程三步骤制定控制标准的要求 

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管理学》第四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2.参考教材 

（1）《管理学》（第 13 版），斯蒂芬·P·罗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1 

（2）《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6 版），周三多、陈传明，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4.12 

（3）《管理学》（第 4 版），焦叔斌、杨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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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课程思政部

分内容。 

1.平时成绩占比 30-40%，主要包括：团队实践作业（20%）、平时测验(20%)

及课堂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模块知识

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

http://www.shufuman.com/asp/search.asp?catalog=author&keyword=斯蒂芬·P。罗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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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五、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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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管理的基

本定义、特

性及过程，

掌握管理学

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

法和框架结

构，认识西

方管理思想

的演变过

程，熟悉各

阶段的主要

观点、代表

人物及其相

关探索。 

目标 2：

理解管

理道德

和企业

社会责

任的含

义，重要

性。重点

强化管

理道德

和社会

责任意

识。 

目标 3：理

解计划的

含义、作

用、类型及

编制过程，

掌握目标

管理的基

本内容，熟

悉决策的

含义、特

点、过程、

类型及方

法，了解战

略管理全

过程。重点

把握决策

中的辩证

法应用。 

目标 4：

掌握组

织、组织

结构的类

型、特点，

理解管理

幅度与管

理层次的

关系，熟

悉组织设

计方法，

了解组织

变革和发

展。特别

强调组织

文化的凝

聚力功

能。 

目标 5：掌握

沟通的概

念、类型、

原则及方

法，理解激

励的内涵与

过程；掌握

激励的有关

理论及其应

用，熟悉激

励的基本方

法和原则。

重点训练沟

通能力，强

化激励就是

调动人的积

极性问题。 

目标 6：理

解领导的

内涵，区别

领导与管

理的差异；

学习领导

的基本理

论，了解领

导艺术，认

识领导者

的基本素

质和能力。

重点强调

领导者的

政治素质

要求。 

目标 7：

理解控

制的内

涵与作

用，认

识控制

的过

程；掌

握控制

的类

型，学

习控制

的基本

方法。 

目标 8:

管理学

教学内

容之中，

选取关

联性强

的部分，

融入思

政内容，

实现知

识与育

人同步

教育， 

 

 

1.1管理活动 √ √ √ √ √ √ √  

1.2 中外早期管理

思想 
√ √ √ √ √ √ √ √ 

1.3 管理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 
√        

1.4 管理理论的

形成与发展 
√        

2.1 管理与伦理

道德 
 √      √ 

2.2 几种相关的

道德观 
 √       

2.3 道德管理的特

征和影响管理道

德的因素 

 √       

2.4 企业的社会责

任 
 √    √  √ 

3.1 决策的内涵

与外延 
 √      √ 

3.2 决策制定过

程 
 √       

3.3 决策的影响

因素 
 √       

3.4决策方法   √      

4.1 计划概述  √ √      

4.2 计划工作的

程序 
 √ √      

4.3 计划的方法  √ √      

5.1 组织与组织

结构 
   √     

5.2 组织设计    √  √   

5.3 常见的组织

结构类型 
   √     

5.4 组织变革与组

织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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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领导概述      √   

6.2 领导理论      √  √ 

7.1 激励的过程       √ √ 

7.2 内容型激励

理论 
    √  √  

7.3 过程型激励

理论 
    √    

8.1 沟通的过程    √    √ 

8.2 沟通改进  √  √     

9.1 控制的内涵

与外延 
 √    √ √  

9.2 管理控制的

类型及特点 
     √ √  

9.3 控制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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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09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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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后续课程：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管理的基本定义、特性及过程，掌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和框架结构，认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熟悉各阶段的主要观点、

代表人物及其相关探索。 

目标 2：理解管理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重要性。重点强化管理道

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目标 3：理解计划的含义、作用、类型及编制过程，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

内容，熟悉决策的含义、特点、过程、类型及方法，了解战略管理全过程。重

点把握决策中的辩证法应用。 

目标 4：掌握组织、组织结构的类型、特点，理解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

关系，熟悉组织设计方法，了解组织变革和发展。特别强调组织文化的凝聚力

功能。 

目标 5：掌握沟通的概念、类型、原则及方法，理解激励的内涵与过程；

掌握激励的有关理论及其应用，熟悉激励的基本方法和原则。重点训练沟通能

力，强化激励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 

目标 6：理解领导的内涵，区别领导与管理的差异；学习领导的基本理论，

了解领导艺术，认识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重点强调领导者的政治素质要

求。 

目标 7：理解控制的内涵与作用，认识控制的过程；掌握控制的类型，学

习控制的基本方法。 

目标 8:管理学教学内容之中，选取关联性强的部分，融入思政内容，实现

知识与育人同步教育。 

二、课程内容 

第 1 章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管理是与其他人一

起实现组织目标的，强调团队意识) 

教学内容：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MfjQ-2h9VdmHHJKxgClTaB6M9Bec2dNt6lpbRYRwPwHfbQz3zV2rAzhZEJlwZHYy-ydTqsRkop0xzSe2AKo4WrAFazRQN82OF6VyoC90vHkIoqG5ozkSWGUcv_tZO7j&wd=&eqid=94afa826000165e90000000459a8d4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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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活动 

1.2 中外早期管理思想 

1.3 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能力要求： 

①理解组织的概念及含义；②掌握组织的类型；③理解管理者概念；④掌

握管理者的层次；⑤掌握不同学者对管理者的不同定义；⑥理解管理的概念及

内涵；⑦分析管理四大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⑧理解明茨伯格管理者角色：三

大类 10种角色；⑨分析管理的素质特征；⑩分析管理者层次与技能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管理的概念及内涵管理的四大职能管理者必备的技能管理者层次与技能之

间的关系 

1.4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教学内容： 

1.4.1 管理活动与管理思想 

1.4.2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能力要求： 

①分析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之间的关系；②掌握早起管理实践

与管理思想；③理解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④理解

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图；⑤理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主要观点、现代经营

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的主要观点、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思韦伯对“权力”

构成的主要观点；⑥评价对古典管理理论的地位和不足之处；⑦分析梅奥通过

霍桑试验所得出的人际关系理论的理论内涵；⑧理解西蒙的决策理论的理论内

涵：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决策者的重要性、决策追求“满意原则”；⑨理解权

变理论内涵、系统理论内涵。 

第 2 章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管理者的管理道

德、社会责任意识） 

教学内容： 

2.1 管理与伦理道德 

2.2 几种相关的道德观 

2.3 道德管理的特征和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 

2.4 企业的社会责任 

能力要求： 

①掌握伦理、管理伦理的含义；②理解戴维·J·佛里切管理伦理问题：贿

赂、胁迫、欺骗、偷窃、不公平歧视；③分析四种伦理观：功利观、权利观、

公正理论观、社会契约整合理论对管理伦理的影响；④掌握影响管理伦理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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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⑤运用改善道德的行为方法，改善组织的伦理现状；⑥掌握什么是社会责

任；⑦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⑧运用“赞成和反对社会责任的争论”分析

组织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责任。 

教学重点： 

戴维·J·佛里切管理伦理问题四种伦理观改善道德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

内容赞成和反对社会责任的争论 

第 3 章决策的过程与方法（4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决策中的辩证法） 

教学内容： 

3.1 决策的内涵与外延 

3.2 决策制定过程 

3.3 决策的影响因素 

3.4 决策方法 

能力要求： 

①掌握决策的构成要素、决策的分类；②理解衡量决策有效性的标准；③

分析相对于个人决策而言群体决策的优点和缺点；④理解决策的原则；⑤分析

为什么决策时理性是有限；⑥运用决策制定过程相关理论制定具体的组织决策；

⑦运用经营单位组合分析法分析具体组织的资源分配决策；⑧掌握政策指导矩

阵；⑨根据问题或机会的性质、影响决策目标的未来环境的可预测程度，可以

把决策分为三类：确定性决策、风险性决策、不确定性决策，运用每一类具体

决策方法制定组织决策；⑩运用盈亏平衡方法、决策树法、乐观法、悲观发、

后悔值法制定具体的组织决策。 

教学重点： 

相对于个人决策而言群体决策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决策时理性是有限决策

制定过程经营单位组合分析法盈亏平衡方法决策树法乐观法悲观法后悔值法 

第 4 章计划工作与计划方法（3课时） 

教学内容： 

4.1 计划概述 

4.2 计划工作的程序 

4.3 计划的方法 

能力要求： 

①掌握计划的含义、计划作用、计划类型、计划有效性的权变因素；②运

用计划工作的程序制定科学的计划；③掌握预测、滚动计划法；④运用目标管

理的步骤，实施具体的目标管理；⑤理解目标管理的要素；⑥评价目标管理的

优点和缺点。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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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工作的程序目标管理的步骤目标管理的评价 

第 5 章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组织文化，强化

凝聚力） 

教学内容： 

5.1 组织与组织结构 

5.2 组织设计 

5.3 常见的组织结构类型 

5.4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 

能力要求： 

①理解组织的构成要素；②掌握组织结构概念；③理解组织结构的理论基

础：工作专门化、部门化、组织层级与管理幅度、集权与分权；④理解常用的

部门化的标准；⑤掌握管理幅度的含义；⑥分析组织确定管理幅度应该考虑的

因素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分析影响集权和分权的相关因素，进行合理的权利

分配；⑦理解组织设计的任务、组织设计的原则；⑧分析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

设计科学的组织结构图；⑨掌握直线制组织结构、职能型组织结构；⑩理解直

线参谋型组织结构、事业部型组织结构、矩阵式组织结构、虚拟组织结构。 

教学重点： 

组织结构的理论基础组织确定管理幅度应该考虑的因素影响集权和分权的

相关因素组织设计的原则影响组织设计的因素事业部型组织结构矩阵式组织结

构 

第 6 章领导与领导理论（8课时）（课程思政要点：领导素质中的政治素

质） 

教学内容： 

6.1 领导概述 

6.2 领导理论 

能力要求： 

①理解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②理解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法定权

力、强制权力、奖赏权力、专长权力、参照权力；③综合运用领导理论发展经

历的三个阶段：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阐述领导理论

演进过程；④掌握领导特质理论；⑤理解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共同研

究的四分图理论；⑥理解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⑦理解布兰克和莫

顿的管理方格理论；⑧理解费德勒模型；⑨分析何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理论（领

导生命周期理论）的理论内涵，并指导具体的领导实践。 

教学重点： 

领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费德勒模型何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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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生命周期理论） 

第 7 章激励（6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如何形成

有战斗力的团队？） 

教学内容： 

7.1 激励的过程 

7.2 内容型激励理论 

7.3 过程型激励理论 

能力要求： 

①掌握激励的概念；②分析激励的过程，以提升对员工的激励效果；③理

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双因素理论、亚当斯的公平

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挫折理论和归因理论。 

教学重点： 

激励的过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弗鲁姆的

期望理论 

第 8 章沟通（5课时）（课程思政要点：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如何提升自

身的沟通能力和水平？） 

教学内容： 

8.1 沟通的过程 

8.2 沟通改进 

能力要求： 

①掌握沟通的概念、重要性；②理解沟通的类型；③分析沟通的要素，改

善沟通效果；④分析影响有效沟通的障碍因素，提升沟通效率；⑤评价改进沟

通的途径，并选择合适的途径改善日常沟通效果；⑥理解人们面对沟通常见的

反应：消极防卫、积极防卫、建设性态度；⑦掌握冲突与谈判。 

教学重点： 

沟通的要素影响有效沟通的障碍因素改进沟通的途径 

第 9 章控制（4课时）（课程思政要点：如何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教学内容： 

9.1 控制的内涵与外延 

9.2 管理控制的类型及特点 

9.3 控制的过程 

能力要求： 

①掌握控制的含义；②理解控制目标；③分析管理控制循环图（PDCA 循

环）以提升管理控制效率；④按照控制的侧重点不同把控制分为：前馈控制、

现场控制、反馈控制，理解三种控制的含义；⑤掌握其他控制分类；⑥理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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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控制的特点；⑦理解控制过程三步骤：建立控制标准、根据控制标准衡量实

际工作绩效、矫正实际执行情况偏离标准和计划的误差；⑧理解管理控制的对

象；⑨运用“制定控制标准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控制标准体系；⑩理解为了使

绩效衡量工作更有效，组织的衡量工作绩效必须满足以下四点要求：实用性、

可靠性、及时性、经济型；熟悉衡量实际绩效的方法；掌握有效控制的原则。 

教学重点： 

管理控制循环图（PDCA 循环）前馈控制、现场控制、反馈控制的含义控

制过程三步骤制定控制标准的要求 

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管理学》第四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8 

2.参考教材 

（1）《管理学》（第 13 版），斯蒂芬·P·罗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1 

（2）《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6 版），周三多、陈传明，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4.12 

（3）《管理学》（第 4 版），焦叔斌、杨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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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模块知识点

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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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ufuman.com/asp/search.asp?catalog=author&keyword=斯蒂芬·P。罗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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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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基本

定义、特性

及过程，掌

握管理学的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

框架结构，

认识西方管

理思想的演

变过程，熟

悉各阶段的

主要观点、

代表人物及

其相关探

索。 

目标

2：理解

管理道

德和企

业社会

责任的

含义，

重要

性。重

点强化

管理道

德和社

会责任

意识。 

目标 3：理

解计划的

含义、作

用、类型及

编制过程，

掌握目标

管理的基

本内容，熟

悉决策的

含义、特

点、过程、

类型及方

法，了解战

略管理全

过程。重点

把握决策

中的辩证

法应用。 

目标 4：掌

握组织、

组织结构

的类型、

特点，理

解管理幅

度与管理

层次的关

系，熟悉

组织设计

方法，了

解组织变

革和发

展。特别

强调组织

文化的凝

聚力功

能。 

目标 5：掌

握沟通的概

念、类型、

原则及方

法，理解激

励的内涵与

过程；掌握

激励的有关

理论及其应

用，熟悉激

励的基本方

法和原则。

重点训练沟

通能力，强

化激励就是

调动人的积

极性问题。 

目标 6：理

解领导的

内涵，区别

领导与管

理的差异；

学习领导

的基本理

论，了解领

导艺术，认

识领导者

的基本素

质和能力。

重点强调

领导者的

政治素质

要求。 

目标 7：

理解控

制的内

涵与作

用，认识

控制的

过程；掌

握控制

的类型，

学习控

制的基

本方法。 

目标 8:

管理学

教学内

容之中，

选取关

联性强

的部分，

融入思

政内容，

实现知

识与育

人同步

教育， 

 

 

 

1.1管理活动 √ √ √ √ √ √ √  

1.2中外早期管理

思想 
√ √ √ √ √ √ √ √ 

1.3管理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 
√        

1.4 管理理论的

形成与发展 
√        

2.1 管理与伦理

道德 
 √      √ 

2.2 几种相关的

道德观 
 √       

2.3道德管理的特

征和影响管理道

德的因素 

 √       

2.4企业的社会责

任 
 √    √  √ 

3.1 决策的内涵

与外延 
 √      √ 

3.2 决策制定过

程 
 √       

3.3 决策的影响

因素 
 √       

3.4决策方法   √      

4.1 计划概述  √ √      

4.2 计划工作的

程序 
 √ √      

4.3 计划的方法  √ √      

5.1 组织与组织

结构 
   √     

5.2 组织设计    √  √   

5.3 常见的组织

结构类型 
   √     

5.4组织变革与组

织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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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领导概述      √   

6.2 领导理论      √  √ 

7.1 激励的过程       √ √ 

7.2 内容型激励

理论 
    √  √  

7.3 过程型激励

理论 
    √    

8.1 沟通的过程    √    √ 

8.2 沟通改进  √  √     

9.1 控制的内涵

与外延 
 √    √ √  

9.2 管理控制的

类型及特点 
     √ √  

9.3 控制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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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1RA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后续课程：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一、课程培养目标(Goals of the Course) 

GOAL ONE: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agers and operative employees; Differentiat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Master the four primary processes of management; 

classify the three levels of managers and identify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each 

group; summarize the essential roles performed by managers; learn the four general 

skills necessary for becoming a successful manager; describe the three waves in 

modern social histo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identify the ways in 

which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manager’s job; def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understand the term entrepreneurship; describe 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a diversified workforce. 

GOAL TWO: Understand the assumptions of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the limits to rationality; master the step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nderstand the actions of the bounded-rational decision maker; master the two types 

of decision problems and the two types of decisions; master four decision-making 

styles;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oup decisions;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planning, distinguish betwee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lans, master 

the steps i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process; understand the four grand strategies; 

learn SWOT analysis. 

GOAL THREE: Understand the six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ifferentiate authority and power; master the five different ways by which 

management can departmentalize; underst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master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ocess; differentiate between job descriptions and job 

specifications; master various training methods; understand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ces for change; master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resistance to change; learn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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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e innovation. 

GOAL FOUR: Master the motivation process and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differentiate Theory X from Theory Y;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equity theory and expectancy theory; learn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of leaders, 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 and path-goal model of 

leadership; master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rust and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learn 

the techniques for overcom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master the steps in analyzing 

and resolving conflict. 

GOAL FIV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control; master three approaches to 

control and the control process; distinguish the three types of control; understand 

how nat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e the control process; underst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service and a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understand value chain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just-in-time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ⅰ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Introduction Module  (8 hours) 

1.1 Managers and Management  (8 hours) 

1.2 Th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8 hours) 

ⅱ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Planning Module (8 hours) 

2.1 Foundations of Decision Making  (4 hours) 

2.2 Foundations of Planning  (4 hours) 

ⅲ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Organizing Module  (12 hours) 

3.1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4 hours) 

3.2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4 hours) 

3.3 Managing Change and Innovation  (4 hours) 

ⅳ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Leading Module  (12 hours) 

4.1 Motivating and Rewarding Employees  (4 hours) 

4.2 Leadership and Trust  (4 hours) 

4.3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4 hours) 

ⅴ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tents of Controlling Module  (8 hours) 

5.1 Foundations of Control  (4 hours) 

5.2 Operations Management  (4 hours) 

三、课程教材（Teaching Materials） 

ⅰ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9
th
 edition), Stephen P. Robbins, David A. 

Decenzo, Mary Coult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6 



 274 

ⅱ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W. 

W. Norton & Company, 1967 

ⅲ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Peter F. Drucker, Collins Business, 2016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The Assessment and Basic Requirements） 

ⅰAssessment 

The course assessment is conducted by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regular and 

final examinations. 

1.1 The average assessment accounts for 50%, including: Class attendance 

(10%), homework or regular quizzes (15%), Presentation (25%). 

1.2 The final assessment accounts for 50%. 

ⅱ Requirements 

2.1 Attendanc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all class sessions. Excused 

absences must be documented and are limited to major events beyond a student’s 

contro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aths in the immediate family, illness, and bad 

weather) or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sanctioned events. Students must take exams 

and turn in assignments at the scheduled times. 

2.2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exam will be cancelled by the regulation of students 

if anyone breaks the following rules: 

a) The absence without excuses > 1/3 of the total class hours. 

b) The absence without excuses + Excused absences > 1/2 of the total class 

hours. 

c) Cheating in exams. 

五、附件（Attachment） 

A table indicates the support of curriculum contents to curriculum objectives 

(See Table 1). 

 

制定人：  熊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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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s 

 

 

 

 

 

 

 

 

 

 

 

 

 

 

 

 

 

 

 

 

 

 

 

 

 

 

 

 

 

 

 

 

 

 

 

 

 

 

 

Contents 

GOAL ONE: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agers and 

operative 

employees; 

Differentiat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Master the four 

primary processes 

of management; 

classify the three 

levels of managers; 

learn the four 

general skills 

necessary for 

becoming a 

successful 

manager; describe 

the three waves in 

modern social 

history; identify 

the ways in which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manager’s job; 

def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 

describe a 

diversified 

workforce. 

GOAL TWO: 

Understand the 

assumptions of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the 

limits to 

rationality; 

master the step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nderstand the 

actions of the 

bounded-rational 

decision maker; 

master the two 

types of decision 

problems and the 

two types of 

decisions; master 

four 

decision-making 

styles;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oup decisions;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planning, 

distinguish 

between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lans, 

master the steps i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process; 

understand the four 

grand strategies; 

learn SWOT 

analysis. 

GOAL THREE: 

Understand the six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ifferentiate 

authority and 

power; master the 

five different ways 

by which management 

can 

departmentalize; 

underst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master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ocess; 

differentiate 

between job 

descriptions and 

job 

specifications; 

master various 

training methods; 

understand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ces for 

change; master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resistance to 

change; learn how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GOAL FOUR: Master 

the motivation 

process and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differentiate 

Theory X from 

Theory Y;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hygien

e theory, equity 

theory and 

expectancy 

theory; learn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of 

leaders, 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 

and path-goal 

model of 

leadership; 

master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rust and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learn the 

techniques for 

overcom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master 

the steps in 

analyzing and 

resolving 

conflict. 

GOAL FIV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control; 

master three 

approaches to 

control and the 

control 

process; 

distinguish 

the three types 

of control; 

understand how 

nat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e the 

control 

process; 

underst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service and a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understand 

value chain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just-in-time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1.1 Managers and 

Management 
√     

1.2 Th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     

2.1 Foundations 

of Decision 

Making 

 √    

2.2 Foundations 

of Planning 
 √    

3.1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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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   

3.3 Managing 

Change and 

Innovation 

  √   

4.1 Motivating 

and Rewarding 

Employees 

   √  

4.2 Leadership 

and Trust 
   √  

4.3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  

5.1 Foundations 

of Control 
    √ 

5.2 Operations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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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22P1        英文名称：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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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整合营销沟通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广告基本理念、广告策划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目标 2：掌握广告创意的方法、技巧和应用。 

目标 3：初步掌握广告文案及艺术设计的方法及应用。 

目标 4：领会现代广告的策略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广告理念及策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广告的科学含义、广告要素及现代广告运作理念。 （2课时） 

1.2现代广告策划：广告策划程序、方法及效果评估、广告策划书写作。 

 （2课时） 

（二）广告创意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广告创意的实质、法则和过程 （1课时） 

2.2广告创意方法。 （3课时） 

2.3优秀广告创意的关键与技巧 （2课时） 

2.4广告创意赏析与创作。 （4课时） 

（三）广告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广告文案设计：广告文案的创作要求、广告标题创作、广告标语创作、

广告正文创作 （2课时） 

3.2广告作品设计的程序和原则。 （2课时） 

3.3平面广告作品的设计艺术。 （2课时） 

3.4视频音频广告作品的设计艺术。 （2课时） 

3.5 广告文案与设计艺术创作。 （4课时） 

（四）广告策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广告媒体策略：广告媒体选择，广告媒体的组合策略、广告媒体策略

效果评估。 （2课时） 

4．2广告心理策略：公众心理，广告心理策略的基本内容和应用（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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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广告学》，何修猛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当代广告学》第八版，（美）阿伦斯（Arens,W.F.） 著，丁俊杰，程

坪，钟静，康瑾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广告与营销策划》第十一版，（美）威廉 阿伦斯等著，2016 

3.《现代广告通论》，丁俊杰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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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作品展示、平时作业及考勤。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或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模块一至

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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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2%C2%D7%CB%B9&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Arens&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W.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A1%BF%A1%BD%D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C%C6%B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C%C6%B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6%D3%BE%B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B5%E8%AA&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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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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广告基

本理念、广告策划的

基本程序和方法。 

目标 2：掌握广告创

意的方法、技巧和

应用。 

目标 3：初步掌握广

告文案及艺术设计

的方法及应用。 

目标 4:掌握现代

广告的策略应

用。 

1.1 广告的科学含义、广告要素

及现代广告运作理念 
√    

1.2现代广告策划 √    

2.1 广告创意的实质、法则和过

程 
 √   

2.2广告创意方法  √   

2.3优秀广告创意的关键与技巧  √   

2.4广告创意赏析与创作  √  √ 

3.1广告文案设计   √  

3.2广告作品设计的程序和原则   √  

3.3平面广告作品的设计艺术   √  

3．4视频音频广告作品的设计艺

术 
  √  

3.5广告文案与设计艺术创作  √ √ √ 

4.1广告媒体策略    √ 

4.2广告心理策略    √ 

学生广告作品展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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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35P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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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国际服务贸易及其相关的服务、服务业的概念，国际服务贸

易的特点及形成发展过程、研究对象和内容方法。掌握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分

类和逻辑分类，GATS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了解对国际服务贸易分类的平

价及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掌握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商品价值理论在

服务贸易中的运用；了解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其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正确认识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模型。 

目标 2：了解服务贸易政策的基本类型，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理论与政

策；掌握国际服务贸易壁垒设置的目的与特点，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种类及保

护程度的衡量。掌握《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产生、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了解

“乌拉圭回合”之后有关服务贸易后续谈判和新一轮谈判的焦点，与服务贸易

相关的 WTO体制的特点。 

目标 3：了解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现状（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现状（韩国、中国香港），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服

务贸易现状（印度、巴西）。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结构及管理体制，

认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之后的原因及未来发展战略。 

二、课程内容 

(一) 国际服务贸易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1.1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概念，国际服务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国际服务贸

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课时） 

1.2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国际服务贸易分类的评价，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2课时） 

1.3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服务贸易的价值理论；配第-克拉

克定理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模型 （4课时） 

（二）国际服务贸易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2.1国际服务贸易政策概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国际服务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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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政策 （2课时） 

2.2服务贸易的国际性协议；WTO体制与国际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区域性

协议 （2课时） 

（三）国际服务贸易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0课时） 

3.1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效应；国际服务贸易

与 FDI （4课时） 

3.2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服务贸易；主要发展中国

家的服务贸易 （4课时） 

3.3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2课时） 

3.4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理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评价；全球服务贸

易国际竞争力的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6课时） 

3.5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格局；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化；国际服务外包；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汪素芹主编，《国际服务贸易》（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国际服务贸易》，栗丽、陈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出版。 

《国际服务贸易学》，陈大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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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课堂表现及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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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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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服务贸易及其相

关的服务、服务业的概念，国际

服务贸易的特点及形成发展过

程、研究对象和内容方法。掌握

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分类和逻辑

分类，GATS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

分类，了解对国际服务贸易分类

的平价及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掌

握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

论，商品价值理论在服务贸易中

的运用；了解配第-克拉克定理及

其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正确认

识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模型。 

目标 2：了解服务贸易政策

的基本类型，国际服务贸易

自由化的理论与政策；掌握

国际服务贸易壁垒设置的

目的与特点，国际服务贸易

壁垒的种类及保护程度的

衡量。掌握《服务贸易总协

定》的产生、主要内容及重

要意义；了解“乌拉圭回合”

之后有关服务贸易后续谈

判和新一轮谈判的焦点，与

服务贸易相关的 WTO体制

的特点。 

目标 3：了解发达国家的

服务贸易现状（美国、欧

盟、日本、澳大利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服

务贸易现状（韩国、中国

香港），主要发展中国家

的服务贸易现状（印度、

巴西）。了解中国服务贸

易发展的特点、结构及管

理体制，认识中国服务贸

易发展之后的原因及未

来发展战略。 

1.1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概

念，国际服务贸易的产生与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研究

对象和研究方法 

√   

1.2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

国际服务贸易分类的评价，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   

1.3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

势理论；国际服务贸易的价

值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在

服务贸易中的运用；国际服

务贸易理论模型 

√   

2.1国际服务贸易政策概

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政

策；国际服务贸易保护政策 

 √  

2.2服务贸易的国际性协

议；WTO体制与国际服务贸

易；服务贸易的区域性协议 

 √ √ 

3.1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增

长；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效

应；国际服务贸易与 FDI 

  √ 

3.2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服务贸

易；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服务

贸易 

  √ 

3.3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

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中国

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 

3.4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理

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

评价；全球服务贸易国际竞

争力的分析；中国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分析 

√  √ 

3.5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基

本格局；国际服务贸易电子

化；国际服务外包；国际服

务贸易发展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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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2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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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航运活动产生的背景；掌握船舶营运的基本条件； 

目标 2. 熟悉国际运输船舶的营运方式；熟悉船舶航次生产活动过程，掌握

船舶航次载货量的确定方法； 

目标 3. 熟悉船舶分类；了解船队结构与规模；了解船舶维持与技术改造；

掌握船舶更新的基本知识； 

目标 4. 熟悉国际航运管理指标体系；掌握船舶营运生产指标；掌握航运企

业财务成果指标；掌握船舶运输量指标及单位成本指标分析的方法； 

目标 5. 熟悉新辟班轮航线论证的过程；熟悉班轮航线系统配船优化的方

法；掌握班轮航线船期表的编制方法；熟悉班轮货运程序及主要货运单证及其

流转；掌握班轮运费核算 

目标 6. 熟悉集装箱运输组织的过程；掌握集装箱的使用与管理重点：集装

箱配箱量的确定；集装箱租箱量的确定；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国际航运活动概述   

1.2 船舶营运的基本条件   

1.3 国际运输船舶的营运方式   

1.4 第四节 船舶航次生产活动   

1.5 国际航运管理的基本内容   

（二）国际航运市场 （4 课时）  

2.1 航运市场  （1 课时） 

2.2 航运市场的供求分析 （1 课时） 

2.3 国际航运价格及制定 （1 课时） 

2.4 国际航运运价指数 （0.5 课时） 

2.5 油轮运价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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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航运企业 （2 课时） 

3.1 航运企业的组织形式及范畴 37 

3.2 航运企业的设立   

3.3 航运企业管理组织结构 41 

3.4 现代航运企业的特点 46 

（四）运输船舶 （4 课时） 

4.1 船舶的分类及发展趋势 （1 课时） 

4.2 典型的运输船舶 （2 课时） 

4.3 运输船舶的主要性能 （1 课时） 

（五） 国际航运管理指标 （4 课时） 

5.1 航运企业生产活动指标体系 （1 课时） 

5.2 船舶营运工作指标 （1 课时） 

5.3 航运企业财务成果指标 （1 课时） 

5.4 集装箱运输考核指标 （1 课时） 

（六）班轮营运管理 （3 课时） 

6.1 班轮航线参数及班轮货流分析 （0.5 课时）  

6.2 新辟班轮航线论证 （0.5 课时）   

6.3 班轮航线结构的选择 （0.5 课时）  

6.4 班轮航线系统配船 （0.5 课时）  

6.5 班轮挂靠港口的选择 （0.5 课时）  

6.6 班轮船期表的制定 （0.5 课时） 

（七）不定期船营运管理 （3 课时） 

7.1 不定期船运输概述 （1 课时） 

7.2 不定期船航次估算 （0.5 课时） 

7.3 航次租船合理报价 （0.5 课时） 

7.4 船舶最佳营运航速决策 （0.5 课时） 

7.5 不定期船营运组织优化 （0.5 课时） 

（八）船舶生产计划与调度 （2 课时） 

8.1 船舶生产计划 （0.5 课时） 

8.2 船舶运输量指标及单位成本指标的分析 （0.5 课时） 

8.3 航运生产控制 （0.5 课时） 

8.4 船舶生产调度 （0.5 课时） 

（九）航运统计分析 （2 课时） 

9.1 航运业务统计 （0.5 课时） 

9.2 航运统计分析方法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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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船舶运用情况统计分析 （0.5 课时） 

9.4 航运企业财务成果统计分析 （0.5 课时） 

（十）班轮公司集装箱管理 （2 课时） 

10.1 集装箱管理概述 （0.5 课时） 

10.2 航线集装箱配备量的确定 （0.5 课时） 

10.3 集装箱租箱量的确定 （0.5 课时） 

10.4 集装箱空箱调运 （0.5 课时） 

（十一）航运安全、质量管理 （2 课时） 

11.1ISM 规则概论 （0.5 课时）  

11.2 安全管理体系”（SMS）的建立与运行 （0.5 课时） 

11.3 内部安全评审与管理性复查 （0.5 课时） 

11.4 船舶货运质量管理 （0.5 课时）  

（十二）航运企业经营管理 （2 课时） 

12.1 企业经营管理基本概念 （0.5 课时）  

12.2 航运企业微观环境分析 （0.5 课时）  

12.3 航运企业中观环境分析 （0.5 课时）  

12.4 航运企业宏观环境分析 （0.5 课时）  

12.5 航运企业战略规划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航运管理》，赵刚，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国际航运实务与法规指南》，杨志刚、邬丽君、汪媛媛编著，化学工业

出版社，2014年 09月； 

《 国际航运业务》，王学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 09月； 

《国际航运实务》，顾永才、高倩倩主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年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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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作业，小组发言，课堂表现等。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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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国际航

运活动产

生的背

景；掌握

船舶营运

的基本条

件； 

 

 目标 2. 

熟悉国际

运输船舶

的营运方

式；熟悉船

舶航次生

产活动过

程，掌握船

舶航次载

货量的确

定方法； 

 目标 3. 熟

悉船舶分

类；了解船

队结构与规

模；了解船

舶维持与技

术改造；掌

握船舶更新

的基本知

识； 

目标 4. 熟悉

国际航运管理

指标体系；掌

握船舶营运生

产指标；掌握

航运企业财务

成果指标；掌

握船舶运输量

指标及单位成

本指标分析的

方法； 

 目标 5. 熟悉新辟

班轮航线论证的过

程；熟悉班轮航线系

统配船优化的方法；

掌握班轮航线船期

表的编制方法；熟悉

班轮货运程序及主

要货运单证及其流

转；掌握班轮运费核

算 

 目标 6. 熟

悉集装箱运

输组织的过

程；掌握集装

箱的使用与

管理重点：集

装箱配箱量

的确定；集装

箱租箱量的

确定； 

1.1国际航运活动概述     √      

 1.2船舶营运的基本条

件  
√      

1.3 国际运输船舶的营

运方式   
√      

1.4船舶航次生产活动   √      

1.5 国际航运管理的基

本内容 
√      

2.1航运市场        

2.2 航运市场的供求分

析 
 √     

2.3 国际航运价格及制

定 
 √     

2.4国际航运运价指数  √     

2.5油轮运价  √     

3.1 航运企业的组织形

式及范畴   
 √ √    

3.2航运企业的设立   √    

3.3 航运企业管理组织

结构 
  √    

3.4 现代航运企业的特

点 
  √    

4.1 船舶的分类及发展

趋势 
  √    

4.2典型的运输船舶   √    

4.3 运输船舶的主要性

能 
  √    

5.1 航运企业生产活动

指标体系 
   √   

5.2船舶营运工作指标 

5.3 航运企业财务成果

指标 

   √   

5.4 集装箱运输考核指

标 
   √   

 6.1班轮航线参数及班

轮货流分析 
   √ √  

 6.2新辟班轮航线论证    √ √  

6.3 班轮航线结构的选

择 
    √  

6.4班轮航线系统配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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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班轮挂靠港口的选

择 
    √  

6.6班轮船期表的制定     √  

7.1不定期船运输概述     √  

7.2不定期船航次估算     √  

7.3航次租船合理报价     √  

7.4 船舶最佳营运航速

决策 
    √  

7.5 不定期船营运组织

优化 
    √  

8.1船舶生产计划   √    

8.2 船舶运输量指标及

单位成本指标的分析 
  √  √  

8.3航运生产控制   √    

8.4船舶生产调度   √    

9.1航运业务统计    √   

9.2航运统计分析方法     √  

9.3 船舶运用情况统计

分析 
    √  

9.4 航运企业财务成果

统计分析 
     √ 

10.1集装箱管理概述      √ 

 10.2 航线集装箱配备

量的确定 
     √ 

10.3集装箱租箱量的确

定 
     √ 

10.4集装箱空箱调运      √ 

11.1ISM规则概论 √      

 11.2 安全管理体系”

（SMS）的建立与运行 
√      

11.3内部安全评审与管

理性复查 
√      

11.4船舶货运质量管理  √     

12.1企业经营管理基本

概念 
√      

 12.2 航运企业微观环

境分析 
√      

12.3航运企业中观环境

分析 
√      

12.4航运企业宏观环境

分析 
  √    

12.5航运企业战略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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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运代理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3Q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国际经贸地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法 

后续课程：采购与供应链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货运代理所涉及的概念、理论、流程、运作等 

目标 2：掌握货运代理企业的经营特点与策略 

目标 3：掌握货运代理工作流程、文件信息流转 

目标 4：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货运代理概述 （4课时） 

1.1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构成和运输对象 

1.2国际货运代理的概念和性质 

1.3国际货运代理的服务内容和作用 

1.4国际货运代理的行业管理 

1.5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 （2课时） 

2.1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构成和运输对象 

2.2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2.3国际货运代理在进出口贸易程序中的业务 

2.4国际货运服务委托合同 

（三）海运概述与租船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3.1海运基础知识 

3.2租船的方式 

3.3租船合同 

（四）班轮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4.1班轮运输及其货运流程 

4.2出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 

4.3进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 

4.4货运单证和海运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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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班轮运费 

（五）集装箱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5.1集装箱运输概述 

5.2集装箱运输代理业务 

5.3国际货运代理的集拼业务 

5.4集装箱海运的运费 

（六）国际航空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6.1国际航空运输概述 

6.2国际航空运输的经营方式 

6.3国际航空运输代理业务 

6.4国际航空运输运价与运费 

（七）国际铁路货物运输代理实务 （2课时） 

7.1国际铁路运输代理概述 

7.2货物铁路联运的货运代理业务 

7.3铁路货物联运费用的计算和核收 

7.4对港、澳地区的铁路货物运输 

（八）国际多式联运实务 （4课时） 

8.1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概述 

8.2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条件 

8.3多式联运经宫人与国际货运代理人 

8.4国际多式联运的流程及主要单证 

（九）代理报检与报关实务 （2课时） 

9.1代理报检 

9.2代理报关 

（十）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实务 （2课时） 

10.1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关系与责任 

10.2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涉及的国际公约 

10.3 FIATA 国际货运服务示范规则 

10.4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标准交易条件 

10.5货运事故的处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第四版）》，顾永才 王斌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2018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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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王宗湖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国际货运代理》，刘小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孙敬宜，电子工业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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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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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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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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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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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学生

了解货

运代理

所涉及

的概念、

理论、流

程、运作

等 

目标 2:

掌握货

运代理

企业的

经营特

点与策

略 

目标 3：

掌握货

运代理

工作流

程、文

件信息

流转 

目标 4：

培养学

生的实

际操作

能力 

1.1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构成和运输对象 √    

1.2国际货运代理的概念和性质 √    

1.3国际货运代理的服务内容和作用 √    

1.4国际货运代理的行业管理 √    

1.5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的发展趋势 √    

2.1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构成和运输对象 √    

2.2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    

2.3国际货运代理在进出口贸易程序中的业务 √    

2.4国际货运服务委托合同 √    

3.1海运基础知识 √   √ 

3.2租船的方式 √ √  √ 

3.3租船合同 √ √  √ 

4.1班轮运输及其货运流程 √ √   

4.2出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 √ √ √  

4.3进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  √ √ √ 

4.4货运单证和海运提单  √ √ √ 

4.5班轮运费  √ √ √ 

5.1集装箱运输概述 √ √   

5.2集装箱运输代理业务 √ √ √ √ 

5.3国际货运代理的集拼业务 √ √ √ √ 

5.4集装箱海运的运费 √ √  √ 

6.1国际航空运输概述 √ √   

6.2国际航空运输的经营方式 √ √ √ √ 

6.3国际航空运输代理业务 √ √ √ √ 

6.4国际航空运输运价与运费 √ √ √ √ 

7.1国际铁路运输代理概述 √    

7.2货物铁路联运的货运代理业务 √ √ √ √ 

7.3铁路货物联运费用的计算和核收 √ √ √ √ 

7.4对港、澳地区的铁路货物运输 √  √  

8.1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概述 √    

8.2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条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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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多式联运经宫人与国际货运代理人 √ √   

8.4国际多式联运的流程及主要单证 √ √ √ √ 

9.1代理报检 √  √ √ 

9.2代理报关 √  √ √ 

10.1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关系与责任 √    

10.2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涉及的国际公约 √    

10.3 FIATA国际货运服务示范规则 √    

10.4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标准交易条件 √    

10.5货运事故的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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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电产品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00P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on Machinery & Electronic Commo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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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谈判、国际货物运输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电产品贸易的含义和特点，熟悉机电产品贸易与普通贸易

的联系与区别。 

目标 2：了解机电产品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掌握机电产品进出口

过程中的特有规律和特殊处理方法。 

目标 3：能根据企业实力和外部经济环境恰当地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

认识和处理好大型机电产品进出口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导论 （2 课时） 

机电产品的内涵； （0.5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的特点； （0.5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在我国外贸出口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0.5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当前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 （0.5 课时） 

二、机电产品贸易基本流程 （2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实务； （1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实务与其他贸易的区别； （1 课时） 

三、机电产品贸易对外合同磋商与签订 （4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对外合同的磋商技巧； （1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书面合同主要条款的拟定； （2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格式和装订方面的注意事项； （1 课时） 

四、机电产品贸易对内合同磋商与签订 （4 课时） 

机电产品贸易对外合同条款和约束与国内供应商磋商的技巧； （2 课时） 

签订对内合同的注意事项； （2 课时） 

五、机电产品检验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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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检验的机构和方法； （2 课时） 

检验结果不理想时的处理办法； （2 课时） 

六、机电产品包装和运输 （4 课时） 

机电产品包装的特点； （2 课时） 

机电产品运输的特点； （2 课时） 

七、货款的收付 （4 课时） 

贸易货款收付的工具、方法； （2 课时） 

安全收付货款及贸易融资的技巧； （1 课时） 

国内外结算相关政策解读； （1 课时） 

八、业务善后 （4 课时） 

客户异议的处理、单证； （2 课时） 

文本的归档、客户评价追踪和售后服务支持； （2 课时） 

九、机电产品贸易趋势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电产品学》，张亮峰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国际贸易实务——单证大全》，张雪莹等，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国际贸易实务》，黎孝先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年。 

http://www.cccme.org.cn/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http://www.mofcom.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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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论文作业、考勤和课堂表现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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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cme.org.cn/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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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电产品

贸易的含义和特点，熟

悉机电产品贸易与普

通贸易的联系与区别。 

目标 2：了解机电产品的有

关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

掌握机电产品进出口过程

中的特有规律和特殊处理

方法。 

目标 3：能根据企业实力和外

部经济环境恰当地运用这些基

本原理和方法,认识和处理好

大型机电产品进出口过程中的

各类问题。 

1.1 机电产品的内涵； √   

1.2 机电产品贸易的特点；  √   

1.3 机电产品贸易在我国外贸出

口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   

1.4 机电产品贸易当前面临的国

际机遇和挑战； 
√   

2.1 机电产品贸易实务； √   

2.2 机电产品贸易实务与其他贸

易的区别； 
√ √  

3.1 机电产品贸易对外合同的磋

商技巧； 
√ √ √ 

3.2 机电产品贸易书面合同主要

条款的拟定； 
√ √ √ 

3.3 机电产品贸易格式和装订方

面的注意事项； 
√ √ √ 

4.1 机电产品贸易对外合同条款

和约束与国内供应商磋商的技巧； 
√ √ √ 

4.2 签订对内合同的注意事项； √ √ √ 

5.1 机电产品检验的机构和方

法； 
√ √ √ 

5.2 检验结果不理想时的处理办

法； 
√ √ √ 

6.1 机电产品包装的特点； √ √ √ 

6.2 机电产品运输的特点； √ √ √ 

7.1 贸易货款收付的工具、方法； √ √ √ 

7.2 安全收付货款及贸易融资的

技巧； 
√ √ √ 

7.3 国内外结算相关政策解读； √ √ √ 

8.1 客户异议的处理、单证； √ √ √ 

8.2 文本的归档、客户评价追踪

和售后服务支持； 
√ √ √ 

9.1机电产品贸易趋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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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5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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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 

后续课程：金融风险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国际收支等与国际金融基础相关的基本概念；了解国际收支

涵盖的各种经济交易的内容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账户设置及记账规则；学会运

用相关理论理解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失衡的类型、失衡产生的影响，以及各

国政府采取的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掌握汇率的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

和美元标价法；了解按不同的标准划分的各种汇率种类及其间相互关系、固定

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内涵和各种表现形态。 

目标 2：掌握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关的概念，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

了解外汇市场的组成、发展及其作用；掌握外汇期货、外汇期权；掌握远期外

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和外汇期权交易之间的异同；学会外汇期货、外汇期权

交易和互换的实际操作方法；掌握国际融资业务的主要类型、国际商业银行贷

款的种类和使用方法；了解保理业务、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国际贸易融资方

式的特点和使用原则；了解国际租赁和项目融资的原理和操作程序。  

目标 3：掌握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框架等与国际金融管理相关的概念及构

成，了解国际金本位制的特征及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作用及崩溃的

原因；了解欧洲货币体系的产生过程和欧元的作用，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趋势；掌握国际储备的概念和作用；了解国际储备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效果；掌

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演变，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类型；

掌握金融监管的一般原理和监管模式；了解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和国际金融监

管的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 国际金融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8课时） 

1.1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及其调节 （6课时） 

1.2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理论，弹性分析理论，吸收分析理论，货币分析理

论，政策配合调节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3课时） 

1.3外汇与汇率概述，汇率的决定及变动，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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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6课时） 

1.4国际收支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现代远期汇率决定

理论，资产市场理论 （3课时） 

(二) 国际金融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8课时） 

2.1国际金融市场概述，欧洲货币市场，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区域性国

际金融组织 （3课时） 

2.2外汇市场，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掉期，套汇、套利和

进出口报价 （6课时） 

2.3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互换交易 （6课时） 

2.4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租赁融资，国际项目融资，国际

证券融资 （3课时） 

国际金融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国际货币制度概述，国际货币制度的演进，欧洲货币一体化（3课时） 

3.2国际储备概述，国际储备体系及其发展，国际储备的管理 （3课时） 

3.3国际资本流动概述，利用外债的适度规模与我国的外债管理，国际债

务危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逃 （3课时） 

3.4金融监管概述，金融监管的内容与措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我国

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金融》（第五版），陈雨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国际金融学》（第 2版），刘园，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2.《国际金融》（第十版），保罗·R·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

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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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5%)及作业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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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汇率的决定及变动，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欧洲货币市场，全球性国际金融

组织，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掉期，套汇、套利和进出口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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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租赁融资，

国际项目融资，我国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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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收支等

与国际金融基础相关的

基本概念；了解国际收支

涵盖的各种经济交易的

内容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的账户设置及记账规则；

学会运用相关理论理解

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失

衡的类型、失衡产生的影

响，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

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措

施；掌握汇率的直接标价

法、间接标价法和美元标

价法；了解按不同的标准

划分的各种汇率种类及

其间相互关系、固定汇率

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内涵

和各种表现形态。 

目标 2：掌握与国际金融市

场相关的概念，了解国际金

融市场发展的趋势；了解外

汇市场的组成、发展及其作

用；掌握正确理解外汇期

货、外汇期权；掌握远期外

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和外

汇期权交易之间的异同；学

会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交易

和互换的实际操作方法；掌

握国际融资业务的主要类

型、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的种

类和使用方法；了解保理业

务、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

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的特点

和使用原则；了解国际租赁

和项目融资的原理和操作

程序。  

目标 3：掌握国际货币制度

的基本框架等与国际金融管

理相关的概念及构成，了解

国际金本位制的特征及作

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

作用及崩溃的原因；了解欧

洲货币体系的产生过程和欧

元的作用，以及国际货币体

系的发展趋势；掌握国际储

备的概念和作用；了解国际

储备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效

果；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概

念；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演

变，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类

型；掌握金融监管的一般原

理和监管模式；了解我国金

融监管的现状和国际金融监

管的发展趋势。 

1.1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

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及其调节 
√   

1.2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理论，弹

性分析理论，吸收分析理论，货

币分析理论，政策配合调节理论，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1.3外汇与汇率概述，汇率的决

定及变动，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

响，汇率制度。 

√   

1.4国际收支理论，购买力平价

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现代远期

汇率决定理论，资产市场理论 

√   

2.1国际金融市场概述，欧洲货

币市场，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

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 

 √  

2.2 外汇市场，即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掉期，套汇、

套利和进出口报价 

 √  

2.3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

易，互换交易 
 √  

2.4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

资，国际租赁融资，国际项目融

资，国际证券融资 

 √  

3.1国际货币制度概述，国际货

币制度的演进，欧洲货币一体化 
  √ 

3.2国际储备概述，国际储备体

系及其发展，国际储备的管理 
  √ 

3.3国际资本流动概述，利用外

债的适度规模与我国的外债管

理，国际债务危机与新兴市场国

家的资本外逃 

  √ 

3.4金融监管概述，金融监管的

内容与措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

作，我国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

融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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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41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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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国际经济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国际收支等与国际金融基础相关的基本概念；了解国际收支

涵盖的各种经济交易的内容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账户设置及记账规则；学会运

用相关理论理解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失衡的类型、失衡产生的影响，以及各

国政府采取的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掌握汇率的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

和美元标价法；了解按不同的标准划分的各种汇率种类及其间相互关系、固定

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内涵和各种表现形态。 

  目标 2：掌握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关的概念，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

势；了解外汇市场的组成、发展及其作用；掌握正确理解外汇期货、外汇期权；

掌握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和外汇期权交易之间的异同；学会外汇期货、

外汇期权交易和互换的实际操作方法；掌握国际融资业务的主要类型、国际商

业银行贷款的种类和使用方法；了解保理业务、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国际贸

易融资方式的特点和使用原则；了解国际租赁和项目融资的原理和操作程序。  

  目标 3：掌握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框架等与国际金融管理相关的概念及

构成，了解国际金本位制的特征及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作用及崩溃

的原因；了解欧洲货币体系的产生过程和欧元的作用，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

展趋势；掌握国际储备的概念和作用；了解国际储备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效果；

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演变，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类

型；掌握金融监管的一般原理和监管模式；了解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和国际金

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 国际金融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8课时） 

1.1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及其调节 （6课时） 

1.2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理论，弹性分析理论，吸收分析理论，货币分析理

论，政策配合调节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3课时） 

1.3外汇与汇率概述，汇率的决定及变动，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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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6课时） 

1.4国际收支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现代远期汇率决定

理论，资产市场理论 （3课时） 

(二) 国际金融市场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8课时） 

2.1国际金融市场概述，欧洲货币市场，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区域性国

际金融组织 （3课时） 

2.2外汇市场，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掉期，套汇、套利和

进出口报价 （6课时） 

2.3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互换交易 （6课时） 

2.4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租赁融资，国际项目融资，国际

证券融资 （3课时） 

（三）国际金融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3.1国际货币制度概述，国际货币制度的演进，欧洲货币一体化（3课时） 

3.2国际储备概述，国际储备体系及其发展，国际储备的管理 （3课时） 

3.3国际资本流动概述，利用外债的适度规模与我国的外债管理，国际债

务危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逃 （3课时） 

3.4金融监管概述，金融监管的内容与措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我国

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金融》（第五版），陈雨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国际金融学》（第 2版），刘园，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2.《国际金融》（第十版），保罗·R·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3.《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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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5%)及作业等(15%)。 

期末考核占比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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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汇率的决定及变动，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欧洲货币市场，全球性国际金融

组织，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掉期，套汇、套利和进出口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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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租赁融资，

国际项目融资，我国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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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收

支等与国际金融基础

相关的基本概念；了解

国际收支涵盖的各种

经济交易的内容和国

际收支平衡表的账户

设置及记账规则；学会

运用相关理论理解国

际收支平衡的原因、失

衡的类型、失衡产生的

影响，以及各国政府采

取的调节国际收支平

衡的措施；掌握汇率的

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

法和美元标价法；了解

按不同的标准划分的

各种汇率种类及其间

相互关系、固定汇率制

和浮动汇率制的内涵

和各种表现形态。 

目标 2：掌握与国际

金融市场相关的概念，

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

的趋势；了解外汇市场

的组成、发展及其作用；

掌握正确理解外汇期

货、外汇期权；掌握远

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

交易和外汇期权交易之

间的异同；学会外汇期

货、外汇期权交易和互

换的实际操作方法；掌

握国际融资业务的主要

类型、国际商业银行贷

款的种类和使用方法；

了解保理业务、买方信

贷、卖方信贷等国际贸

易融资方式的特点和使

用原则；了解国际租赁

和项目融资的原理和操

作程序。  

目标 3：掌握国际货币制

度的基本框架等与国际

金融管理相关的概念及

构成，了解国际金本位制

的特征及作用、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内容、作用及崩

溃的原因；了解欧洲货币

体系的产生过程和欧元

的作用，以及国际货币体

系的发展趋势；掌握国际

储备的概念和作用；了解

国际储备管理的主要手

段和效果；掌握国际资本

流动的概念；了解国际资

本流动的演变，掌握国际

资本流动的类型；掌握金

融监管的一般原理和监

管模式；了解我国金融监

管的现状和国际金融监

管的发展趋势。 

 

1.1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

支的不平衡及其调节 
√   

1.2 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理论，弹性分析

理论，吸收分析理论，货币分析理论，政

策配合调节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1.3外汇与汇率概述，汇率的决定及变动，

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制度。 
√   

1.4国际收支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利

率平价理论，现代远期汇率决定理论，资

产市场理论 

√   

2.1国际金融市场概述，欧洲货币市场，

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区域性国际金融组

织 

 √  

2.2 外汇市场，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

交易，外汇掉期，套汇、套利和进出口报

价 

 √  

2.3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互换

交易 
 √  

2.4国际信贷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国际

租赁融资，国际项目融资，国际证券融资 
 √  

3.1国际货币制度概述，国际货币制度的

演进，欧洲货币一体化 
  √ 

3.2国际储备概述，国际储备体系及其发

展，国际储备的管理 
  √ 

3.3国际资本流动概述，利用外债的适度

规模与我国的外债管理，国际债务危机与

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逃 

  √ 

3.4金融监管概述，金融监管的内容与措

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我国的金融监

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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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经济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26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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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目标 1：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issue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目标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accounts. 

目标 3：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other 

global economic issues. 

二、课程内容 

（一）Opening – 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 （1 课时） 

（二）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From Micro to Macro （6 课时） 

1.1 From Micro Economics to Macro Economics （2 课时） 

1.2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 课时） 

1.3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2 课时） 

（三）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5 课时） 

3.1  The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1 课时） 

3.2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for an Open Economy （2 课时） 

3.3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s （2 课时） 

（四）Exchange Rate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An Asset Approach 

 （6 课时） 

4.1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 课时）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1 课时）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 课时） 

The Demand for Foreign Currency Assets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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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2 课时） 

（五）Money,Interest Rates,and Exchange rates （6 课时） 

 Money Defined: A Brief Review  （1 课时） 

 The Demand for Money by Individuals （1 课时） 

 Aggregate Money Demand （2 课时） 

 The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2 课时） 

（六）Price Levels and the Exchange Rate in the Long Run （6 课时） 

6.1  The Law of One Price （2 课时） 

6.2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 课时） 

6.3  A Long-Run Exchange Rate Model Based on PPP （2 课时） 

（七）Output and the Exchange Rate in the Short Run （6 课时） 

7.1 Determinants of Aggregate Demand in an Open Economy  （0.5 课时）  

7.2 The Equa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0.5 课时） 

7.3 How Output Is Determined in the Short Run （1 课时） 

7.4 Output Market Equilibrium in the Sort Run: The DD Schedule （0.5 课时） 

7.5 Asset Market Equilibrium in the Short Run: The AA Schedule （0.5 课时） 

7.6 Short-Run Equilibrium for an Open Economy: Putting the DD and AA 

Schedules Together （1 课时） 

7.7 Temporary Changes i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1 课时） 

7.8 Permanent Shifts i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1 课时） 

（八）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2 课时） 

8.1 Macroeconomic Policy Goals in an Open Economy （1 课时） 

8.2 Analyzing Policy Options Under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1 课时） 

（九）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10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eory and Policy》 8th edition，Paul R.Krugman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th Edition) James Gerber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pper Level Economics Titles) Robert 

Car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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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表现、考勤、作业（20%） 

分组报告 Group Presentation (20%)  

http://www.amazon.com/James-Gerber/e/B001IU4TVM/ref=sr_ntt_srch_lnk_1?qid=1440815382&sr=8-1
http://www.amazon.com/International-Economics-Upper-Level-Titles/dp/1133947727/ref=sr_1_1?ie=UTF8&qid=1440815489&sr=8-1&keywords=113394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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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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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issue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目标 3：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account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other global economic 

issues. 

1.1 From Micro Economics to 

Macro Economics（2课时） 
√   

1.2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2

课时） 
√   

1.3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2课时） 
√   

3.1 The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1课时） 
√   

3.2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for an Open Economy（2课时） 
√   

3.3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s（2课时） 
√   

4.1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1

课时） 

 √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1

课时） 
 √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1

课时） 

 √  

The Demand for Foreign Currency 

Assets（1课时） 
 √  

Equilibrium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2课时） 
 √  

5.1 Money Defined: A Brief 

Review （1课时） 
  √ 

5.2 The Demand for Money by 

Individuals（1课时） 
  √ 

Aggregate Money Demand（2课时）   √ 

The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2课时） 
  √ 

Money Defined: A Brief Review 

（1课时） 
  √ 

6.1  The Law of One Price（2

课时） 
  √ 

6.2  Purchasing Power Parity（2

课时） 
  √ 

6.3  A Long-Run Exchange Rate 

Model Based on PPP（2课时） 
   

7.1 Determinants of Aggregate 

Demand in an Open Economy （0.5

课时）  

  √ 

7.2 The Equa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0.5课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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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How Output Is Determined in 

the Short Run（1课时） 
  √ 

7.4 Output Market Equilibrium 

in the Sort Run: The DD Schedule

（0.5课时） 

  √ 

7.5 Asset Market Equilibrium in 

the Short Run: The AA Schedule

（0.5课时） 

  √ 

7.6 Short-Run Equilibrium for 

an Open Economy: Putting the DD 

and AA Schedules Together（1

课时） 

  √ 

7.7 Temporary Changes i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1

课时） 

  √ 

7.8 Permanent Shifts i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1

课时） 

  √ 

8.1 Macroeconomic Policy Goals 

in an Open Economy（1课时） 
  √ 

8.2 Analyzing Policy Options 

Under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1课时） 

  √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10课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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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25BA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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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Objective 1： An analytica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Objective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 3：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4：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二、课程内容 

（一）Opening -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4 class hours） 

1.1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 class hour） 

1.2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1 class hour） 

1.3 The MNCs in China （1 class hour） 

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1 class hour） 

（二）An Overview （2 class hours） 

2.1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 class hour） 

2.2  Basic concepts （1 class hour） 

（三）Labor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7 class hours） 

3.1 Mercantilism （1 class hour） 

3.2 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 （2 class hours） 

3.3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4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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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sourc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6 class hours） 

4.1 A Model of a Two-Factor Economy （2 class hours）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Two-Factor Economies 

 （3 class hours） 

Leontief Paradox （1 class hour） 

（五）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4 class hours） 

A Standard Model of a Trading Economy  （2 class hours）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come: Shifting the RD Curve 

 （1 class hour）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S and RD 

 （1 class hour） 

（六）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7 class hours） 

6.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 class hours） 

6.2 Demand unde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 class hours） 

6.3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trade （1 class hour） 

6.4 Imperfect Competition （2 class hours） 

（七）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8 class hours） 

7.1 Basic Tariff Analysis  （3 class hours）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5 class hours）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10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eory and Policy》 8th edition，Paul 

R.Krugman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th Edition)，James Gerber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pper Level Economics Titles)，Robert 

Car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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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平时作业、分组报告等。 

期末考试（60%）。 

http://www.amazon.com/James-Gerber/e/B001IU4TVM/ref=sr_ntt_srch_lnk_1?qid=1440815382&sr=8-1
http://www.amazon.com/International-Economics-Upper-Level-Titles/dp/1133947727/ref=sr_1_1?ie=UTF8&qid=1440815489&sr=8-1&keywords=113394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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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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 1： 

An 

analytica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

al trade and 

finance; 

Objective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 3：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4: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1.1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1.2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    

1.3 The  MNCs in China √    

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2.1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2  Basic concepts √   √ 

3.1 Mercantilism √    

3.2 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 √    

3.3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    

4.1 A Model of  a Two-Factor Economy √    

4.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Two-Factor Economies 
√    

4.3 Leontief  Paradox √   √ 

5.1 A Standard  Model of  a Trading  

Economy  
 √   

5.2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come: Shifting  the  RD Curve 
 √   

5.3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S  and  RD 

 √   

6.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6.2 Demand unde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6.3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trade 
  √  

6.4 Imperfect Competition    √ 

7.1 Basic Tariff  Analysis     √ 

7.2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 

8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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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25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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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金融经济学 

 

一、课程目标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Objective 1： An analytica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Objective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 3：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4：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二、课程内容 

（一）Opening -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4 class hours） 

1.1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 class hour） 

1.2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1 class hour） 

1.3 The MNCs in China （1 class hour） 

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1 class hour） 

（二）An Overview （2 class hours） 

2.1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 class hour） 

2.2  Basic concepts （1 class hour） 

（三）Labor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7 class hours） 

3.1 Mercantilism （1 class hour） 

3.2 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 （2 class hours） 

3.3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4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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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sourc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6 class hours） 

4.1 A Model of a Two-Factor Economy （2 class hours）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Two-Factor Economies 

 （3 class hours） 

Leontief Paradox （1 class hour） 

（五）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4 class hours） 

A Standard Model of a Trading Economy  （2 class hours）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come: Shifting the RD Curve 

 （1 class hour）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S and RD 

 （1 class hour） 

（六）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7 class hours） 

6.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 class hours） 

6.2 Demand unde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 class hours） 

6.3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trade （1 class hour） 

6.4 Imperfect Competition （2 class hours） 

（七）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8 class hours） 

7.1 Basic Tariff Analysis  （3 class hours）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5 class hours）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10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eory and Policy》 8th edition，Paul 

R.Krugman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th Edition)，James Gerber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pper Level Economics Titles)，Robert 

Car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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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平时作业、分组报告等。 

期末考试（60%）。 

http://www.amazon.com/James-Gerber/e/B001IU4TVM/ref=sr_ntt_srch_lnk_1?qid=1440815382&sr=8-1
http://www.amazon.com/International-Economics-Upper-Level-Titles/dp/1133947727/ref=sr_1_1?ie=UTF8&qid=1440815489&sr=8-1&keywords=113394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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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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 1： 

An analytical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us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

l trade and 

finance; 

 

Objective 2：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 3：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Economies 

of Scale,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4: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cy debate 

o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1.1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1.2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    

1.3 The  MNCs  in  China √    

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2.1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2  Basic concepts √   √ 

3.1 Mercantilism √    

3.2 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 √    

3.3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    

4.1 A Model  of  a  Two-Factor 

Economy 
√    

4.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Two-Factor 

Economies 

√    

4.3 Leontief  Paradox √   √ 

5.1 A Standard  Model  of  a 

Trading  Economy  
 √   

5.2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come: Shifting  the  RD Curve 
 √   

5.3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S  

and  RD 

 √   

6.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6.2 Demand unde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6.3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trade 
  √  

6.4 Imperfect Competition    √ 

7.1 Basic Tariff  Analysis     √ 

7.2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 

8 Exercises and Group presentat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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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地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3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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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国际商务谈判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关于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识，具备综

合分析和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关于人文地理环境要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识，具备综

合分析和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能力。 

目标 3：掌握世界主要产业的布局与贸易。 

目标 4：掌握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市场条件及特点，以及它们在国

际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各个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结构、贸易对象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地理环境与国际贸易 （6课时） 

1.1 国际贸易地理的概念、性质和特点，以及研究的对象、内容与任务。 

 （1课时） 

1.2自然地理环境的构成要素和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2课时） 

1.3社会文化环境的构成要素和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2课时） 

1.4 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1课时） 

（二）主要商品贸易地理 （10课时） 

2.1世界能源储量分布和世界各国的能源结构；掌握世界石油、天然气、

煤炭的生产分布、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3课时） 

2.2世界主要农产品分布和世界各国的结构；掌握农产品的生产分布、消

费和进出口情况。 （3课时） 

2.3世界主要工业制成品分布和世界各国的结构；掌握主要工业制成品的

生产分布、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3课时） 

2.4熟悉世界服务贸易地区分布、世界服务贸易主要进出口国家、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情况、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地区和国别情况。 

 （4课时）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格局 （1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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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美国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理环境，主要城市及港口，贸易

规模、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4课时） 

3.2欧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理环境，主要城市及港口，贸易

规模、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4课时） 

3.3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理环境，

主要城市及港口，贸易规模、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

贸关系。 （4课时） 

3.4 主要发展中的大国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理环境，主要城市

及港口，贸易规模、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贸易地理》，王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6-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赵苏，《国际贸易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0 月。  

袁志彦、高密来，《新编国际贸易地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1 日版。  

吕向生、 孟庆超，《国际贸易地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 1 版。  

窦然，《国际贸易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版。  

于志达，《国际贸易地理》（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李惠光、陈晓霞，《国际贸易地理》（第 2 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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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作业、小组报告、平时表现和考勤等。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世界主要产业的

生产消费布局、贸易结构等。世界各主要经济贸易区分布及主要贸易国的贸易

状况，自然资源、经济部门结构、世界港口分布、现代贸易交通运输方式等要

素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影响作用。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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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5%87%AF_1.html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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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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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关于自

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国

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

识，具备综合分析和

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

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

能力。 

目标 2：掌握关于人

文地理环境要素对国

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

识，具备综合分析和

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

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

能力。 

目标 3：

掌握世界

主要产业

的布局与

贸易。 

目标 4：掌握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贸易市场条

件及特点，以及它们在国

际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及

作用，各个市场上不同的

商品结构、贸易对象等内

容。 

1.1 国际贸易地理的概念、性质

和特点，以及研究的对象、内容

与任务。 

√    

1.2自然地理环境的构成要素和

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    

1.3社会文化环境的构成要素和

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   

1.4 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趋势。 
√ √   

2.1世界能源储量分布和世界各

国的能源结构；掌握世界石油、

天然气、煤炭的生产分布、消费

和进出口情况。 

  √  

2.2世界主要农产品分布和世界

各国的结构；掌握农产品的生产

分布、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  

2.3世界主要工业制成品分布和

世界各国的结构；掌握主要工业

制成品的生产分布、消费和进出

口情况。 

  √  

2.4熟悉世界服务贸易地区分布、

世界服务贸易主要进出口国家、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情

况、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

地区和国别情况。 

  √  

3.1美国的工业、农业、服务业

等经济地理环境，主要城市及港

口，贸易规模、贸易商品结构、

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

贸关系。 

   √ 

3.2欧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

等经济地理环境，主要城市及港

口，贸易规模、贸易商品结构、

主要贸易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

贸关系。 

   √ 

3.3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

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

理环境，主要城市及港口，贸易

规模、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

伙伴等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 

3.4 主要发展中的大国的工业、

农业、服务业等经济地理环境，

主要城市及港口，贸易规模、贸

易商品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以

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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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7B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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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及其一般规律，掌握

各种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学说。 

目标 2：掌握关于人文地理环境要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识，具备综

合分析和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能力。 

目标 3：了解国际贸易惯例和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国家、地区和经济贸

易集团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措施。 

目标 4：熟悉进出口贸易的各种业务程序和过程，掌握进出口贸易合同签

订和执行的原则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学 （3课时） 

1.1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 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1课时） 

1.3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1课时） 

（二）国际贸易主要理论与政策 （9课时） 

2.1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情况； （1课时） 

2.2 重商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 （2课时） 

2.3 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发展轨迹； （3课时） 

2.4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 （1.5课时） 

2.5 保护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发展轨迹； （1.5课时） 

（三）国际贸易政策措施 （9课时） 

3.1 贸易政策演变； （1课时） 

3.2 关税措施； （2课时） 

3.3 非关税措施； （1.5课时） 

3.4 出口鼓励与管制措施和其它一些贸易措施；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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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TO关于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 （1.5课时） 

3.6 区域经济一体化； （1.5课时） 

（四）国际贸易实务 （9课时） 

4.1 国际贸易术语 （2课时） 

4.2 商品的品名、品质数量与包装 （1课时） 

4.3 商品的价格 （1课时） 

4.4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2课时） 

4.5 国际货款的支付 （2课时） 

4.6 进出口合同的商订和履行 （1课时） 

（五）总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陈宪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陈同仇等编：《国际贸易》（第二版，2005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八版，2011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黎孝先 、王健：《国际贸易实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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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论文作业、考勤和课堂表现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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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BB%8E%E5%AD%9D%E5%85%88&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81%A5&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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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各个历

史发展阶段国际贸

易发展的特点及其

一般规律，掌握各

种主要的国际贸易

理论与学说。 

目标 2：掌握关于人

文地理环境要素对国

际贸易活动影响的知

识，具备综合分析和

区域分析这类因素对

国际贸易活动影响的

能力。 

目标 3：了解国际贸

易惯例和相关法

律、法规；掌握国

家、地区和经济贸

易集团的对外贸易

政策与措施。 

目标 4：熟悉进出

口贸易的各种业

务程序和过程，

掌握进出口贸易

合同签订和执行

的原则和方法。 

1.1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 √   

1.2 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 √   

1.3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与任

务。 
√ √   

2.1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的历史演

变与发展情况； 
√ √   

2.2 重商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 √ √   

2.3 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

论的主要观点及发展轨迹； 
√ √   

2.4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

展 ； 
√ √ √  

2.5 保护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及

发展轨迹； 
√ √ √  

3.1 贸易政策演变；  √ √  

3.2 关税措施；  √ √ √ 

3.3 非关税措施；  √ √ √ 

3.4 出口鼓励与管制措施和其它

一些贸易措施； 
 √ √ √ 

3.5 WTO 关于国际贸易的基本规

则； 
 √ √  

3.6 区域经济一体化；  √ √  

4.1 国际贸易术语  √  √ 

4.2 商品的品名、品质数量与包

装 
 √  √ 

4.3 商品的价格  √  √ 

4.4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  √ 

4.5 国际货款的支付  √  √ 

4.6 进出口合同的商订和履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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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融资（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31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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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与实务、国际营

销学 

后续课程： 国际服务贸易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mast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E, P/N, and Cheque) in the completion of 

international debt settlement.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ommercial bank, insurance institution, certification bodies, notary 

public, and so on) and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3: possessing the knowledge of how the funds are 

transferred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by meanings of certa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cluding 

remittance, collection, and letter of credit.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financing techniques employ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cluding bank guarantees,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aiting. 

Objective 5: being capable of employing the required doc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二、课程内容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4 class hours)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thods. 

 (0.5 class hours) 

Player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ro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 class hours) 

Terms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practice. 

  (0.5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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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for three narrowly define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Three basic parties and four derivative parties fo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Relationship among parti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2. Negotiable instruments  (7 class hours) 

Acts associated with bill of exchange (B/E).  (2 class hours) 

Discounting of bill of exchange.  (0.5 class hours) 

Various classification of bill of exchange.  (1 class hours) 

Defin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1.5 class hours) 

Types of notes and cheques.  (0.5 class hours) 

Characteristics of B/E, notes, and cheques.  (0.5 class hours) 

Various international payment techniques  (21 class hours) 

Remit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3 class hours) 

Roles of different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2 class hours) 

Collection procedures under clean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 

  (2 class hours) 

Terminology and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dishonor. (3 class hours)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 of credi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4 class hours) 

Major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and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2 class hours)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2 class hours) 

UCP 600 and ICC 525.  (1 class hours) 

Features of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1 class hours) 

Comparison between letter of credit and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1 class hours) 

4. Bank facilit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8 class hours) 

Essential elements and basic types of bank of guarantees. 

  (1.5 class hours) 

Procedures of bank guarantees in real transaction. (1.5 class hours)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eiting. (2 class hours) 



 325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actor.  (1.5 class hours)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orfeiter.  (1.5 class hours) 

5. Student project  (8 class hours) 

General briefing of student group project.  (1 class hours) 

Project presentation.  (6 class hours) 

Comments on presentation.  (1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Textbook 

Wei Zhao,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Payment Techniques and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15. 

Reference material 

Kwai Wing LUK,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 A Practical Guid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nd edition, 2011. 

Tarsem Singh Bhogal and Arun Kumar Trivedi,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A Pragmatic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Illustrated 

Edition, 2007. 

四、课程考核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clas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10% + tutorial 5% x 4 + group assignment 

20%).The actual weightage of the average score is depending on the 

selection of course initiator QiwenWang.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50% of the overall score, close-book exam,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bills of exchange, 

promissory notes, cheques, remittance, collection, letter of credit,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bank guarantee,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aiting.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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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 1:   

mast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Objective 3：   

possessing the 

knowledge of 

how funds are 

transferred by 

mean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financing 

techniques 

employed in 

internationa

l trade 

Objective 5:   

being capable 

of employing 

required 

doc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1.1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thods. 

√ √ √   

1.2 Player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ro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1.3 Terms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practice.  

√  √   

1.4 Laws for three 

narrowly define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1.5 Three basic parties 

and four derivative 

parties fo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1.6 Relationship among 

parti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2.1 Acts associated with 

bill of exchange (B/E). 
√     

2.2 Discounting of bill 

of exchange. 
√   √  

2.3 Various 

classification of bill of 

exchange. 

√     

2.4 Defin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     

2.5 Types of notes and 

cheques.  
√     

2.6 Characteristics of 

B/E, notes, and cheques. 
√     

3.1 Remit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  √ 

3.2 Roles of different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 √   

3.3 Collection 

procedures under clean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 

 √ √   

3.4 Terminology and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dishon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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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 of credi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 

3.6 Major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and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 √  √ 

3.7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   

3.8 UCP 600 and ICC 525.  √ √  √ 

3.9 Features of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 √  √ 

3.10 Comparison between 

letter of credit and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 √   

4.1 Essential elements 

and basic types of bank of 

guarantees.  

  √ √  

4.2 Procedures of bank 

guarantees in real 

transaction. 

  √ √  

4.3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eiting. 

  √ √  

4.4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actor. 
  √ √  

4.5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orfeiter. 
  √ √  

5.1 General briefing of 

student group project. 
√ √ √ √ √ 

5.2 Project 

presentation. 
√ √ √ √ √ 

5.3 Comments on 

presentatio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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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融资（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231B1 英语名称：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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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学   

后续课程： 国际机电产品贸易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mast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E, P/N, and Cheque) in the completion of international debt 

settlement.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ommercial 

bank, insurance institution, certification bodies, notary public, and so on) and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bjective 3: possessing the knowledge of how the funds are transferred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by meanings of certa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cluding remittance, collection, and letter of 

credit.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financing techniques employ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cluding bank guarantees,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aiting. 

Objective 5: being capable of employing the required doc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二、课程内容 

1.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4 class hours)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thods. (0.5 class hours) 

Player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ro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 class hours) 

Terms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practice.  (0.5 class hours) 

Laws for three narrowly define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Three basic parties and four derivative parties fo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Relationship among parti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0.5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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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gotiable instruments  (7 class hours) 

Acts associated with bill of exchange (B/E).  (2 class hours) 

Discounting of bill of exchange.  (0.5 class hours) 

Various classification of bill of exchange.  (1 class hours) 

Defin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1.5 class hours) 

Types of notes and cheques.  (0.5 class hours) 

Characteristics of B/E, notes, and cheques.  (0.5 class hours) 

3. Various international payment techniques  (21 class hours) 

Remit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3 class hours) 

Roles of different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2 class hours) 

Collection procedures under clean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  (2 class hours) 

Terminology and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dishonor.  (3 class hours)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 of credi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4 class hours) 

Major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and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2 class hours)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2 class hours) 

UCP 600 and ICC 525.  (1 class hours) 

Features of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1 class hours) 

Comparison between letter of credit and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1 class hours) 

4. Bank facilit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8 class hours) 

Essential elements and basic types of bank of guarantees.  (1.5 class hours) 

Procedures of bank guarantees in real transaction.  (1.5 class hours)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eiting.  (2 class hours)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actor.  (1.5 class hours)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orfeiter.  (1.5 class hours) 

5. Student project  (8 class hours) 

General briefing of student group project.  (1 class hours) 

Project presentation.  (6 class hours) 

Comments on presentation.  (1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Wei Zhao,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Payment Techniques and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
nd

 Edition, 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Kwai Wing LUK,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 A Practical Gui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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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
nd

 edition, 2011. 

 Tarsem Singh Bhogal and Arun Kumar Trivedi,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A Pragmatic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Illustrated Edition, 2007.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roughly 40 - 60% of the overall score, which 

may consists of class attendance, class performance, group assignment, tutorials 

and/or online quiz depending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lecturer.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60% - 40% of the overall score, close-book or 

open-book examination, which may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bills of 

exchange, promissory notes, cheques, remittance, collection, letter of credit,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bank guarantee,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aiting.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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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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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

g the rol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

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Objective 3：   

possessing the 

knowledge of 

how funds are 

transferred by 

mean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bjective 4:    

mastering the 

financing 

techniques 

employed in 

internationa

l trade 

Objective 5:   

being capable 

of employing 

required 

documents in 

the 

transaction  

1.1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thods. 
√ √ √   

1.2 Player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ro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1.3 Terms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practice.  

√  √   

1.4 Laws for three narrowly 

define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1.5 Three basic parties and 

four derivative parties fo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1.6 Relationship among partie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    

2.1 Acts associated with bill 

of exchange (B/E). 
√     

2.2 Discounting of bill of 

exchange. 
√   √  

2.3 Various classification of 

bill of exchange. 
√     

2.4 Defin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     

2.5 Types of notes and cheques.  √     

2.6 Characteristics of B/E, 

notes, and cheques. 
√     

3.1 Remit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  √ 

3.2 Roles of different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 √   

3.3 Collection procedures 

under clean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 

 √ √   

3.4 Terminology and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dishonor. 
 √    

3.5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 

of credi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 

3.6 Major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and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 √  √ 

3.7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   

3.8 UCP 600 and ICC 52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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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eatures of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 √  √ 

3.10 Comparison between letter 

of credit and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 √   

4.1 Essential elements and 

basic types of bank of 

guarantees.  

  √ √  

4.2 Procedures of bank 

guarantees in real transaction. 
  √ √  

4.3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and forfeiting. 
  √ √  

4.4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actor. 
  √ √  

4.5 Services provided by a 

financial forfeiter. 
  √ √  

5.1 General briefing of 

student group project. 
√ √ √ √ √ 

5.2 Project presentation. √ √ √ √ √ 

5.3 Comments on presentation. √ √ √ √ √ 



 333 

 

《国际贸易实务(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78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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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概论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地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明确进出口贸易的磋商程序、内容。掌握进出口合同的格式和内

容，正确缮制出口销售确认书；明确进口合同履行程序。 

目标 2：明确合同的标的，即商品品质、数量和包装的核心内容。掌握国

际贸易术语，明确六种主要价格贸易术语各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基本掌握价

格计算和相互之间的换算。 

目标 3：掌握三种结算方式的收付程序，明确三种结算方式中各当事人的

责任和义务；能分析国际贸易交易的具体情况，并据此正确选择交易组合方式。 

目标 4：明确进出口商品的运输方式，掌握各类运输单据的性质、内容和

繕制要点。掌握进出口商品的运输保险。掌握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程序、报

关程序。 

目标 5：能根据信用证要求，正确繕各类相关单据，并能够审核。 

二、课程内容 

（一）General Introduction （2课时） 

1.1 Reas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Trade （1课时） 

1.2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rt and Import Procedures 

 （1课时） 

（二）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6课时） 

2.1 Three Sets of Rules （1课时） 

2.2 Basics of Incoterms 2010 （4课时） 

2.3 Application Issues, Determinants of Choice of Trade Terms （1课时） 

（三）Three Export Price （6课时） 

3.1 Expression of Export Price, Pricing Considerations （1课时） 

3.2 Calculation of Price （4课时） 

3.3 Understanding the Price, Communication of Price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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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erms of Commodity （4课时） 

4.1 Name of Commodity, Specifying Quality （2课时） 

4.2 Measuring Quantity, Packing and Marking （2课时） 

（五）Cargo Transportation （6课时） 

5.1 Ocean Transportation,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1课时） 

5.2 Transportation Documents  （4课时） 

5.3 Shipment Clause in the Sales Contract （1课时） 

（六）Cargo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6课时） 

6.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argo Insurance, Marine Risks and Losses 

 （1课时） 

6.2 Coverage of Marine Cargo Insurance of CIC, Coverage of Marine Cargo 

Insurance of ICC （3课时） 

6.3 Other Types of Cargo Insurance, Procedures of Cargo Insurance, Insurance 

Terms in the Sales Contract （2课时） 

（七）International Payments （6课时） 

7.1 Paying Instruments （1课时） 

7.2 Basics of Letter of Credit,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3课时） 

7.3 Remittance, Collection, Letter of Guarantee（L／G）, Export Financing, 

Payment Problems. （2课时） 

（八）Export Documentation （6课时） 

8.1 Significance of Export Documentation, Basic Requirements for Export 

Documentation （2课时） 

8.2 Information Bases for Export Documentation, Export Documents（2课时） 

8.3 Clause Concerning Documents in the Sales Contract  （2课时） 

（九） Inspection，Claim，Force Majeure and Arbitration （4课时） 

9.1 Commodity Inspection, Disputes and Claims （2课时） 

9.2 Force Majeure, Arbitration  （2课时） 

（十）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of Case Simulation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3rd Edition）. 周瑞琪，王小鸥，徐月芳 编

著 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3 版，2015 年 5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国际贸易实务》（英文版 第三版）。帅建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15.08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6%DC%C8%F0%E7%F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D%F5%D0%A1%C5%B8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0%EC%D4%C2%B7%BC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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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national Business: A Practical Approach》，Robert Sweo Ph.D.,Sandra 

Pate Ph.D.，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3.06 

3.《Import / Export Kit For Dummies》（3 edition），John J. Capela，For 

Dummies，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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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出勤 10%（1/3 课时无故旷课，取消考

试资格）；课堂回答问题表现及随堂作业 30%；小组讨论 1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合同的标的、

商品的价格和贸易术语、货物的交付、货款的结算、争议的预防与处理、进出

口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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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Robert+Sweo+Ph.D.&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Robert+Sweo+Ph.D.&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Sandra+Pate+Ph.D.&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Sandra+Pate+Ph.D.&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Sandra+Pate+Ph.D.&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Sandra+Pate+Ph.D.&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om/John-J.-Capela/e/B001IQW7N8/ref=dp_byline_cont_book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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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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进出

口贸易的磋商程

序、内容。掌握进

出口合同的格式

和内容，正确繕制

出口销售确认书；

明确进口合同履

行程序 

目标 2：明确合

同的标的，即商

品品质、数量和

包装的核心内

容。掌握国际贸

易术语，明确六

种主要价格贸易

术语各当事人的

责任和义务，基

本掌握价格计算

和相互之间的换

算 

目标 3：掌握三

种结算方式的收

付程序，明确三

种结算方式中各

当事人的责任和

义务；能分析国

际贸易交易的具

体情况，并据此

正确选择交易组

合方式 

目标 4:明确进

出口商品的运

输方式，掌握

各类运输单据

的性质、内容

和繕制要点。

掌握进出口商

品的运输保

险。掌握进出

口商品的检验

检疫程序、报

关程序 

目标 5：能根据

信用证要求，

正确繕各类相

关单据，并能

够审核 

1.1Reas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Trade 

√     

1.2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rt and Import 

Procedures 

√    √ 

2.1 Three Sets of Rules  √    

2.2 Basics of Incoterms 

2010 
 √   √ 

2.3 Application Issues, 

Determinants of Choice 

of Trade Terms 

√ √    

3.1 Expression of 

Export Price, 

Pricing Considerations 

√ √    

3.2 Calculation of 

Price 
 √    

3.3 Understanding the 

Price, Communication of 

Price 

 √    

4.1 Name of Commodity, 

Specifying Quality 
√ √    

4.2 Measuring Quantity, 

Packing and Marking 
√ √    

5.1 Ocean 

Transportation,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  

5.2 Transportation 

Documents 
   √ √ 

5.3 Shipment Clause in 

the Sales Contract 
√   √  

6.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argo 

Insurance, Marine Risks 

and Losses 

   √  

6.2 Coverage of Marine 

Cargo Insurance of CIC, 

Coverage of Marine 

Cargo Insurance of I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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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Other Types of 

Cargo Insurance, 

Procedures of Cargo 

Insurance, Insurance 

Terms in the Sales 

Contract 

√   √ √ 

7.1 Paying Instruments   √  √ 

7.2 Basics of Letter of 

Credit, Typ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  √ 

7.3  Remittance, 

Collection, Letter of 

Guarantee（L／G）, 

Export Financing, 

Payment Problems. 

√  √  √ 

8.1 Significance of 

Export Documentation, 

Basic Requirements for 

Export Documentation 

    √ 

8.2 Information Bases 

for Export 

Documentation, Export 

Documents 

    √ 

8.3 Clause Concerning 

Documents in the Sales 

Contract 

√    √ 

9.1Commodity 

Inspection, Disputes 

and Claims 

√   √  

9.2 Force Majeure, 

Arbitr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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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554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态势，懂得国际贸易的分类及国际贸易

中的常用术语，掌握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了解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 

目标 2：了解国际分工含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分工产生的基础，了解国际

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重点掌握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分工理论。 

目标 3：掌握对外贸易政策的概念与分类，掌握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

政策内容与特征，了解贸易政策制定和变化的依据和条件，了解不同时期对外

贸易政策的产生背景、贸易政策内容与特点。 

目标 4：了解地区与国际贸易的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关税措施、

非关税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政策与措施，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与

发展，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利益   （8课时） 

1.1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 （4课时） 

1.2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贸易利益与国家、国际贸易与企业、国际贸易

与国民 （4课时） 

（二）国际贸易发展与交易基础   （14课时） 

2.1国际分工理论。国际分工的含义、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分工

的类型、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分工理论。 （6课时） 

2.2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发展与构成、世界市场的开拓、 当代世界市场

竞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4课时） 

2.3世界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确立的基础、世界市场价格的形成与类

别、世界市场价格的作用。 （4课时） 

（三）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与内容 （6课时） 

3.1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1课时）    

3.2 重商主义。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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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自由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4保护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5超贸易保护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6当代国际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四）地区与国际贸易的管理体制 （20课时） 

4.1国际贸易促进、救济与管制。自学 （0课时） 

4.2区域经济一体化。 （2课时） 

4.3世界贸易组织。自学 （2课时） 

4.4关税 （4课时） 

4.5非关税壁垒 （4课时） 

4.6国际服务贸易 （4课时） 

4.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贸易》（第五版）薛荣久主编，2016年 5月 ，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贸易》，海闻、彼得·林德特、王新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月第 1版； 

2．《国际贸易教程》，尹翔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4版；  

3． 《国际经济学》（第八版）多明尼克·萨尔瓦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8版； 

4．《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

德，Addison–Wesley 出版社，第 6版； 

5.课程网站：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国际贸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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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作业、小组案例讨论与展示及考勤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基本

概念与术语、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分工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与

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关税、非关税壁垒、国际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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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产生和发展

态势，懂得国际

贸易的分类及国

际贸易中的常用

术语，掌握国际

贸易基本概念。

了解国家发展对

外贸易的作用。  

目标 2：了解国际

分工含的产生与

发展、国际分工

产生的基础，了

解国际分工与国

际贸易的关系，

重点掌握有重大

影响的国际分工

理论。 

  

目标 3：掌握对外贸

易政策的概念与分

类，掌握自由贸易

政策、保护贸易政

策内容与特征，了

解贸易政策制定和

变化的依据和条

件，掌握不同时期

对外贸易政策的产

生背景、贸易政策

内容与特点。 

目标 4: 了解地

区与国际贸易的

管理体制的基本

内容。熟练掌握

关税措施、非关

税措施等贸易政

策与措施，掌握

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形式与发展。  

1.1 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 √    

1.2国际贸易的作用。 √    

2.1国际分工理论。   √   

2.2 世界市场  √   

2.3 世界市场价格  √   

3.1 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  

3.2 重商主义   √  

3.3 自由贸易政策与理论   √  

3.4保护贸易政策与理论   √  

3.5 超贸易保护政策与理论   √  

3.6 当代国际贸易政策与理论   √  

4.1 国际贸易促进、救济与管制    √ 

4.2区域经济一体化    √ 

4.3世界贸易组织    √ 

4.4关税    √ 

4.5非关税壁垒    √ 

4.6国际服务贸易    √ 

4.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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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D46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态势，懂得国际贸易的分类及国际贸易

中的常用术语，掌握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了解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 

目标 2：了解国际分工含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分工产生的基础，了解国际

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重点掌握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分工理论。 

目标 3：掌握对外贸易政策的概念与分类，掌握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

政策内容与特征，了解贸易政策制定和变化的依据和条件，了解不同时期对外

贸易政策的产生背景、贸易政策内容与特点。 

目标 4：了解地区与国际贸易的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关税措施、

非关税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政策与措施，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与

发展，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利益   （8课时） 

1.1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 （4课时） 

1.2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贸易利益与国家、国际贸易与企业、国际贸易

与国民 （4课时） 

（二）国际贸易发展与交易基础   （14课时） 

2.1国际分工理论。国际分工的含义、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分工

的类型、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分工理论。 （6课时） 

2.2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发展与构成、世界市场的开拓、 当代世界市场

竞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4课时） 

2.3世界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确立的基础、世界市场价格的形成与类

别、世界市场价格的作用。 （4课时） 

（三）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与内容 （6课时） 

3.1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1课时）    

3.2 重商主义。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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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自由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4保护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5超贸易保护政策与理论。 （1课时） 

3.6当代国际贸易政策与理论。 （1课时） 

（四）地区与国际贸易的管理体制 （20课时） 

4.1国际贸易促进、救济与管制。 自学（0课时） 

4.2区域经济一体化。 （2课时） 

4.3世界贸易组织。 自学（2课时） 

4.4关税 （4课时） 

4.5非关税壁垒 （4课时） 

4.6国际服务贸易 （4课时） 

4.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贸易》（第五版）薛荣久主编，2016年 5月 ，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贸易》，海闻、彼得·林德特、王新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月第 1版； 

2．《国际贸易教程》，尹翔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4版；   

3．《国际经济学》（第八版）多明尼克·萨尔瓦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8版； 

4．《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

德，Addison–Wesley 出版社，第 6版； 

5.课程网站：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国际贸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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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平时测试和作业（40%）、小组案例讨论

与展示及考勤（20%）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基本

概念与术语、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分工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与

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关税、非关税壁垒、国际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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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贸易产生和

发展态势，懂得

国际贸易的分

类及国际贸易

中的常用术语，

掌握国际贸易

基本概念。了解

国家发展对外

贸易的作用。  

目标 2：了解国际

分工含的产生与

发展、国际分工

产生的基础，了

解国际分工与国

际贸易的关系，

重点掌握有重大

影响的国际分工

理论。 

  

目标 3：掌握对外贸

易政策的概念与分

类，掌握自由贸易政

策、保护贸易政策内

容与特征，了解贸易

政策制定和变化的依

据和条件，掌握不同

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

产生背景、贸易政策

内容与特点。 

目标 4: 了解地

区与国际贸易的

管理体制的基本

内容。熟练掌握

关税措施、非关

税措施等贸易政

策与措施，掌握

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形式与发展。  

1.1 国际贸易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 √    

1.2国际贸易的作用。 √    

2.1国际分工理论。  √   

2.2 世界市场  √   

2.3 世界市场价格  √   

3.1 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  

3.2 重商主义   √  

3.3 自由贸易政策与理论   √  

3.4保护贸易政策与理论   √  

3.5 超贸易保护政策与理论   √  

3.6 当代国际贸易政策与理论   √  

4.1 国际贸易促进、救济与管制    √ 

4.2区域经济一体化    √ 

4.3世界贸易组织    √ 

4.4关税    √ 

4.5非关税壁垒    √ 

4.6国际服务贸易    √ 

4.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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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40A1        英文名称：Import and export Simulatio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进出口实务、国际结算、外贸英语函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贸易关系的建立、交易磋商信函的撰写、报价核算和还价核

算的基本原理，并能够运用到实际的业务操作中。 

目标 2：掌握合同核算和合同签订，能够正确进行合同成本和利润的核算，

并运用相关知识填制、审核和签订合同。 

目标 3：掌握结算的相关条件和方式，理解汇付、托收和信用证三种结算

方式的相互区别及应用，并能够进行开证、审证和改证的实际业务操作。 

目标 4：掌握租船订舱、报关和投保环节的操作，能够根据业务需要进行

租船订舱、报关和投保环节相关、计算、单据填制和业务操作。 

目标 5：掌握结算单据和善后环节的操作，能够根据合同和结算方式的要

求填制、审核和提交全套业务单据向银行申请结汇，并进行业务善后。 

二、课程内容 

（一）交易磋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 交易磋商的基本环节和相关交易磋商信函的写作。 （4 课时） 

1.2 价格的构成、报价核算、还价核算的基本原理及业务操作。（4 课时） 

（二）合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合同的格式、主要内容、填制要点和签订操作。 （4课时） 

2.2合同核算：成本、收入和利润。 （4课时） 

（三）结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汇付、托收和信用证三种货款结算方式的业务流程、区别及应用。 

 （4课时） 

3.2开证、审证和改证业务的主要要点及操作流程。 （6课时） 

（四）租船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租船订舱的业务流程、操作要点和租船订舱单的填制。 （2课时） 

4.2报关的操作流程、要求及报关单的填制。 （2课时） 

4.3投保的要求、核算及投保单的填制。 （2课时） 

（五）单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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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制单、审单及结汇的操作要点及流程。 （6课时） 

5.2业务善后和外汇核销的操作办法及流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业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20%）、作业(20%)。 

 业务操作考核占比 60%，采用实际业务操作的情况和操作系统评分相结

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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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贸易

关系的建立、交易

磋商信函的撰写、

报价核算和还价

核算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合

同核算和合同签

订。 

目标 3：掌握结

算的相关条件和

方式。 

目标 4：掌握租

船订舱、报关

和投保环节的

操作。 

目标 5：掌握结

算单据和善后

环节的操作。 

1.1交易磋商 √     

1.2价格核算 √     

2.1合同制作  √    

2.2合同核算  √    

3.1结算方式   √   

3.2信用证操作   √   

4.1租船订舱    √  

4.2报关    √  

4.3投保    √  

5.1结算单据     √ 

5.2业务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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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40P1         英文名称：Import and export Simulation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经济类、管理类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进出口实务、国际结算、外贸英语函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贸易关系的建立、交易磋商信函的撰写、报价核算和还价核

算的基本原理，并能够运用到实际的业务操作中。 

目标 2：掌握合同核算和合同签订，能够正确进行合同成本和利润的核算，

并运用相关知识填制、审核和签订合同。 

目标 3：掌握结算的相关条件和方式，理解汇付、托收和信用证三种结算

方式的相互区别及应用，并能够进行开证、审证和改证的实际业务操作。 

目标 4：掌握租船订舱、报关和投保环节的操作，能够根据业务需要进行

租船订舱、报关和投保环节相关、计算、单据填制和业务操作。 

目标 5：掌握结算单据和善后环节的操作，能够根据合同和结算方式的要

求填制、审核和提交全套业务单据向银行申请结汇，并进行业务善后。 

二、课程内容 

（一）交易磋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交易磋商的基本环节和相关交易磋商信函的写作。 （2 课时） 

1.2 价格的构成、报价核算、还价核算的基本原理及业务操作。 （2 课时） 

（二）合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合同的格式、主要内容、填制要点和签订操作。 （2课时） 

2.2合同核算：成本、收入和利润。 （2课时） 

（三）结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 汇付、托收和信用证三种货款结算方式的业务流程、区别及应用。 

 （2课时） 

3.2开证、审证和改证业务的主要要点及操作流程。 （3课时） 

（四）租船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4.1租船订舱的业务流程、操作要点和租船订舱单的填制。 （1课时） 

4.2报关的操作流程、要求及报关单的填制。 （1课时） 

4.3投保的要求、核算及投保单的填制。 （1课时） 

（五）单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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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制单、审单及结汇的操作要点及流程。 （2课时） 

5.2业务善后和外汇核销的操作办法及流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业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20%）、作业(20%)。 

 业务操作考核占比 60%，采用实际业务操作的情况和操作系统评分相结

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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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贸易

关系的建立、交易

磋商信函的撰写、

报价核算和还价

核算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合

同核算和合同签

订。 

目标 3：掌握结

算的相关条件和

方式。 

目标 4：掌握租

船订舱、报关

和投保环节的

操作。 

目标 5：掌握结

算单据和善后

环节的操作。 

1.1交易磋商 √     

1.2价格核算 √     

2.1合同制作  √    

2.2合同核算  √    

3.1结算方式   √   

3.2信用证操作   √   

4.1租船订舱    √  

4.2报关    √  

4.3投保    √  

5.1结算单据     √ 

5.2业务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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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合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23P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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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国际能源格局、供求态势、油气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以及各

种能源战略。 

目标 2：掌握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的历史演

进、基本特征、成败得失、机遇障碍和应对之策。 

目标 3：揭示 21世纪中国在能源问题上坚持“科学发展”和“和平发展”

国策方针的有机结合，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谋求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

国际能源合作。 

二、课程内容 

（一） 能源因素与国际关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能源和能源政治 （1课时） 

1.2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因素 （1课时） 

1.3 现代战争和地区冲突中的能源诱因 （1课时） 

1.4石油危机启动的能源安全研究 （1课时） 

（二）多维理论视野中的能源政治研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1课时） 

2.2 相互依存与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论 （1课时） 

2.3 从传统到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论 （1课时） 

2.4 能源外交论 （1课时） 

（三）世界能源供需态势、国际油价与新能源浪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内容 （4课时） 

3.1 世界能源结构与油气供需态势 （1课时） 

3.2国际油价走势、成因与影响 （1课时） 

3.3 金融危机与国际油价 （1课时） 

3.4 能源利用与全球气候治理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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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从节能减排到新能源浪潮 （0.5课时） 

（四）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与国际能源竞争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早期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历史 （1课时） 

4.2 战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演进 （1课时） 

4.3 新世纪全球能源格局的演变走向 （1课时） 

4.4 案例分析：跨世纪里海能源国际竞争 （0.5课时） 

4.5 案例分析：俄乌天然气争端 （0.5课时） 

（五）世界能源组织与国际石油公司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传统能源进口国 （1课时） 

5.2 亚太新兴能源消费国 （1课时） 

5.3 能源资源国 （1课时） 

5.4 世界主要能源组织 （0.5课时） 

5.5 国际石油公司 （0.5课时） 

（六）中国能源安全与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能源资源与生产的基本状况 （1课时） 

6.2 能源瓶颈逐渐突出 （1课时） 

6.3 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1课时） 

6.4 石油安全问题 （1课时） 

（七）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国际能源合作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变 （1课时） 

7.2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就与经验 （1课时） 

7.3 新能源安全观与全方位国际能源合作 （1课时） 

7.4国际能源合作的障碍、机遇和发展策略 （1课时） 

（八）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实证考察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 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1课时） 

8.2 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1课时） 

8.3 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1课时） 

8.4 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依托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高世宪，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AB%98%E4%B8%96%E5%AE%A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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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世界能源政治与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余建华,长春出版社,2011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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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主要内容：国际油价走势、成

因与影响；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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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D%99%E5%BB%BA%E5%8D%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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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能

源格局、供求态势、

油气地缘政治的发

展演变以及各种能

源战略 

 

目标 2：掌握中国能源

企业“走出去”战略

和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的历史演进、基本特

征、成败得失、机遇

障碍和应对之策 

目标 3：揭示 21世纪中国

在能源问题上坚持“科学

发展”和“和平发展”国

策方针的有机结合，在新

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谋

求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的国际能源合作。 

1.1能源和能源政治 √   

1.2 战争之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因素   √ 

1.3 现代战争和地区冲突中的能源诱因   √ 

1.4石油危机启动的能源安全研究    

2.1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 

2.2 相互依存与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论 √   

2.3 从传统到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论  √  

2.4 能源外交论    

3.1 世界能源结构与油气供需态势  √ √ 

3.2国际油价走势、成因与影响  √ √ 

3.3 金融危机与国际油价 √  √ 

3.4 能源利用与全球气候治理   √ 

3.5 从节能减排到新能源浪潮 √   

4.1 早期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历史   √ 

4.2 战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演进    

4.3 新世纪全球能源格局的演变走向 √   

4.4 案例分析：跨世纪里海能源国际竞争 √  √ 

4.5 案例分析：俄乌天然气争端  √  

5.1 传统能源进口国  √  

5.2 亚太新兴能源消费国 √  √ 

5.3 能源资源国  √ √ 

5.4 世界主要能源组织  √  

5.5 国际石：油公司   √ 

6.1 能源资源与生产的基本状况    

6.2 能源瓶颈逐渐突出    

6.3 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 √ √ 

6.4 石油安全问题    

7.1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变    

7.2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就与经验 √ √ √ 

7.3 新能源安全观与全方位国际能源合作    

7.4国际能源合作的障碍、机遇和发展策略    

8.1 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 √ √ 

8.2 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  

8.3 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  

8.4 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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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5A1   英文名称：Energy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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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能源金融学 

后续课程：能源市场与价格、电子商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贸易的现状与基本规则 

目标 2：熟悉我国能源交易的基本规则 

目标 3：掌握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能源贸易现状 （6课时） 

1.1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产品 （2课时） 

1.2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市场 （2课时） 

1.3我国能源贸易的现状 （2课时） 

（二）国际能源贸易的基本规则 （7课时） 

2.1国际货物买卖法概述 （1课时） 

2.2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6课时） 

（三）国际能源交易所 （9课时） 

3.1交易细则 （3课时） 

3.2结算细则 （2课时） 

3.3交割细则 （2课时） 

3.4风控细则 （3课时） 

（四）国际能源贸易的合同签订 （8课时） 

4.1国际能源合同的主要规则 （1课时） 

4.2能源贸易合同的订立与效力 （1课时） 

4.3能源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 （2课时） 

4.4能源合同的终止与违约规则 （2课时） 

（五）国际能源贸易术语实践 （6课时） 

5.1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实践 （1课时） 

5.2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实践 （1课时） 

5.3六种主要的贸易术语实践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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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Incoterms 2010的其他贸易术语实践 （2课时） 

5.5各类贸易术语比较总结 （2课时） 

（六）国际能源贸易的支付方式 （4课时） 

6.1汇付和托收 （2课时） 

6.2 信用证 （2课时） 

（七）国际能源贸易的运输实践 （6课时） 

7.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实践 （1课时） 

7.2提单下的货物运输实践 （1课时） 

7.3海运单实践 （1课时） 

7.4电放提单实践 （1课时） 

7.5租船合同实践 （1课时） 

7.6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实践 （1课时） 

期末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七版）》吴百福，格致出版社，2015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WTO与能源贸易:以能源安全为视角》唐旗著，孙琬钟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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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10%）、考勤成绩(3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交易细则、结

算细则、交割细则、风控细则、国际能源合同的主要规则、能源贸易合同的订

立与效力、能源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能源合同的终止与违约规则、贸易

术语的含义和作用、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六种主要的贸易术语、汇付和

托收、信用证、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提单下的货物运输、海运单、电放提

单、租船合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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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能源贸易

的现状与基本规则 

目标 2：熟悉我国能

源交易的基本规则 

目标 3：掌握国际能

源贸易的主要流程 

1.1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产品 √   

1.2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市场 √   

1.3我国能源贸易的现状 √   

2.1国际货物买卖法概述 √   

2.2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3.1交易细则  √  

3.2结算细则  √  

3.3交割细则  √  

3.4风控细则  √  

4.1国际能源合同的主要规则   √ 

4.2能源贸易合同的订立与效力   √ 

4.3能源合同的履行、变更与转让   √ 

4.4能源合同的终止与违约规则   √ 

5.1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实践   √ 

5.2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实践   √ 

5.3六种主要的贸易术语实践   √ 

5.4Incoterms 2010的其他贸易术语实践   √ 

5.5各类贸易术语比较总结   √ 

6.1汇付和托收   √ 

6.2 信用证   √ 

7.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实践   √ 

7.2提单下的货物运输实践   √ 

7.3海运单实践   √ 

7.4电放提单实践   √ 

7.5租船合同实践   √ 

7.6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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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8B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课院系：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国际招投标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Understand the legal aspects of transnational； 

Objective 2.Demonstrate a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customs； 

Objective 3.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and write memo； 

Objective 4. Apply law to disputes arising from actual cases and 

debate in the class. 

二、课程内容 

（一）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4课时） 

1.1 The concept &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1课时） 

1.2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ental law （1课时） 

1.3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glo-American law 

  （1课时） 

1.4 The origin of Chinese law  （1课时） 

（二）Chapter 2 Sales  （10课时） 

2.1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of sale and purchase of goods（2课时） 

2.2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s （2课时） 

2.3 Seller's obligations and buyer's obligations  （2课时） 

2.4 Remedies for contravention of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2课时） 

2.5 Transfer of ownership and risk of goods （2课时） 

（三）Chapter Three Transportation  （6课时） 

3.1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argo transport company  （2课时） 

3.2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tract  （2课时） 

3.3 International railway cargo transport bill  （1课时） 

3.4 International air waybill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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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hapter Four Financing  （4课时） 

4.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notes & Draft  （1课时） 

4.2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1课时） 

4.3 International bills of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romissory 

convention  （1课时） 

4.4 Letter of credit  （1课时） 

（五）Chapter Five Marine insurance law  （4课时） 

5.1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s  （1课时） 

5.2 Risks and losses of the undertaking  （1课时） 

5.3 Description and disclosure  （1课时） 

5.4 Guarantee, commission and subrogation （1课时） 

（六）Chapter Six Settlement of disputes  (4课时 ) 

6.1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rough diplomacy  （1课时） 

6.2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1课时） 

6.3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municipal courts  （1课时） 

6.4 choosing the governing law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5th edition，Ray August,电子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10年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ontract Law，Neil Andrew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2.The Law of Dam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The CISG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Djakhongir Saidov，Hart Publishing，

2008； 

3. Economic Damag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s-On Guide to 

Litigation，Daniel Slottje，Wiley，2006； 

4 .Drafting Contracts Under the CISG，Harry Flechtner , Ronald Brand，

OUP USA，2008； 

5.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bridged Edition，Lorin W. 

Anderson、 David R. Krathwohl，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 

6. Classroom Assessment Techniques: A Handbook for College Teachers，

Thomas A. Angelo , K. Patricia Cross，Jossey-Bass，1993； 

7. Student Engagement Techniques: A Handbook for College Faculty，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Neil+Andrews&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Djakhongir+Saidov&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Daniel+Slottje&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Harry+Flechtner&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Ronald+Brand&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Thomas+A.+Angelo&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K.+Patricia+Cross&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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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F. Barkley，Jossey-Ba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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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课堂表现、考勤、作业、分组报告等。 

2.期末考试（50%）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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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lizabeth+F.+Barkley&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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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Course objective 

 

 

 

 

 

Course contents 

Objective1. 

Understand 

the legal 

aspects of 

transnationa

l 

Objective 2. 

Demonstrate a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customs 

Objective 

3.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and 

write memo 

Objective 4. 

Apply law to 

disputes 

arising from 

actual cases 

and debate in 

the class 

1.1The concept &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    

1.2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ental law 
√    

1.3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glo-American law 
√    

1.4 The origin of Chinese law √   √ 

2.1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of sale and 

purchase of goods 
√    

2.2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s 
√  √  

2.3 Seller's obligations and buyer's 

obligations 
√    

2.4 Remedies for contravention of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   

2.5 Transfer of ownership and risk of 

goods 
 √   

3.1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argo 

transport company 
 √   

3.2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tract 
 √   

3.3 International railway cargo transport 

bill 
 √  √ 

3.4 International air waybill  √  √ 

4.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notes 

& Draft 
  √  

4.2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  

4.3 International bills of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romissory convention 
√    

4.4 Letter of credit √    

5.1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s √    

5.2 Risks and losses of the undertaking √   √ 

5.3 Description and disclosure √    

5.4 Guarantee, commission and subrogation √  √  

6.1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rough 

diplomacy 
√    

6.2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   

6.3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municipal 

courts 
 √   

6.4 choosing the governing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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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19PA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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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term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in 

drivers of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s. 

Objective 2: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Objective 3: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Objective 4: Understand the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that firms adopt to 

compete effe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bjective 5: Understand how firms can perform their key functions-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R&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o compete and succeed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二、课程内容 

1.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Country Differences section （12 class periods） 

1.1 What is Globalization? Drivers of 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4 class periods) 

1.2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Legal Systems.  (2 class periods) 

1.3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Progress. States in Transition. 

  (2 class periods) 

1.4 What Is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Religious and Ethical Systems.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e and the Workplace. Cultural Change.  (2 class periods) 

1.5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Roots of Unethical Behavior.  

 (2 class periods) 

2.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ection 

 (8 class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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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bsolut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Heckscher-Ohlin Theory. 

The Product Life-Cycle Theory. New Trade Theory.  (2 class periods) 

2.2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The Revised Case for Free Trad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2 class periods) 

2.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o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nefits and Costs of FDI.  (2 class periods) 

2.4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merica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urope.  (2 class periods) 

3.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Global Capital Market section 

 （10 class periods） 

3.1 The Functions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conomic Theories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Exchange Rate Forecasting.  (4 class periods) 

3.2 The Gold Standard.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Practice.  (4 class periods) 

3.3 Benefits of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 The Eurocurrency Market. The 

Global Bond Market. The Global Equity Market.  (2 class periods) 

4.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ction (8 class periods) 

4.1 Strategy and the Firm. Global Expansion,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Cost 

Pressures and Pressures for Local Responsiveness.  (2 class periods) 

4.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ntrol Systems and Incentiv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hange.  (2 class periods) 

4.3 Basic Entry Decisions. Entry Modes. Selecting an Entry Mode. Strategic 

Alliances.  (4class periods) 

5. Main teaching content in Business Operations section (10 class periods) 

5.1 Improving Export Performance. Export and Import Financing. Export 

Assistance. Countertrade.  (2 class periods) 

5.2 Outsourcing Production: Make-or-Buy Decisions. Managing a Global 

Supply Chain.  (2 class periods) 

5.3 Product Attributes. Distribution Strategy. Communication Strategy. Pricing 

Strategy.  (2 class periods) 

5.4 Staffing Policy.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mpensation.  (2 class periods) 

5.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ccounting Aspects of Control Systems.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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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Management.  (2 class period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Business（9th Edition），Charles•W•L•Hill，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11th 

Edition）》，Charles W. L. Hill ,G. Tomas M. Hult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8th Edition)》，

John J. Wild，Kenneth L. Wild 

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New Realities (4th Edition)》， S.Tamer 

Cavusgil, Gary Knight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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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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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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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term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in 

drivers of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Objective 

2: 

Understan

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

onal 

trade and 

investmen

t. 

Objectiv

e 3: 

Understa

nd what 

is meant 

by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Objective 4: 

Understand 

the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that firms 

adopt to 

compete 

effe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bjective 5: 

Understand how firms 

can perform their key 

functions-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R&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o compete 

and succeed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1.1 What is Globalization? 

Drivers of Globalization.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     

1.2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Legal 

Systems. 

√     

1.3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Progress. States in 

Transition. 

√     

1.4 What Is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Religious and 

Ethical Systems.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e and the 

Workplace. Cultural Change. 

√     

1.5 Eth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Roots of Unethical Behavior 

√     

2.1 Absolut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Heckscher-Ohlin Theory. The 

Product Life-Cycle Theory. 

New Trade Theory. 

 √    

2.2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The Revised Case for 

Free Trad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2.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o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nefits 

and Costs of FDI. 

 √    

2.4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merica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urope. 

 √    

3.1 The Functions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conomic Theories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Exchange Rate Forecas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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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he Gold Standard.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Practice. 

  √   

3.3 Benefits of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 The 

Eurocurrency Market. The 

Global Bond Market. The 

Global Equity Market. 

  √   

4.1 Strategy and the Firm. 

Global Expansion,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Cost Pressures and Pressures 

for Local Responsiveness. 

   √  

4.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ntrol Systems 

and Incentiv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hange. 

   √  

4.3 Basic Entry Decisions. 

Entry Modes. Selecting an 

Entry Mode. Strategic 

Alliances. 

   √  

5.1 Improving Export 

Performance. Export and 

Import Financing. Export 

Assistance. Countertrade. 

    √ 

5.2 Outsourcing Production: 

Make-or-Buy Decisions. 

Managing a Global Supply 

Chain. 

    √ 

5.3 Product Attributes. 

Distribution Strategy. 

Communication Strategy. 

Pricing Strategy. 

     

5.4 Staffing Policy.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mpensation. 

    √ 

5.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ccounting 

Aspects of Control Systems.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Global 

Mone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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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119P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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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战略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其对企业经营所带来的变化。 

目标 2：理解国际商务的发展及其规律。 

目标 3：掌握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方式、国际商务环境、国际企业的管理运

作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全球化与国际商务 （2 课时） 

1.1 认识全球化 （1 课时） 

1.2 个体企业层次的国际商务活动 （0.5 课时） 

1.3 世界经济层次的国际商务活动  （0.5 课时） 

（二）国际商务的学习 （2 课时） 

2.1 国际商务的学科属性  （1 课时） 

2.2 彭氏框架  （1 课时） 

（三）国际商务的国别制度环境 （2 课时） 

3.1 政治环境 （0.5 课时） 

3.2 经济环境 （0.5 课时） 

3.3 法律环境 （0.5 课时） 

3.4 文化环境 （0.5 课时） 

（四）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 （2 课时） 

4.1 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 （1 课时） 

4.2 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 课时） 

（五）国际金融环境 （2 课时） 

 5.1 国际货币体系 （1 课时） 

5.2 国际金融市场  （1 课时） 

（六）跨国公司的组织与战略      （2 课时） 

6.1 企业战略与组织架构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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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跨国公司组织的内部选择机制 （0.5 课时） 

6.3 跨国公司组织的外部选择机制 （0.5 课时） 

6.4 组织架构的其他要素 （0.5 课时） 

 （七）全球知识管理     （2 课时） 

 7.1 创新、全球学习与全球知识管理 （0.5 课时） 

7.2 跨国公司全球知识管理战略 （0.5 课时） 

7.3 全球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 （0.5 课时） 

7.4 基于知识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协同创新 （0.5 课时） 

（八）进出口       （2 课时） 

8.1 进出口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界定及其地位 （0.5 课时） 

8.2 出口的一般程序 （0.5 课时） 

8.3 进出口的动机 （0.5 课时） 

8.4 出口的管理与战略 （0.5 课时） 

（九）全球生产              （2 课时） 

9.1 区位选择 （1 课时） 

9.2 模式选择 （1 课时）  

（十）全球营销               （2 课时） 

10.1 市场营销问题概述，产品战略，国际分销渠道决策  （1 课时） 

10.2 定价策略，促销策略，全球营销实施与跨文化交流/跨国商务谈判 

 （1 课时） 

（十一）国际工程承包        （2 课时） 

11.1 市场概述 （0.5 课时） 

11.2 国际工程项目的招投标 （0.5 课时） 

11.3 合同条件和运用 （0.5 课时） 

11.4 合同管理概述 （0.5 课时） 

（十二）全球人力资源管理     （2 课时） 

12.1 对经理人员的管理 （0.5 课时） 

12.2 对一般员工的管理 （0.5 课时） 

12.3 劳资关系 （0.5 课时） 

12.4 制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0.5 课时） 

（十三）国际会计与财务管理 （2 课时） 

13.1 国际会计 （1 课时） 

13.2 国际财务管理 （1 课时） 

（十四）全球信息系统 （2 课时） 

14.1 信息和信息管理的基础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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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基于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 （0.5 课时） 

14.3 基于供应链的信息管理 （0.5 课时） 

14.4 电子商务与管理信息系统 （0.5 课时） 

（十五）习题课及课程考查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商务》（第 2 版），王炜瀚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国际商务》，符正平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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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的国

别制度环境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肖敏  审核人：  杨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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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全球经济一

体化及其对企业经营所

带来的变化。 

 

目标 2：理解国际商

务的发展及其规律。 

目标 3：掌握国际化经

营的基本方式、国际商

务环境、国际企业的管

理运作等内容。 

1.1认识全球化 √ √ √ 

1.2个体企业层次的国际商务活动 √ √ √ 

1.3世界经济层次的国际商务活动 √ √ √ 

2.1国际商务的学科属性 √ √ √ 

2.2彭氏框架 √ √ √ 

3.1政治环境 √ √ √ 

3.2经济环境 √ √ √ 

3.3法律环境 √ √ √ 

3.4文化环境 √ √ √ 

4.1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 √ √ √ 

4.2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 √ 

5.1国际货币体系 √ √ √ 

5.2国际金融市场 √ √ √ 

6.1企业战略与组织架构 √ √ √ 

6.2跨国公司组织的内部选择机制 √ √ √ 

6.3跨国公司组织的外部选择机制 √ √ √ 

6.4组织架构的其他要素 √ √ √ 

7.1创新、全球学习与全球知识管理 √ √ √ 

7.2跨国公司全球知识管理战略 √ √ √ 

7.3全球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 √ √ √ 

7.4基于知识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协同创新 √ √ √ 

8.1进出口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界定及其地位 √ √ √ 

8.2出口的一般程序 √ √ √ 

8.3进出口的动机 √ √ √ 

8.4出口的管理与战略 √ √ √ 

9.1区位选择 √ √ √ 

9.2模式选择 √ √ √ 

10.1市场营销问题概述，产品战略，国际分销

渠道决策 
√ √ √ 

定价策略，促销策略，全球营销实施与跨文化

交流/跨国商务谈判 
√ √ √ 

11.1市场概述 √ √ √ 

11.2国际工程项目的招投标 √ √ √ 

11.3合同条件和运用 √ √ √ 

11.4合同管理概述 √ √ √ 

12.1对经理人员的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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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对一般员工的管理 √ √ √ 

12.3劳资关系 √ √ √ 

12.4制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 √ √ 

13.1国际会计 √ √ √ 

13.2国际财务管理 √ √ √ 

14.1信息和信息管理的基础 √ √ √ 

14.2基于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 √ √ √ 

14.3基于供应链的信息管理 √ √ √ 

14.4电子商务与管理信息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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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函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68P1         英文名称：Business English Correspondence 

学分/学时：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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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s 

后续课程：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Finance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Write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bad news, 

good news, persuasive writing, presentations, emails, memos, and business reports 

Objective 2：Learn how to edit and proofread business documents, and how 

to write for a global market 

二、课程内容 

Chapter 1.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relationships  （1 class hour） 

         1.1 Seven factors to building great relationships  

 （0.5 class hour） 

         1.2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 （0.5 class hour） 

Chapter 2. Sentence construction matters  （1 class hour） 

Chapter 3. 21st century business language  （1 class hour） 

         3.1 Seven deadly sins of today’s business writing 

 （0.5 class hour） 

         3.2 Ten steps to brilliant business writing （0.5 class hour） 

Chapter 4. Structuring messages logically  （1 class hour） 

         4.1 Four-point plan （1 class hour） 

Chapter 5. Presentation matters （1 class hour） 

         5.1 Fully blocked style with open punctuation （0.5 class hour） 

         5.2 Parts of a business letter （0.5 class hour） 

Chapter 6. Email etiquette  （1 class hour） 

         6.1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of email （0.5 class hour） 

         6.2 Top ten lazy email habits （0.5 class hour） 

Chapter 7. Writing online: websites, blogs and social networking 

 （1 class hour） 

         7.1 Writing for websites （0.5 class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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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Writing for blogs （0.5 class hour） 

Chapter 8. Customer care online  （2 class hours） 

         8.1 Why is today’s customer care different?  （1 class hour） 

         8.2 Customer care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mail 

 （1 class hour） 

Chapter 9. Enquiries and replies （2 class hours） 

9.1 Enquiries for catalogues and price lists （1 class hour） 

9.2 General enquiries and replies （1 class hour） 

Chapter 10. Quotations, estimates and tenders （2 class hours） 

          10.1 Routine quotations （1 class hour） 

10.2 Quotations subject to conditions of acceptance （1 class hour） 

Chapter 11. Orders and their fulfillment （2 class hours） 

          11.1 Placing orders  （1 class hour） 

          11.2 Routine orders （1 class hour）    

Chapter 12. Invoicing and settlement of accounts （2 class hours） 

          12.1 Invoices and adjustments （1 class hour） 

          12.2 Settlement of accounts （1 class hour） 

Chapter 13. Letters requesting payment  （2 class hours） 

          13.1 Later payments （1 class hour） 

          13.2 Collection letters （1 class hour） 

Chapter 14. Credit and status enquiries  （2 class hours） 

          14.1 Reasons for credit （1 class hour） 

          14.2 Requests for credit （1 class hour）  

Chapter 15. A typical business transaction (correspondence and documents) （2 class hours） 

          15.1 Quotations （1 class hour） 

          15.2 Orders and notes （1 class hour） 

Chapter 16.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2 class hours） 

          16.1 Internal memorandum （1 class hour） 

          16.2 Getting the tone right （1 class hour）           

Chapter 17. Secretar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rrespondence . 

 （2 class hours） 

          17.1 Arranging meetings （1 class hour） 

          17.2 Arranging events and speakers （1 class hour） 

Chapter 18. Meetings documentation  （2 class hours） 

          18.1 Notice and agenda （1 class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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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inutes of meeting （1 class hour） 

Review  (1 class hour) 

Final exam  (2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Model Business Letters, Emails and Other Business Documents (7th Edition)，

Shirley Taylor，FT Press，2012.7.2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Business Writing For Dummies, Natalie Canavor, For Dummies, 2013 

2. Business Writing: B1-C2 (Collins Business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Nick 

Brieger，Collins，2011 

3. How to Write Effective Business English: The Essential Toolkit for 

Composing Powerful Letters, E-Mails and More, for Today's Business Needs，Fiona 

Talbo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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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ing messages 

logically, Presentation matters, Email etiquette, Customer care online, Enquiries and 

replies, Quotations, estimates and tenders, Orders and their fulfillment, Credit and 

status enquiries,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Secretar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rrespondence, Reports and proposals, Sales letters and voluntary offers and 

Publicity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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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 Write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bad 

news, good news, persuasive 

writing, presentations, 

emails, memos, and business 

reports 

Objective 2：  Learn 

how to edit and 

proofread business 

documents, and how to 

write for a global 

market 

1.1 Seven factors to building great relationships √  

1.2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 √  

2 Sentence construction matters √  

3.1 Seven deadly sins of today’s business writing √  

3.2 Ten steps to brilliant business writing √  

4.1 Four-point plan  √ 

5.1 Fully blocked style with open punctuation  √ 

5.2 Parts of a business letter  √ 

6.1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of email  √ 

6.2 Top ten lazy email habits  √ 

7.1 Writing for websites √  

7.2 Writing for blogs √  

8.1 Why is today’s customer care different? √  

8.2 Customer care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mail √  

9.1 Enquiries for catalogues and price lists  √ 

9.2 General enquiries and replies  √ 

10.1 Routine quotations √  

10.2 Quotations subject to conditions of acceptance √  

11.1 Placing orders   √ 

11.2 Routine orders  √ 

12.1 Invoices and adjustments  √ 

12.2 Settlement of accounts  √ 

13.1 Later payments  √ 

13.2 Collection letters √ √ 

14.1 Reasons for credit √  

14.2 Requests for credit √  

15.1 Quotations √  

15.2 Orders and notes √  

16.1 Internal memorandum  √ 

16.2 Getting the tone right √  

17.1 Arranging meetings √  

17.2 Arranging events and speakers √  

18.1 Notice and agenda  √ 

18.2 Minutes of me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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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29A1         英文名称：Business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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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商务谈判涉及的理论基础，谈判、商务谈判、国际商务谈判

的含义；了解和把握国际商务谈判的特征；了解商务谈判的基本类型；掌握国

际商务谈判的程序及各个阶段和环节的主要内容。  

目标 2：掌握商务谈判前需要准备的资料、策略、人员等，掌握开局阶段

的控制策略， 掌握发盘、还盘、让步和僵局环节的策略，能够在谈判过程中适

时表达自己的成交意愿，并极力促成成交，掌握商务谈判语言表达原则、语言

运用技巧、行为语言。 

目标 3：学会在掌握商务谈判基本流程的前提下，实践商务谈判的具体流

程。 

二、课程内容 

(一) 国际商务谈判理论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国际商务谈判的概念与特征、国际商务谈判的构成与分类、国际商务

谈判的程序与管理 （1课时） 

1.2 经济学理论、心理需求理论、双赢理论等基本理论 （3课时） 

（二）国际商务谈判步骤介绍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国际商务谈判资料准备、策略准备、人员准备、其他准备 （2课时） 

2.2 国际商务谈判开局阶段的控制策略、确定谈判议程策略、谋取谈判主

动权策略 （2课时） 

2.3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探测技巧 （2课时） 

2.4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发盘策略、还盘策略、让步策略、僵局缓解策略 

 （2课时） 

2.5 国际商务谈判中成交意愿的表达、成交信号接受策略、成交促成策略 

 （2课时） 

2.6 商务场合下的服饰礼仪、商务场合下的举止与谈吐礼仪、商务场合下

的宴请礼仪与礼节、商务场合下的馈赠与受理礼仪与礼节，日常交际中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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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节 （2课时） 

（三）国际商务谈判流程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32课时） 

3.1班级分组，国际商务谈判基本案例内容介绍及买卖双方的确立（2课时） 

3.2 国际商务谈判案例材料准备及谈判模拟 （28课时） 

3.3书写实验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商务谈判》，黄卫平，董丽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国际商务谈判》，刘春生，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国际商务谈判》，张燕，立信会计出版社，2012年版。 

3、《国际商务谈判》，鲁丹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 -  

http://www.caibn.org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和实验过程。  

实验报告占比 40%，采用提交实验报告的方式，通过运用国际商务谈判实

验室，采用纯商务场景模拟谈判的方式，结合教师指导，学生组成谈判小组，

就不同的标的展开谈判，成绩主要由老师根据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判定。 

五、附件 

 

制定人：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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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商务谈判涉及的理

论基础，谈判、商务谈判、国际

商务谈判的含义；了解和把握国

际商务谈判的特征；了解商务谈

判的基本类型；掌握国际商务谈

判的程序及各个阶段和环节的

主要内容。 

目标 2：掌握商务谈判前需要准备的资料、

策略、人员等，掌握开局阶段的控制策略， 

掌握发盘、还盘、让步和僵局环节的策略，

能够在谈判过程中适时表达自己的成交

意愿，并极力促成成交，掌握商务谈判语

言表达原则、语言运用技巧、行为语言。 

目标 3：学会在

掌握商务谈判基

本流程的前提

下，实践商务谈

判的具体流程。 

1.1 国际商务谈判的概

念与特征、国际商务谈

判的构成与分类、国际

商务谈判的程序与管理 

√   

1.2 经济学理论、心理

需求理论、双赢理论等

基本理论 

√   

2.1 国际商务谈判资料

准备、策略准备、人员

准备、其他准备 

 √  

2.2 国际商务谈判开局

阶段的控制策略、确定

谈判议程策略、谋取谈

判主动权策略 

 √  

2.3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

探测技巧 
 √  

2.4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

发盘策略、还盘策略、

让步策略、僵局缓解策

略 

 √  

2.5 国际商务谈判中成

交意愿的表达、成交信

号接受策略、成交促成

策略 

 √  

2.6 商务场合下的服饰

礼仪、商务场合下的举

止与谈吐礼仪、商务场

合下的宴请礼仪与礼

节、商务场合下的馈赠

与受理礼仪与礼节，日

常交际中的礼仪与礼节 

 √  

3.1 班级分组，国际商

务谈判基本案例内容介

绍及买卖双方的确立 

  √ 

3.2 国际商务谈判案例

材料准备及谈判模拟 
  √ 

3.3书写实验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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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6A1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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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分析开展国际市场营销的市场环境； 

目标 2： 掌握国际国际市场营销的营销战略制定； 

目标 3： 掌握当今国际市场营销的着重点和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第一篇） 概述 （6课时） 

国际市场营销的范围和挑战 （3课时） 

1.1 美国企业的国际化  

1.2 国际市场营销的定义  

1.3 国际市场营销的任务  

1.4 适应环境的必要性  

1.5  自我参照标准和民族中心主义：主要障碍  

1.6 树立全球意识  

1.7 参与国际市场营销的阶段  

1.8 国际市场营销的导向  

第 2 章 国际贸易的动态环境 （3课时） 

2.1 国际贸易，从 20世纪到 21世纪  

2.2 国际收支  

2.3 保护主义  

2.4 放松贸易限制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2.6 对全球性组织的抗议  

（第二篇）全球市场的文化环境  （16课时） 

第 3章 历史与地理：文化的基础 （4课时） 

3.1 全球商务的历史考察  

3.2 地理与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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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球人口趋势  

3.4 世界贸易通道  

3.5 通信联系 

第 4章 全球市场评估中的文化因素 （4课时） 

4.1 文化的广泛影响  

4.2 文化的定义及起源  

4.3 文化要素  

4.4 文化变革 

第 5章 文化、管理风格和经营方式 （4课时） 

5.1 适应的必要性  

5.2 美国文化对管理风格的影响  

5.3 世界各地的管理风格  

5.4 国际商务中的性别偏见  

5.5 企业伦理  

5.6 文化对战略思考的影响 

第 6章 政治环境：一个关键问题 （2课时） 

6.1 国家主权  

6.2 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6.3 全球经营的政治风险  

6.4 政府激励. 

第 7章  国际法律环境：遵守游戏规则 （2课时） 

7.1 解决国际争端  

7.2  知识产权保护：一个特殊问题  

7.3 网络法规：有待解决的问题  

7.4 各国商法 

7.5 出口限制 

（第三篇）评估全球市场机会 （4课时） 

第 8章 通过营销调研建立全球视野 （4课时） 

8.1 国际营销调研的广泛性和范围  

8.2 营销调研的过程  

8.3二手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利用问题  

8.4原始资料的收集：定量调研与定性调研  

8.5 跨文化调研：一个特殊问题  

8.6互联网上的调研：一个不断增加的机会  

8.7 开展营销调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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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与决策者的沟通 

第 9章 经济发展与美洲 （小组讨论） 

第 10章 欧洲、非洲与中东 （小组讨论） 

第 11章 亚太地区（小组讨论） 

（第四篇）制定全球营销战略 （22课时） 

第 12章 全球营销管理：计划与组织 （4课时） 

12.1 全球营销管理  

12.2 全球市场计划  

12.3 市场进入战略  

12.4 全球竞争的组织 

第 13章 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 （4课时） 

13.1 质量  

13.2 产品与文化  

13.3 分析产品构成以实施适应  

13.4 消费者服务的全球营销  

13.5 国际市场上的品牌 

第 14章 面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4课时） 

14.1 全球企业对企业市场的需求  

14.2 质量和全球标准  

14.3 工业服务  

14.4贸易展览会：企业对企业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  

14.5 企业对企业的关系营销  

第 15章 国际营销渠道 （4课时） 

15.1 分销渠道结构  

15.2 分销模式  

15.3 可供选择的中间商  

15.4 互联网  

第 16章 整合营销沟通与国际广告 （2课时） 

16.1 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促销  

16.2 国际公共关系  

16.3 国际广告  

16.4 媒体规划与分析 

第 17章  人员推销与销售管理 （2课时） 

17.1 销售队伍的设计  

17.2 销售人员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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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文化意识的培养  

17.4 全球管理者形象的变化 

第 18章 国际市场定价 （2课时） 

18.1 定价政策  

18.2 国际定价方法  

18.3 价格升级的影响及其举例  

18.4 降低价格升级的途径  

18.5 国际市场的租赁  

18.6 作为定价工具的反向贸易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市场营销学（原书第 17版）》[美]菲利普 R.凯特奥拉（Philip 

R.Cateora） 玛丽 C.吉利（Mary C.Gilly） 约翰 L.格，赵银德、沈辉、钱晨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 1版 (2017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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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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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Marketing（16th  Edition）.Philip R. Cateora, Mary 

C. Gilly, John L. Graha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6版 (201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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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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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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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MARKETING、THE CULTURE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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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分析开

展国际市场营销的市

场环境； 

目标 2： 掌握国际

国际市场营销的营

销战略制定； 

目标 3： 掌握当今

国际市场营销的着

重点和新发展 

1.1美国企业的国际化 √ √ √ 

1.2 国际市场营销的定义  √ √  

1.3国际市场营销的任务 √   

1.4适应环境的必要性 √   

1.5自我参照标准和民族中心主义：主要障碍 √ √ √ 

1.6树立全球意识 √  √ 

1.7参与国际市场营销的阶段 √ √  

1.8国际市场营销的导向 √ √ √ 

2.1国际贸易，从 20世纪到 21世纪  √ √  

2.2国际收支 √   

2.3保护主义  √ √ √ 

2.4放松贸易限制 √  √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  √ 

2.6对全球性组织的抗议  √ √ 

3.1全球商务的历史考察  √  √ 

3.2地理与全球市场 √ √  

3.3全球人口趋势 √   

3.4世界贸易通道 √   

3.5通信联系 √  √ 

4.1文化的广泛影响  √  √ 

4.2文化的定义及起源 √   

4.3文化要素 √   

4.4文化变革 √   

5.1适应的必要性   √ √ 

5.2美国文化对管理风格的影响 √   

5.3世界各地的管理风格 √ √  

5.4国际商务中的性别偏见 √   

5.5企业伦理 √   

5.6文化对战略思考的影响 √  √ 

6.1国家主权   √ √ 

6.2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   

6.3全球经营的政治风险 √ √  

6.4政府激励 √   

7.1解决国际争端  √ √  

7.2 知识产权保护：一个特殊问题  √  

7.3网络法规：有待解决的问题   √ 

7.4各国商法   √ 

7.5出口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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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国际营销调研的广泛性和范围  √   

8.2 营销调研的过程 √   

8.3二手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利用问题 √   

8.4原始资料的收集：定量调研与定性调研  √  

8.5 跨文化调研：一个特殊问题  √  

8.6互联网上的调研：一个不断增加的机会   √ 

8.7开展营销调研的责任  √ √ 

8.8决策者的沟通  √ √ 

12.1全球营销管理   √ √ 

12.2全球市场计划 √  √ 

12.3市场进入战略  √  

12.4全球竞争的组织  √  

13.1质量  √   

13.2产品与文化 √   

13.3分析产品构成以实施适应  √  

13.4消费者服务的全球营销   √ 

13.5国际市场上的品牌  √  

14.1全球企业对企业市场的需求  √   

14.2质量和全球标准  √  

14.3工业服务  √ √ 

14.4贸易展览会：企业对企业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4.5企业对企业的关系营销 √  √ 

15.1分销渠道结构  √   

15.2分销模式  √  

15.3可供选择的中间商   √ 

15.4互联网 √ √  

16.1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促销 √ √  

16.2国际公共关系 √ √ √ 

16.3国际广告 √ √ √ 

16.4媒体规划与分析 √  √ 

17.1销售队伍的设计   √  

17.2销售人员的激励  √  

17.3文化意识的培养  √ √ 

17.4全球管理者形象的变化  √ √ 

18.1 定价政策   √ √ 

18.2 国际定价方法  √  

18.3 价格升级的影响及其举例 √ √ √ 

18.4 降低价格升级的途径  √  

18.5 国际市场的租赁  √  

18.6 作为定价工具的反向贸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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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营销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20PA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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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分析开展国际市场营销的市场环境； 

目标 2： 掌握国际国际市场营销的营销战略制定； 

目标 3： 掌握当今国际市场营销的着重点和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Part 1） OVERVIEW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6课时） 

Chapter1  The Scope and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3课时） 

1.1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fined; 

1.2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ask; 

1.3 Environment adaptation needed; 

1.4 The self-reference criterion and ethnocentrism; 

1.5 Major obstacles; 

1.6 Developing a global awareness;stage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involvement; 

1.7 Strategic orientation; 

1.8 The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Chapter 2 The Global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3课时） 

2.1 GATT and WTO 

2.2 The International Monetory Fund and World Bank Group;  

2.3 Protests against global institutions; 

2.4 Global markets and multinational market groups; 

2.5 Implications of market integration; 

2.6 Marketing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2.7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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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Part 2）THE CULTURE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6课时） 

Chapter 3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e Foundations of Culture 

 （4课时） 

3.1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lobal business; 

3.2 Geography and global markets; 

3.3 World trade routes; 

3.4 Communication links. 

Chapter 4 Cultural Dynamics in Assessing Global Markets （4课时） 

4.1 Culture’s pervasive impact; 

4.2 Definitions and origins of culture; 

4.3 Elements of culture; 

4.4 Cultural knowledge; 

4.5 Cultural change. 

Chapter 5 Culture, Management Style, and Business Systems（4课时） 

5.1 Required adaptation; 

5.2 The impact of American culture on management style; 

5.3 Management styles around the world; 

5.4 Gender bia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5.5 Business ethics; 

5.6 Culture’s influence on srategic thinking; 

5.7 Synthesis: relationship-oriented versus information-oriented 

culture 

Chapter 6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 Critical Concern （2课时） 

6.1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6.2 S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6.3 Political risks of global business; 

6.4 Assessing political vulnerability; 

6.5 Lessening political vulnerability; 

6.6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Chapter 7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Playing by the Rules 

 （2课时） 

7.1 The four heritages of today’s legal systems; 

7.2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jurisdiction of legal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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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he various metho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7.4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5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Part 3）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26课时） 

Chapter 8 Developing a Global Vision Through Marketing Research 

 （4课时） 

8.1 Breadth and Scop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 

8.2 The Research Process; 

8.3 Problems of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Secondary Data; 

8.4 Gathering Primary Data—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8.5 Problems of Gathering Primary Data; 

8.6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A New Opportunity; 

8.7 Communicating with Decision Makers. 

Chapter 9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4课时） 

9.1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9.2 Planning for global markets; 

9.3 Alternative market-entry strategies; 

9.4 Organizing for global competition 

Chapter 10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Consumers （4课时） 

10.1 Quality; 

10.2 Products and culture; 

10.3 Analyzing product component for adaptation; 

10.4 Marketing consumer services globally; 

10.5 Brand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Chapter 11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Business （4课时） 

11.1 Demand in Global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 

11.2 Quality and  Global Standards; 

11.3 Business services; 

11.4 Trade shows; 

11.5 Relationship marketing in business context. 

Chapter 12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hannels （4课时） 

12.1 Channel-of-distribution structures; 

12.2 Distribution patterns; 

12.3 Alternative middleman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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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Factors affecting choice of channels; 

12.5 Locating, selecting, and motivating channel; 

12.6 The internet. 

Chapter 13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2课时） 

13.1 Sales pro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13.2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13.3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13.4 Advertising strategy and goals; 

13.5 The message: creative challenges; 

13.6 Media planning and analysis; 

13.7 Campaign execution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13.8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dvertising: broader. 

Chapter 14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2课时） 

14.1 Designing the sales force; 

14.2 Recruiting marketing and sales personnel; 

14.3 Selec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personnel; 

14.4 Training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4.5 Motivating sales personnel; 

14.6 Designing compensation systems; 

14.7 Evaluating and controlling sales respresentatives; 

14.8 Preparing U.S. personnel for foreign; 

14.9 Developing culture awareness; 

14.10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the global manager; 

14.11 Foreign-language skills. 

Chapter 15 Pricing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s （2课时） 

15.1 Pricing policy; 

15.2 Approaching to international pricing; 

15.3 Price escaltation; 

15.4 Approaches to reducing price escalation; 

15.5 Easing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15.6 Countertrade as a pricing tool; 

15.7 Transfer pricing strategy; 

15.8 Pricing quotations; 

15.9 Administered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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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International Marketing（16th  Edition）.Philip R. Cateora, Mary 

C. Gilly, John L. Graha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16版 (2013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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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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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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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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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MARKETING、THE CULTURE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戴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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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分析

开展国际市场营

销的市场环境； 

目标 2： 掌握国际

国际市场营销的营

销战略制定； 

目标 3： 掌握当今

国际市场营销的

着重点和新发展 

1.1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fined; √ √ √ 

1.2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ask; √ √  

1.3 Environment adaptation needed; √   

1.4 The self-reference criterion and ethnocentrism; √   

1.5 Major obstacles; √ √ √ 

1.6 Developing a global awareness;stage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involvement; 
√  √ 

1.7 Strategic orientation; √ √  

1.8 The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 √ √ 

2.1 GATT and WTO； √ √  

2.2 The International Monetory Fund and World Bank 

Group; 
√   

2.3 Protests against global institutions; √ √ √ 

2.4 Global markets and multinational market groups; √  √ 

2.5 Implications of market integration; √  √ 

2.6 Marketing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 √ 

2.7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  √ 

2.8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 

3.1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lobal business; √  √ 

3.2 Geography and global markets; √ √  

3.3 World trade routes; √   

3.4 Communication links. √   

4.1 Culture’s pervasive impact; √  √ 

4.2 Definitions and origins of culture; √   

4.3 Elements of culture; √   

4.4 Cultural knowledge; √   

4.5 Cultural change  √ √ 

5.1 Required adaptation;  √ √ 

5.2 The impact of American culture on management 

style; 
√   

5.3 Management styles around the world; √ √  

5.4 Gender bia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5.5 Business ethics; √   

5.6 Culture’s influence on strategic thinking; √  √ 

5.7 Synthesis: relationship-oriented versus 

information-oriented culture 
√   

6.1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 √ 

6.2 S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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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Political risks of global business; √ √  

6.4 Assessing political vulnerability; √   

6.5 Lessening political vulnerability; √   

6.6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 √  

7.1 The four heritages of today’s legal systems; √ √  

7.2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jurisdiction of legal 

disputes; 
 √  

7.3 The various metho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 

7.4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7.5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 

8.1 Breadth and Scop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 
√   

8.2 The Research Process; √   

8.3 Problems of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Secondary 

Data; 
√   

8.4  Gathering Primary Data—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  

8.5 Problems of Gathering Primary Data;  √  

8.6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A New Opportunity;   √ 

8.7 Communicating with Decision Makers.  √ √ 

9.1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 

9.2 Planning for global markets; √  √ 

9.3 Alternative market-entry strategies;  √  

9.4 Organizing for global competition.  √  

10.1 Quality; √   

10.2 Products and culture; √   

10.3 Analyzing product component for adaptation;  √  

10.4 Marketing consumer services globally;   √ 

10.5 Brand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  

11.1 Demand in Global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 √   

11.2 Quality and  Global Standards;  √  

11.3 Business services;  √ √ 

11.4 Trade shows; √ √  

11.5 Relationship marketing in business context. √  √ 

12.1 Channel of distribution structures; √   

12.2 Distribution patterns;  √  

12.3 Alternative middleman choices;   √ 

12.4 Factors affecting choice of channels; √ √  

12.5 Locating, selecting, and motivating channel; √ √  

12.6 The internet. √ √ √ 

13.1 Sales pro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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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  √ 

13.3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  

13.4 Advertising strategy and goals;  √  

13.5 The message: creative challenges;  √ √ 

13.6 Media planning and analysis;  √ √ 

13.7 Campaign execution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 √ 

13.8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dvertising: broader.  √  

14.1 Designing the sales force; √ √ √ 

14.2 Recruiting marketing and sales personnel;  √  

14.3 Selec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personnel;  √  

14.4 Training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 

14.5 Motivating sales personnel;   √ 

14.6 Designing compensation systems;  √  

14.7 Evaluating and controlling sales 

respresentatives; 
 √ √ 

14.8 Preparing U.S. personnel for foreign;  √  

14.9 Developing culture awareness;  √ √ 

14.10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the global manager;  √  

14.11 Foreign-language skills.  √ √ 

15.1 Pricing policy; √ √ √ 

15.2 Approaching to international pricing;    

15.3 Price escaltation;   √ 

15.4 Approaches to reducing price escalation;  √  

15.5 Easing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  

15.6 Countertrade as a pricing tool;  √ √ 

15.7 Transfer pricing strategy;  √ √ 

15.8 Pricing quotations; √   

15.9 Administered pric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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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招投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33P1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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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 

后续课程：国际承包工程项目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建设工程招投标和合同管理相关理论知识。 

目标 2：熟悉与招投标及合同管理有关的法律、业务知识。 

目标 3：理解和掌握工程建设领域涉及的工程招投标和合同种类及其法律

特征、法律性质和主要内容。 

目标 4：具备在工程建设实践中依法进行招投、投标、签订合同、审查合

同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 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基础 （8课时） 

1.1合同法基本原理。 （4课时） 

1.2担保制度。 （2课时） 

1.3保险制度。 （2课时） 

（二）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2课时） 

2.1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概述。 （1课时） 

2.2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基本规定。 （1课时） 

（三） 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实务 （6课时） 

3.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与投标实务。 （2课时） 

3.2建设工程监理招标与投标实务。 （2课时） 

3.3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与投标实务。  （2课时） 

（四） 工程合同主要内容 （4课时） 

4.1工程合同概述。 （2课时） 

4.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施工合同；委托监理合同；造价咨询合同；

工程建设有关的其他合同；工程总承包合同。 （2课时） 

（五） 工程合同管理 （4课时） 

5.1合同管理的地位；工程合同管理概述；施工阶段合同管理的主要工作。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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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工程合同风险分析与管理；工程合同分析与交底；合同资料文档管理。 

 （2课时） 

（六） 工程索赔管理 （4课时） 

6.1 索赔的基本理论；常见的工程索赔；索赔的处理与解决。 （2课时） 

6.2 费用索赔和工期索赔的计算方法；索赔管理。 （2课时） 

（七） 工程合同的争议管理 （2课时） 

7.1工程合同争议产生的原因。 （1课时） 

7.2工程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1课时） 

（八） 国际工程招标投标与合同条件 （2课时） 

8.1国际工程招标。 （1课时） 

8.2国际工程投标报价及应注意的问题；国际工程通用合同条件。（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 3 版），刘黎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 2 版），杨志中主编，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3.7 

2.《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第 2 版），张志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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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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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招标

投 

标理论与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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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建设

工程招投标和合

同管理相关理论

知识。 

目标 2：熟悉与招

投标及合同管理

有关的法律、业务

知识。 

目标 3：理解和掌握工

程建设领域涉及的工

程招投标和合同种类

及其法律特征、性质

和主要内容。 

目标 4:具备在工程建

设实践中依法进行招

投、投标、签订合同、

审查合同的基本能力。 

1.1合同法基本原理 √ √ √ √ 

1.2担保制度 √ √ √ √ 

1.3保险制度 √ √ √ √ 

2.1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概述 √ √ √ √ 

2.2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基本

规定 
√ √ √ √ 

3.1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与

投标实务 
√ √ √ √ 

3.2 建设工程监理招标与投标

实务 
√ √ √ √ 

3.3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与投标

实务 
√ √ √ √ 

4.1工程合同概述 √ √ √ √ 

4.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施

工合同；委托监理合同；造价

咨询合同；工程建设有关的其

他合同；工程总承包合同 

√ √ √ √ 

5.1合同管理的地位；工程合同

管理概述；施工阶段合同管理

的主要工作 

√ √ √ √ 

5.2工程合同风险分析与管理；

工程合同分析与交底；合同资

料文档管理 

√ √ √ √ 

6.1 索赔的基本理论；常见的

工程索赔；索赔的处理与解决 
√ √ √ √ 

6.2 费用索赔和工期索赔的计

算方法；索赔管理 
√ √ √ √ 

7.1工程合同争议产生的原因 √ √ √ √ 

7.2工程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 √ √ √ 

8.1国际工程招标 √ √ √ √ 

8.2 国际工程投标报价及应注

意的问题；国际工程通用合同

条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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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75A1                 英文名称：Maritim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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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 

后续课程：国际商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和了解对诸如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旅客运

输合同、船舶租租赁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等海商相关法律、法规、法规

制度的解读能力。 

目标 2：学会对诸如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旅客运输合同、

船舶租租赁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等海商相关法律、法规、法规制度的运

用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海商法的概念和性质 （0.6课时） 

1.2中国海商法的特点 （0.6课时） 

1.3海商法的渊源及法律的适用 （0.8课时） 

（二）船舶 （2课时） 

2.1船舶概述 （0.5课时） 

2.2船舶所有权 （0.5课时） 

2.3船舶抵押权 （0.5课时） 

2.4船舶优先权 （0.5课时） 

（三）船员 （2课时） 

3.1船员 （1课时） 

3.2 船长 （1课时） 

（四）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4课时） 

4.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概述 （1课时） 

4.2 提单 （1课时） 

4.3 航次租船合同 （1课时） 

4.4 国际多式联运 （1课时） 

（五）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2课时） 



 

396 

5.1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概述 （1课时） 

5.2 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和权利 （1课时） 

（六）船舶租赁合同 （2课时） 

6.1 定期租船合同 （1课时） 

6.2 光船租赁合同 （1课时） 

（七）海上拖航合同 （2课时） 

7.1 海上拖航合同概述 （1课时） 

7.2 海上拖航合同的内容 （1课时） 

（八）船舶碰撞 （2课时） 

8.1 船舶碰撞的概念 （1课时） 

8.2 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 （1课时） 

（九）海难救助 （2课时） 

9.1 海难救助的种类及其法律性质 （0.5课时） 

9.2 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 （0.5课时） 

9.3 海难救助合同 （0.5课时） 

9.4 救助报酬的确定及分配 （0.5课时） 

（十）共同海损 （1课时） 

10.1 共同海损的性质及构成要件 （0.5课时） 

10.2 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 （0.5课时） 

(十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1课时） 

11.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概述 （0.5课时） 

11.2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 （0.5课时） 

(十二)海上保险合同 （4课时） 

12.1 海上保险概述 （1课时） 

12.2 海上保险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 （1课时） 

12.3 海上保险合同 （1课时） 

12.4 海上保险的赔付 （1课时） 

(十三)海事诉讼法 （2课时） 

13.1 海事诉讼概述 （0.6课时） 

13.2 海事诉讼管辖 （0.6课时） 

13.3 海事请求保全 （0.8课时） 

答疑，机动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海商法》（第三版），张丽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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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海商法（第四版）》，司玉琢著，法律出版社，2018.01 

2. 《海商法：案例与材料》，何丽新著，法律出版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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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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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船舶、船

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赁合同、海上拖航合同、

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保险合同、海事诉

讼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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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了解对诸如船舶、船员、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旅客运输合

同、船舶租租赁合同、船舶碰撞、海

难救助等海商相关法律、法规、法规

制度的解读能力。  

目标 2： 学会对诸如船舶、船员、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旅客运输合同、

船舶租租赁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

助等海商相关法律、法规、法规制度

的运用能力。 

1.1海商法的概念和性质 √  

1.2中国海商法的特点 √  

1.3 海商法的渊源及法律的适用 √  

2.1船舶概述 √ √ 

2.2船舶所有权 √ √ 

2.3船舶抵押权 √ √ 

2.4船舶优先权 √ √ 

3.1 船员 √  

3.2船长 √  

4.1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概述 √  

4.2 提单 √ √ 

4.3 航次租船合同 √ √ 

4.4 国际多式联运 √ √ 

5.1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概述 √  

5.2 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和权利 √  

6.1 定期租船合同 √ √ 

6.2 光船租赁合同 √ √ 

7.1 海上拖航合同概述 √  

7.2 海上拖航合同的内容 √  

8.1 船舶碰撞的概念 √  

8.2 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 √  

9.1 海难救助的种类及其法律性质 √  

9.2 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 √  

9.3 海难救助合同 √  

9.4 救助报酬的确定及分配 √  

10.1 共同海损的性质及构成要件 √  

10.2 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 √  

11.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概述 √  

11.2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 √  

12.1 海上保险概述  √ √ 

12.2 海上保险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 √ √ 

12.3 海上保险合同 √ √ 

12.4 海上保险的赔付 √ √ 

13.1 海事诉讼概述 √  

13.2 海事诉讼管辖 √  

13.3 海事请求保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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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4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Contract Law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商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系统、准确地理解掌握合同法。 

目标 2：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3：解决基础案例。 

目标 4：灵活运用合同法律制度。 

目标 5：知法、学法、懂法。 

二、课程内容 

（一）合同的概念与分类 （1课时） 

1.1合同的概念。 （0.5课时） 

1.2合同的分类。 （0.5课时） 

（二）合同的订立 （4课时） 

2.1合同订立概述。 （1课时） 

2.2要约。 （1课时） 

2.3承诺。 （1课时） 

2.4格式条款。 （0.5课时） 

2.5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0.5课时） 

（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1课时） 

3.1合同的条款。 （0.5课时） 

3.2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 （0.25课时） 

3.3合同的形式。 （0.25课时） 

（四）合同的效力 （4课时） 

4.1合同的效力概述 （0.5课时） 

4.2 合同的生效要件 （0.5课时） 

4.3 合同的无效 （0.5课时） 

4.4 合同的撤销 （0.5课时） 

4.5 效力待定的合同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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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缔约过失责任 （1课时） 

（五）合同的履行 （2课时） 

5.1 合同履行的原则 （0.5课时） 

5.2 合同条款的补充 （0.5课时） 

5.3 涉及履行的抗辩及抗辩权 （1课时） 

（六）合同的保全 （2课时） 

6.1 债权人的代位权 （1课时） 

6.2 债权人的撤销权 （1课时） 

（七）合同的担保 （2课时） 

7.1 合同担保概述 （1课时） 

7.2 保证 （0.5课时） 

7.3 定金 （0.5课时） 

（八）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1课时） 

8.1 合同的变更概述 （0.2课时） 

8.2 合同的转让概述 （0.2课时） 

8.3 债权让与 （0.2课时） 

8.4 债务承担 （0.2课时） 

8.5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 （0.2课时） 

（九）合同的解除 （1课时） 

9.1 合同的解除概述 （0.5课时） 

9.2 合同解除的条件 （0.5课时） 

（十）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 （2课时） 

10.1 清偿 （0.4课时） 

10.2 抵销 （0.4课时） 

10.3 提存 （0.4课时） 

10.4 免除 （0.4课时） 

10.5 混同 （0.4课时） 

(十一)违约责任 （2课时） 

11.1 违约责任概述 （0.4课时） 

11.2 违约责任的分类 （0.4课时） 

11.3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0.4课时） 

11.4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0.4课时） 

11.5 违约责任的方式 （0.4课时） 

(十二)买卖合同 （2课时） 

12.1 买卖合同概述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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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买卖合同的效力 （0.5课时） 

12.3 买卖合同解除的条件及程序 （0.5课时） 

12.4 特种买卖合同 （0.5课时） 

(十三)赠与合同 （1课时） 

13.1 赠与合同概述 （0.25课时） 

13.2 赠与合同的效力 （0.5课时） 

13.3 赠与合同的终止 （0.25课时） 

(十四)借款合同 （1课时） 

14.1 借款合同的概念 （0.25课时） 

14.2 借款合同的效力 （0.5课时） 

14.3 借款合同的终止 （0.25课时） 

（十五）租赁合同 （1课时） 

15.1 租赁合同概述 （0.25课时） 

15.2 租赁合同的效力 （0.5课时） 

15.3 租赁合同的变更 （0.25课时） 

（十六）融资租赁合同 （1课时） 

16.1 融资租赁合同概述  （0.25课时） 

16.2 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0.5课时） 

16.3 融资租赁合同的终止 （0.25课时） 

答疑 （2课时） 

随堂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合同法》（第 6版），崔建远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合同法（第四版）》，王利明、房绍坤、王轶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09 

2. 《合同法》，杨立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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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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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概念与

分类、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

全、合同的担保、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的解除、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

约责任、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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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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系统、准

确地理解掌握合

同法。  

目标 2：具备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目标 3：解决基

础案例。 

目标 4: 灵活

运用合同法律

制度。 

目标 5：知法、

学法、懂法。  

1.1合同的概念 √     

1.2合同的分类 √     

2.1合同订立概述  √    

2.2要约  √    

2.3承诺  √    

2.4格式条款  √    

2.5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    

3.1合同的条款   √   

3.2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   √   

3.3合同的形式   √   

4.1 合同的效力概述 √ √    

4.2 合同的生效要件 √ √    

4.3 合同的无效 √ √    

4.4 合同的撤销 √ √    

4.5 效力待定的合同 √ √    

4.6 缔约过失责任 √ √    

5.1 合同履行的原则 √ √ √ √ √ 

5.2 合同条款的补充 √ √ √ √ √ 

5.3 涉及履行的抗辩及抗辩

权 
√ √ √ √ √ 

6.1 债权人的代位权 √ √ √ √ √ 

6.2 债权人的撤销权 √ √ √ √ √ 

7.1 合同担保概述 √ √ √ √ √ 

7.2 保证 √ √ √ √ √ 

7.3 定金 √ √ √ √ √ 

8.1 合同的变更概述 √ √ √ √ √ 

8.2 合同的转让概述 √ √ √ √ √ 

8.3 债权让与      

8.4 债务承担 √ √ √ √ √ 

8.5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

转 
√ √ √ √ √ 

9.1 合同的解除概述 √ √    

9.2 合同解除的条件 √ √    

10.1 清偿 √ √    

10.2 抵销 √ √    

10.3 提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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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免除 √ √    

10.5 混同 √ √    

11.1 违约责任概述   √ √ √ 

11.2 违约责任的分类   √ √ √ 

11.3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 

11.4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 √ √ 

11.5 违约责任的方式   √ √ √ 

12.1 买卖合同概述 √ √    

12.2 买卖合同的效力 √ √    

12.3 买卖合同解除的条件

及程序 
√ √    

12.4 特种买卖合同 √ √    

13.1 赠与合同概述 √ √    

13.2 赠与合同的效力 √ √    

13.3 赠与合同的终止 √ √    

14.1 借款合同的概念 √ √    

14.2 借款合同的效力 √ √    

14.3 借款合同的终止 √ √    

15.1 租赁合同概述 √ √    

15.2 租赁合同的效力 √ √    

15.3 租赁合同的变更 √ √    

16.1 融资租赁合同概述   √ √    

16.2 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 √    

16.3 融资租赁合同的终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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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033A1        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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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目标 2：了解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经济决策的机制与过程，客观地认识经

济现象。 

目标 3：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帮助学生们正确地

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对策。 

二、课程内容 

（一）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7课时） 

1.1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1课时） 

1.2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2课时） 

1.3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 （2课时） 

1.4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1课时） 

1.5名义 GDP和实际 GDP。 （0.5课时） 

1.6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0.5课时） 

（二）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7课时） 

2.1均衡产出。 （1课时） 

2.2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1课时） 

2.3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2课时） 

2.4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课时） 

2.5潜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1课时） 

2.6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课时） 

（三）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模型 （8课时） 

3.1投资的决定。 （2课时） 

3.2 IS曲线。 （1课时） 

3.3利率的决定。 （2课时） 

3.4 LM曲线。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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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S－LM模型。 （1.5课时） 

3.6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0.5课时） 

（四）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模型 （6课时） 

4.1 AD曲线。 （1.5课时） 

4.2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2课时） 

4.3 AS曲线。 （1.5课时） 

4.4模型的结构和应用。 （1课时） 

（五）失业与通货膨胀 （7课时） 

5.1失业的描述。 （1课时） 

5.2失业的原因。 （1课时） 

5.3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1课时） 

5.4通货膨胀的描述。 （0.5课时） 

5.5通货膨胀的原因。 （1.5课时） 

5.6通货膨胀的成本。 （1课时） 

5.7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课时） 

（六）宏观经济政策 （8课时） 

6.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1课时） 

6.2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2.5课时） 

6.3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3课时） 

6.4两种政策的混合运用。 （0.5课时） 

6.5关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0.5课时） 

6.6供给管理的政策。 （0.5课时） 

（七）经济增长 （5课时） 

7.1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波动。 （1课时） 

7.2经济增长的描述和事实。 （1课时） 

7.3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1.5课时） 

7.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1.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经济学原理 第 7版：宏观经济学分册》，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宏观经济学》，叶德磊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57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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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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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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基

本指标及其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

模型、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

策、经济增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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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宏观经

济学的基

本理论 

目标 2：了解西方

国家的政府进行经

济决策的机制与过

程，客观地认识经

济现象。 

目标 3：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帮助学

生们正确地运用宏观经济学中

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宏观

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对策。 

1.1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   

1.2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   

1.3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 √   

1.4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   

1.5名义 GDP和实际 GDP。 √   

1.6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   

2.1均衡产出。 √   

2.2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   

2.3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2.4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2.5潜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   

2.6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3.1投资的决定。 √   

3.2 IS曲线。 √   

3.3利率的决定。 √   

3.4 LM曲线。 √   

3.5 IS－LM模型。 √   

3.6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   

4.1 AD曲线。 √   

4.2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   

4.3 AS曲线。 √   

4.4模型的结构和应用。  √ √ 

5.1失业的描述。  √ √ 

5.2失业的原因。  √ √ 

5.3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  

5.4通货膨胀的描述。  √ √ 

5.5通货膨胀的原因。 √  √ 

5.6通货膨胀的成本。  √ √ 

5.7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   

6.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  

6.2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 √ 

6.3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 √ 

6.4两种政策的混合运用。  √ √ 

6.5关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 √ 

6.6供给管理的政策。  √ √ 

7.1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波动。  √  

7.2经济增长的描述和事实。  √  

7.3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7.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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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18A1        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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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目标 2：了解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经济决策的机制与过程，客观地认识经

济现象。 

目标 3：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帮助学生们正确地

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对策。 

二、课程内容 

（一）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7课时） 

1.1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1课时） 

1.2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2课时） 

1.3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 （2课时） 

1.4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1课时） 

1.5名义 GDP和实际 GDP。 （0.5课时） 

1.6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0.5课时） 

（二）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7课时） 

2.1均衡产出。 （1课时） 

2.2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1课时） 

2.3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2课时） 

2.4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课时） 

2.5潜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1课时） 

2.6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1课时） 

（三）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模型 （8课时） 

3.1投资的决定。 （2课时） 

3.2 IS曲线。 （1课时） 

3.3利率的决定。 （2课时） 

3.4 LM曲线。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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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S－LM模型。 （1.5课时） 

3.6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0.5课时） 

（四）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模型 （6课时） 

4.1 AD曲线。 （1.5课时） 

4.2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2课时） 

4.3 AS曲线。 （1.5课时） 

4.4模型的结构和应用。 （1课时） 

（五）失业与通货膨胀 （7课时） 

5.1失业的描述。 （1课时） 

5.2失业的原因。 （1课时） 

5.3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1课时） 

5.4通货膨胀的描述。 （0.5课时） 

5.5通货膨胀的原因。 （1.5课时） 

5.6通货膨胀的成本。 （1课时） 

5.7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课时） 

（六）宏观经济政策 （8课时） 

6.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1课时） 

6.2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2.5课时） 

6.3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3课时） 

6.4两种政策的混合运用。 （0.5课时） 

6.5关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0.5课时） 

6.6供给管理的政策。 （0.5课时） 

（七）经济增长 （5课时） 

7.1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波动。 （1课时） 

7.2经济增长的描述和事实。 （1课时） 

7.3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1.5课时） 

7.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1.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七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经济学原理 第 7版：宏观经济学分册》，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宏观经济学》，叶德磊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57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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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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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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基

本指标及其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

模型、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

策、经济增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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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宏观经

济学的基

本理论 

目标 2：了解西方国家

的政府进行经济决策

的机制与过程，客观地

认识经济现象。 

目标 3：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帮助学

生们正确地运用宏观经济学中

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宏观

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对策。 

1.1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   

1.2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   

1.3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 √   

1.4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   

1.5名义 GDP和实际 GDP。 √   

1.6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   

2.1均衡产出。 √   

2.2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   

2.3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2.4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2.5潜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   

2.6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   

3.1投资的决定。 √   

3.2 IS曲线。 √   

3.3利率的决定。 √   

3.4 LM曲线。 √   

3.5 IS－LM模型。 √   

3.6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   

4.1 AD曲线。 √   

4.2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   

4.3 AS曲线。 √   

4.4模型的结构和应用。  √ √ 

5.1失业的描述。  √ √ 

5.2失业的原因。  √ √ 

5.3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  

5.4通货膨胀的描述。  √ √ 

5.5通货膨胀的原因。 √  √ 

5.6通货膨胀的成本。  √ √ 

5.7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   

6.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  

6.2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 √ 

6.3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 √ 

6.4两种政策的混合运用。  √ √ 

6.5关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 √ 

6.6供给管理的政策。  √ √ 

7.1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波动。  √  

7.2经济增长的描述和事实。  √  

7.3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7.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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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033BA 英语名称： 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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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 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   

 

一、课程目标 

Objective 1: knowing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macroeconomics and various 

useful principles adopted in microeconomics, including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supply, demand,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s.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as 

advocated in the discipline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verall economy. 

Objective 3: capable of analyzing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long-run and 

understanding how one particular nation achiev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a nation’s price level. 

Objective 4: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concepts towards the open-economy 

macroeconomics,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hort-ru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policies in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二、课程内容 

Part I: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10 class hours) 

 Te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 class hours)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1 class hours) 

 Interdependence and gains from the trade.  (1.5 class hours) 

 Supply, demand,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1.5 class hours)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2 class hours)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3 class hours) 

Part II: Various indicators employed in macroeconomics  (6 class hour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5 class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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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inal and real GDP.  (1 class hours) 

 GDP deflator.  (0.5 class hours) 

 Consumer price index.  (1 class hours) 

 Correcting economic variables for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2 class hours) 

Part III: The real economy,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long run  (17 class hours) 

 Production and growth.  (2 class hours) 

 Sav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system.  (2 class hours) 

 The basic tools of finance.  (2 class hours) 

 Unemployment.  (3 class hours) 

 The monetary system.  (4 class hours) 

 Money growth and inflation.  (4 class hours) 

Part IV: The macroeconomic theory of the open economy  (8 class hours) 

 The international flows of goods and capital.  (2 class hours) 

 Purchasing-power parity.  (2 class hours) 

 Equilibrium in open economy.  (2 class hours) 

 Impact of policies and events.  (2 class hours) 

Part V: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and final revision  (7 class hours)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  (2 class hours)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2 class hours) 

 Final revision.  (3 class hours)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高等教育出版社（梁

小民改编）, 6th edition (modified), 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Andrew B. Abel, Ben S. Bernanke, and Dean Croushore, Macroeconomics, 

Addison Wesley, 7
th

 Edition, 2010.  

 Michael R. Wickens, Macroeconomic Theory: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nd

 revised edition, 2012. 

 Lars Ljungqvist and Thomas J. Sargent, 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 

MIT Press, 3
rd

 edition, 2012. 

 Jean-Pascal Benassy, The Macro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Nonclearing Markets: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MIT Press, 

Revised editi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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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und Phelps, Seven Schools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OUP Oxford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5. 

 Ben J. Heijdra, Foundations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OUP Oxford 

Press, 3
rd

 edition, 2017.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y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final examination, which contains two major portions as 

specified below: 

 Class performance contains 40% of the overall score (tutorial 10% x 4 = 

40%, the actual clas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may be subjected to the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se initiator Qi-Wen Wang) 

 Final examination contains 60% of the overall score, close-book exam (or 

partial open-book exam depending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final exam paper),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sting contents: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various indicators employed in macroeconomics, the real economy,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macroeconomic theory of the open 

economy and so on.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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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ing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macroeconomics 

and various useful 

principles 

adopted in 

microeconomic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s 

Obj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as 

advocated in 

the discipline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bjective 3：   

capable of 

analyzing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long-run and 

understanding how 

one particular 

nation achiev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a 

nation’s price 

level 

Objective 4: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concepts 

towards the 

open-economy 

macroeconomics,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hort-ru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policies 

1.1  Te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1.2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    

1.3  Interdependence and gains 

from the trade. 
√    

1.4  Supply, demand,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 √   

1.5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    

1.6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   √ 

2.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2.2  Nominal and real GDP.  √   

2.3  GDP deflator.  √   

2.4  Consumer price index.  √   

2.5  Correcting economic 

variables for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 √ √ 

3.1  Production and growth.    √  

3.2  Sav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system. 
 √ √  

3.3  The basic tools of finance.  √ √  

3.4  Unemployment.   √  

3.5  The monetary system.     √ √ 

3.6  Money growth and 

inflation. 
  √ √ 

4.1  The international flows of 

goods and capital. 
 √ √  

4.2  Purchasing-power parity.  √ √  

4.3  Equilibrium in open 

economy. 
 √ √  

4.4  Impact of policies and 

events. 
 √ √ √ 

5.1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 
   √ 

5.2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 

5.3  Final revis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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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404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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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场与价格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使学生充分了解环境科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社会性。 

目标 2：掌握生态环境的类型、特点，影响环境的因素，深刻理解环境科

学。 

目标 3：掌握地球的形成历史，熟悉环境变化的规律，能够将所学知识应

用到具体的实践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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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组成与分类 （1课时） 

1.2环境问题现状分析 （1课时） 

1.3环境科学前沿介绍 （1课时） 

（二）环境现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地球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 （1课时） 

2.2生态系统分类及现状 （1课时） 

2.3自然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 （1课时） 

2.4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介绍 （1课时） 

2.5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和互动影响探讨 （1课时） 

2.6城市环境的问题所在以及解决方法 （1课时） 

（三）环境污染与防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环境污染的机理和现状分析 （1课时） 

3.2环境污染治理与控制 （2课时） 

3.3环境污染预防 （2课时） 

（四）循环经济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循环经济的含义与特征 （1课时） 

4.2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2课时） 

4.3循环经济的层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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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2课时） 

（五）环境规划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环境规划的概念 （3课时） 

5.2环境规划的类型及内容 （2课时） 

5.3环境规划的作用 （1课时） 

（六）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生态文明的内涵 （1课时） 

6.2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分析 （2课时） 

6.3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分析 （1课时） 

6.4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互动关系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环境科学概论》，周培疆，科学出版社，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环境科学概论》，方淑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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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概念，

环境科学的内涵，环境污染因素及治理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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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ke.baidu.com/view/11345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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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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使学

生充分了解环境科

学的复杂性、多样

性和社会性 

目标 2：掌握生态环境

的类型、特点，影响环

境的因素，深刻理解环

境科学 

目标 3：掌握地球的形

成历史，熟悉环境变化

的规律，能够将所学知

识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工

作中 

1.1环境的组成与分类   √ 

1.2环境问题现状分析   √ 

1.3环境科学前沿介绍   √ 

2.1地球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 √  √ 

2.2生态系统分类及现状  √  

2.3自然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    

2.4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介绍   √ √ 

2.5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和互动影响探讨 √ √ √ 

2.6城市环境的问题所在以及解决方法 √  √ 

3.1环境污染的机理和现状分析    

3.2环境污染治理与控制  √  √ 

3.3环境污染预防  √  

4.1循环经济的含义与特征  √   

4.2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4.3循环经济的层次  √ √ 

4.4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  

5.1环境规划的概念     

5.2环境规划的类型及内容 √  √ 

5.3环境规划的作用 √  √ 

6.1生态文明的内涵  √  

6.2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分析  √  

6.3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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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能源交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7A1            英文名称：Environmental EnergyTrad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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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投资、能源期货理论与实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际环境能源交易市场的基本现状和主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目标 2：掌握 MRV报告与核查制度，对我国目前的排放权分配机制有所认

识，同时熟悉上海的排放权交易规则，并对有关排放权的履约与抵消有所了解。 

目标 3：熟悉我国的环境能源核证减排体系、CDM相关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国内外典型环境能源市场 （4课时） 

1.1欧盟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1课时） 

1.2美国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1课时） 

1.3中国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2课时）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2课时） 

2.1外部性理论 （0.5课时） 

2.2产权理论 （0.5课时） 

2.3碳排放权交易 （0.5课时） 

2.4碳税 （0.5课时） 

（三）监测、报告与核查（MRV） （6课时） 

3.1 MRV体系 （1课时） 

3.2 第三方核查机构 （1课时） 

3.3 国际标准化组织系列标准 （0.5课时） 

3.4 核查对象、范围和流程 （0.5课时） 

3.5 核查程序 （1课时） 

3.6 核查数据管理 （1课时） 

3.7 核查数据的验证与偏差 （0.5课时） 

3.8 中国数据质量管理经验 （0.5课时） 

（四）核证减排交易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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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2课时） 

4.2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2课时） 

（五）配额分配上机实践 （4课时） 

5.1总量控制 （0.5课时） 

5.2覆盖范围 （0.5课时） 

5.3配额确定方法 （0.5课时） 

5.4配额分配方法 （0.5课时） 

5.5学生上机操作 （2课时） 

（六）环境能源交易产品与规则上机实践 （8课时） 

6.1环境金融交易 （1课时） 

6.2环境金融产品介绍 （1课时） 

6.4环境交易规则 （2课时） 

6.5学生上机操作 （2课时） 

（七）履约与抵消机制上机实践 （4课时） 

7.1履约机制概述 （1课时） 

7.2抵消机制 （0.5课时） 

7.3碳泄漏 （0.5课时） 

7.4学生上机操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碳排放权交易概论》，孙永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2．能源经济实验教学平实践操作教程；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相关文件汇编》，上海市发改委主编，2013

年 11 月； 

2.《中国碳金融市场研究》，绿金委碳金融工作组主编，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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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MRV体系、第

三方核查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系列标准、核查对象、范围和流程、核查程序、

核查数据管理、核查数据的验证与偏差、中国数据质量管理经验、总量控制、

覆盖范围、配额确定方法、配额分配方法、碳交易市场概述、碳排放权的需求

与供给、碳排放权的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碳金融产品的介绍、我国碳金融

发展的现状、碳交易规则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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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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

际环境能源交易

市场的基本现状

和主要经济学理

论基础 

目标 2：掌握 MRV报告与核查

制度，对我国目前的排放权分

配机制有所认识，同时熟悉上

海的排放权交易规则，并对有

关排放权的履约与抵消有所了

解。 

目标 3：熟

悉我国的

核证减排

体系、CDM

相关流程 

1.1欧盟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   

1.2美国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   

1.3中国环境能源交易市场 √   

2.1外部性理论 √   

2.2产权理论 √   

2.3碳排放权交易 √   

2.4碳税 √   

3.1 MRV体系  √  

3.2 第三方核查机构  √  

3.3 国际标准化组织系列标准  √  

3.4 核查对象、范围和流程  √  

3.5 核查程序  √  

3.6 核查数据管理  √  

3.7 核查数据的验证与偏差  √  

3.8 中国数据质量管理经验  √  

4.1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 

4.2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 

5.1总量控制  √  

5.2覆盖范围  √  

5.3配额确定方法  √  

6.1环境金融交易  √  

6.2环境金融产品介绍  √  

6.4环境交易规则  √  

6.5学生上机操作  √  

7.1履约机制概述  √  

7.2抵消机制  √  

7.3碳泄漏  √  

7.4学生上机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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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化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8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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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学 

后续课程：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审计学、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会计电算化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会计软件的操作原理。 

目标 2：学会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会计实务。通过会计模拟实习操作，使

学生在模拟会计工作环境中，运用财务软件进行系统初始化、凭证处理、购销

存处理、固定资产电算化处理、工资核算、财务分析等会计电算化处理工作。 

目标 3：了解财会工作程序及岗位职责。通过会计电算化模拟实习操作，

不仅培养学生识证、制证、登账、编表能力，还要使学生了解岗位职责，以及

培养严谨、诚信的职业品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课程内容及要点 

（一）会计电算化基本原理 (2课时) 

1.1 信息时代背景下对信息的再认识； (0.5课时) 

1.2 会计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 (0.5课时) 

1.3 会计信息系统与 ERP的关系； (0.5课时) 

1.4 会计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与设计。 (0.5课时) 

（二） 账务处理与总账子系统 (4课时) 

2.1账务处理概述及流程分析； (1课时) 

2.2总账系统及子系统的总体设计 ；(1课时) 

2.3总账系统及子系统的初始设置； (1课时) 

2.4业务处理模块概述。 (1课时) 

（三）总账管理系统业务处理 (6课时) 

3.1总账系统功能概述 ；(1课时) 

3.2总账管理系统初始设置； (1课时) 

3.3总账管理系统日常业务处理； (2课时) 

3.4总账管理系统期末业务处理。 (2课时) 

（四）销售与收款核算与管理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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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销售与收款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销售与收款子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1课时) 

4.2销售与收款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1课时) 

4.3销售、收款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2课时) 

4.4月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2课时) 

（五）采购与付款核算与管理 (6课时) 

5.1采购与付款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销售与收款子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1课时) 

5.2采购与付款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1课时) 

5.3采购与付款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2课时) 

5.4期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2课时) 

（六）存货核算与管理 (6课时) 

6.1存货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存货子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1课时) 

6.2存货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1课时) 

6.3存货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2课时) 

6.4月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2课时) 

（七）其他业务核算与管理 (2课时) 

7.1固定资产相关业务核算与管理； (0.5课时) 

7.2薪资业务核算与管理； (1课时) 

7.3现金相关业务核算与管理。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金蝶 ERP会计核算模块操作指南》，李占国主编，自编，2013.08 

2.《会计综合模拟实验》. 杨学华、杨芳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会计综合模拟实验教程》。．刘艳萍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会计综合模拟实验》（手工账务处理）．陈国平、张燕编．立信会计

出版社．2011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成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20%）、实训表现(20%)及遵

守实验室管理制度等(10%)。 

2.实习成果考核占比 50%，内容主要包括：手工化操作成果（15%）、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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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操作成果（15%）、实训报告（20%）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梁萌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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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会计电算

化的基础理论知识，

了解会计软件的操作

原理。 

目标 2：学会利用

计算机技术处理

会计实务。 

目标 3：了解财会工作程序

及岗位职责。以及培养严谨、

诚信的职业品质和良好的职

业道德。 

1.1信息时代背景下对信息的再认识 √   

1.2会计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 √   

1.3会计信息系统与 ERP的关系 √   

1.4会计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与设计 √   

2.1账务处理概述及流程分析 √   

2.2总账系统及子系统的总体设计 √   

2.3总账系统及子系统的初始设置 √   

2.4业务处理模块概述 √   

3.1总账系统功能概述 √   

3.2总账管理系统初始设置  √ √ 

3.3总账管理系统日常业务处理  √ √ 

3.4总账管理系统期末业务处理  √ √ 

4.1 销售与收款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销售

与收款子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   

4.2销售与收款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 √ 

4.3销售、收款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 √ 

4.4月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 √ 

5.1 采购与付款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销售

与收款子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   

5.2采购与付款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 √ 

5.3采购与付款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 √ 

5.4期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 √ 

6.1 存货核算和管理需求分析及存货子系统

功能结构设计 
√   

6.2存货子系统初始设置、业务处理  √ √ 

6.3存货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策略  √ √ 

6.4月末结账、账表输出及统计分析  √ √ 

7.1固定资产相关业务核算与管理 √ √ √ 

7.2薪资业务核算与管理 √ √ √ 

7.3现金相关业务核算与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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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345Q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for Accounting 

学分/学时：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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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学、会计信息化基础 

后续课程：审计学、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基本方法的运用和会计基本技能，使其把书

本知识和实际业务处理进行对照比较，加深认识，达到理论教学和会计实务的统一。 

目标 2：掌握记账、算账、报账、用账以及分析管理的实际操作能力。 

目标 3：掌握如何进行政策分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各项经济业

务的账务处理所依据的政策、法规、原则、制度，进行分析，以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及财经应用写作的能力，形成会计责任观念。 

二、课程内容及要点 

（一）熟悉会计核算操作流程与模拟企业概况 （2课时） 

1.1讨论会计综合模拟实训的意义与作用； （0.5课时）  

1.2回顾与实训有关的课程； （0.5课时） 

1.3讲解会计核算一般操作流程； （0.5课时）  

1.4熟悉模拟实训企业的概况及经济业务的概况。 （0.5课时） 

（二）开立账户、建立账簿体系 （4课时） 

2.1开设和启用总账账户； （1课时） 

2.2开设和启用日记账账户； （1课时） 

2.3开设和启用明细账账户； （2课时） 

（三）原始凭证的填制、审核，记帐凭证填制、审核 （8课时） 

3.1审核外来的原始凭证； （1课时） 

3.2填制收、付、转专用记账凭证； （5课时） 

3.3编制科目汇总表； （2课时） 

（四）登记账簿 （4课时） 

4.1实践登记账簿的一般要求； （3课时） 

4.2账簿登记过程中的差错更正。 （1课时） 

（五）成本核算 （5课时） 

5.1 材料采购成本计算；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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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品生产成本计算； （1课时） 

5.3 产品销售成本计算。 （2课时） 

（六）结账、对账及差错更正 （2课时） 

6.1 对账和结账； （1课时） 

6.2 查找错账； （0.5课时） 

6.3 更正错账。 （0.5课时） 

（七）会计报表的编制 （4课时） 

7.1 编制资产负债表； （2课时） 

7.2 编制利润表。 （2课时） 

（八）会计档案的整理与保管 （1课时） 

8.1 熟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0.5课时） 

8.2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专业资料的分类、编号、立

卷或装订成册。 （0.5课时） 

（九）会计模拟实训电算化操作 （10课时） 

9.1 建立账套与账套初始化； （3课时） 

9.2 总账系统操作； （3课时） 

9.3 启用与操作其他各子系统；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会计信息化综合实验》，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金蝶 ERP会计核算模块操作指南》，李占国主编，自编，2013.08 

2.《会计综合模拟实验》. 杨学华、杨芳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会计综合模拟实验教程》。刘艳萍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 

4.《会计综合模拟实验》（手工账务处理）．陈国平、张燕编．立信会计

出版社．20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成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10%）、实训表现(20%)及遵

守实验室管理制度等(10%)。 

2.实习成果考核占比 60%，内容主要包括：手工化操作成果（20%）、电子

化操作成果（20%）、实训报告（20%）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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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会计基本理论、

会计基本方法的运用和会计

基本技能，使其把书本知识

和实际业务处理进行对照比

较，加深认识，达到理论教

学和会计实务的统一。 

目标 2：掌握记

账、算账、报账、

用账以及分析

管理的实际操

作能力。 

 

目标 3：掌握如何进行政策分析、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各项经济业

务的账务处理所依据的政策、法规、

原则、制度，进行分析，以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财经应用写作

的能力，形成会计责任观念。 

1.1 讨论会计综合模拟实训的意

义与作用 
√   

1.2回顾与实训有关的课程 √   

1.3讲解会计核算一般操作流程； √   

1.4 熟悉模拟实训企业的概况及

经济业务的概况 
√   

2.1开设和启用总账账户； √   

2.2开设和启用日记账账户； √   

2.3开设和启用明细账账户；  √  

3.1审核外来的原始凭证；  √  

3.2填制收、付、转专用记账凭证；  √  

3.3编制科目汇总表；  √  

4.1实践登记账簿的一般要求；  √  

4.2账簿登记过程中的差错更正。  √  

5.1 材料采购成本计算；   √ 

5.2 产品生产成本计算；   √ 

5.3 产品销售成本计算。   √ 

6.1 对账和结账；   √ 

6.2 查找错账；   √ 

6.3 更正错账。   √ 

7.1 编制资产负债表； √ √ √ 

7.2 编制利润表。 √ √ √ 

8.1 熟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 √ √ 

8.2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

报表等会计专业资料的分类、编

号、立卷或装订成册。 

√ √ √ 

9.1 建立账套与账套初始化；    

9.2 总账系统操作；    

9.3 启用与操作其他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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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0A1               英文名称：Account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会计学、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与会计的关系，熟悉企业会计交易或事项的基本内容，

了解会计的基本内涵与目标，明确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掌握会计要素的

概念和具体分类，掌握会计等式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

准则， 

目标 2：掌握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及主要内

容，了解会计凭证审核与填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学会运用借贷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运用借贷记账方法，分析并掌握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会计交易或事

项的核算，了解会计账户设置及运用的规律。 

目标 4：分项掌握会计的基本操作技能与方法运用。 

目标 5：了解会计核算方法在制造业企业的综合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会计基本知识及其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学时）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1学时）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1学时）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1学时）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体系。 （1学时） 

1.5会计要素的概念及分类，资产负债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利

润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2学时） 

1.6会计等式的概念及种类，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2学时） 

1.7会计核算基本假设的意义，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及作用，持续经营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会计期间假设的概念及作用，货币计量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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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会计要素确认及其确认条件，会计要素的计量及其属性，会计要素确

认、计量与报告的要求。 （1学时）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与作用。 （1学时） 

（二）复式记账法基本原理及初步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学时）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1学时） 

2.2复式记账的概念、种类，复式记账法的的特征、理论依据。（1学时） 

2.3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借贷记账法的主要内容，借贷记账法的简单应用。 

 （2学时） 

2.4会计凭证的概念及其分类，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

审核要求。 （1学时）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2学时） 

（三）借贷记账法的具体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3.1筹资活动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2学时） 

3.2生产准备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

制。 （2.5学时） 

3.3生产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4销售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5经营成果形成与分配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

证的填制。 （2.5学时） 

3.6账户的分类的意义，账户按照经济内容的分类，账户按照用途结构的

分类。 （学生自主学习） 

（四）会计核算基本操作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学时） 

4.1会计账簿的概念、作用、分类，序时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分类账簿

的设置与登记，明细分类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2学时） 

4.2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规则，错账的查找与更正方法，对账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方法，结账的概念、主要内容与方法。 （1学时） 

4.3财产清查的概念、作用及种类，实地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

点及适用范围，永续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5学时） 

4.4实物资产的清查方法，银行存款清查的未达账项及类型，银行存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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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原则、账户设置及其举

例。 （1.5学时） 

4.5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0.5学时） 

4.6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1.5学时） 

4.7利润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1学时） 

4.8会计循环与账务处理程序的概念、作用及种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的特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0.5学时） 

4.9科目汇总表的编制方法，汇总记账凭证的编制方法。 （0.5学时） 

（五）会计核算方法综合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学时）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2学时） 

5.2上半月（1—15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

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3学时） 

5.3下半月（16—31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

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课后练习） 

5.4期末成本计算有关生产费用归集与分配、有关会计事项调整的自制原

始凭证的填制、记账凭证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

总分类账的登记。 （2学时） 

5.5期末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授课教材 

1.《基础会计学》（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基础会计学专项实训与习题集》（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08 

3.《会计学综合模拟实验》（第 1版），李占国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7.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会计》（第 4 版），李占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8 

2.《会计学基础》，李占国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8 

3.会计学原理与实务课程网：http://ppa.sdjues.com/ 

4.中国财会网 http://www.kj2000.com 

5.中华财会网 http://www.e5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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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考勤（10%）、作业（10%）综合模拟实训

http://ppa.sdjues.com/
http://www.kj2000.com/
http://www.e5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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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述题、计算题、编表登账题、编制会计分

录题等，期末闭卷考试题型不得少于 5 种类型。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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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计

基本内涵与目标，

掌握会计要素与

会计等式，了解会

计核算的基本准

则。 

目标 2：掌握借

贷记账法 

的原理及主要内

容，学会运用借

贷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掌握制

造业企业主要会

计交易或事项的

核算，了解会计

账户设置及运用

的规律。  

目标 4:掌握

会计的基本

操作技能与

方法运用 

目标 5：了解

会计核算方

法在制造业

企业的综合

应用。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

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

内容分类 
√ √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系

统，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

系，会计方法体系 
√     

1.5资产负债表要素和利润表

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 √    

1.6会计等式，会计交易或事

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 √    

1.7会计基本假设的意义及四

项基本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  √   

1.8会计要素确认条件，计量

及其属性，报告的要求 
√ √ √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

及其概念与作用 
√ √ √ √ √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

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 √  √ 

2.2复式记账法的概念、种类、

的特征及理论依据 
 √ √  √ 

2.3借贷记账法及其主要内容

与简单应用 
 √ √  √ 

2.4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

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 √  √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

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 √ √ √ 

3.1筹资活动交易或事项核算

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2生产准备过程交易或事项

核算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

制 

  √ √ √ 

3.3生产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

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4销售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

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5 财务成果交易或事项核

算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

填制 

  √ √ √ 

3.6账户按照经济内容和用途

结构的分类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 

  √ √ √ 

4.1会计账簿的概念、设置与

登记，总账与明细账平行登

记。 

   √ √ 

4.2账簿的登记与错账更正，

对账与结账的概念、内容与方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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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账簿的登记规则与错账更

正，对账与结账内容及方法 
   √ √ 

4.4未达账项及类型及银行存

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 √ 

4.5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

步骤、账户设置及其举例 
   √ √ 

4.6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

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 √ 

4.7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

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8利润表的概念、作用、结

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9各种账务处理程序的特

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 √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

及建账 
    √ 

5.2上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

项记账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3下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

项记账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4期末成本计算与调整账项

的记账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5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

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 

 

  



 

437 

 

《会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43D12A1              英文名称：Account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商管理、经济学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会计学、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与会计的关系，熟悉企业会计交易或事项的基本内容，

了解会计的基本内涵与目标，明确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掌握会计要素的

概念和具体分类，掌握会计等式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

准则， 

目标 2：掌握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及主要内

容，了解会计凭证审核与填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学会运用借贷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运用借贷记账方法，分析并掌握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会计交易或事

项的核算，了解会计账户设置及运用的规律。 

目标 4：分项掌握会计的基本操作技能与方法运用。 

目标 5：了解会计核算方法在制造业企业的综合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会计基本知识及其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学时）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1学时）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1学时）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1学时）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体系。 （1学时） 

1.5会计要素的概念及分类，资产负债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利

润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2学时） 

1.6会计等式的概念及种类，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2学时） 

1.7会计核算基本假设的意义，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及作用，持续经营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会计期间假设的概念及作用，货币计量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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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会计要素确认及其确认条件，会计要素的计量及其属性，会计要素确

认、计量与报告的要求。 （1学时）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与作用。 （1学时） 

（二）复式记账法基本原理及初步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学时）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1学时） 

2.2复式记账的概念、种类，复式记账法的的特征、理论依据。 （1学时） 

2.3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借贷记账法的主要内容，借贷记账法的简单应用。 

 （2学时） 

2.4会计凭证的概念及其分类，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

审核要求。 （1学时）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2学时） 

（三）借贷记账法的具体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3.1筹资活动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2学时） 

3.2生产准备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

制。 （2.5学时） 

3.3生产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4销售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5经营成果形成与分配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

证的填制。 （2.5学时） 

3.6账户的分类的意义，账户按照经济内容的分类，账户按照用途结构的

分类。 （学生自主学习） 

（四）会计核算基本操作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学时） 

4.1会计账簿的概念、作用、分类，序时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分类账簿

的设置与登记，明细分类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2学时） 

4.2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规则，错账的查找与更正方法，对账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方法，结账的概念、主要内容与方法。 （1学时） 

4.3财产清查的概念、作用及种类，实地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

点及适用范围，永续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5学时） 

4.4实物资产的清查方法，银行存款清查的未达账项及类型，银行存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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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原则、账户设置及其举

例。 （1.5学时） 

4.5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0.5学时） 

4.6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1.5学时） 

4.7利润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1学时） 

4.8会计循环与账务处理程序的概念、作用及种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的特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0.5学时） 

4.9科目汇总表的编制方法，汇总记账凭证的编制方法。 （0.5学时） 

（五）会计核算方法综合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学时）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2学时） 

5.2上半月（1—15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

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3学时） 

5.3下半月（16—31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

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课后练习） 

5.4期末成本计算有关生产费用归集与分配、有关会计事项调整的自制原

始凭证的填制、记账凭证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

总分类账的登记。 （2学时） 

5.5期末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授课教材 

1.《基础会计学》（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基础会计学专项实训与习题集》（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08 

3.《会计学综合模拟实验》（第 1版），李占国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7.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会计》（第 4 版），李占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8 

2.《会计学基础》，李占国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8 

3.会计学原理与实务课程网：http://ppa.sdjues.com/ 

4.中国财会网 http://www.kj2000.com 

5.中华财会网 http://www.e5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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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考勤（10%）、作业（10%）综合模拟实训

http://ppa.sdjues.com/
http://www.kj2000.com/
http://www.e5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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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述题、计算题、编表登账题、编制会计分

录题等，期末闭卷考试题型不得少于 5 种类型。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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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

计基本内涵与目

标，掌握会计要

素与会计等式，

了解会计核算的

基本准则。 

目标 2：掌握借

贷记账法的原

理及主要内容，

学会运用借贷

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掌握制

造业企业主要会

计交易或事项的

核算，了解会计

账户设置及运用

的规律。  

目标 4:

掌握会

计的基

本操作

技能与

方法运

用 

目标 5：了

解会计核

算方法在

制造业企

业的综合

应用。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

与发展 
√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 √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目

标与会计职能 
√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

体系 
√     

1.5资产负债表要素和利润表要素的构

成及其概念、分类 
√ √    

1.6会计等式，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

式的影响类型 
√ √    

1.7会计基本假设的意义及四项基本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 
√  √   

1.8会计要素确认条件，计量及其属性，

报告的要求 
√ √ √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

与作用 
√ √ √ √ √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

概念及结构 
 √ √  √ 

2.2复式记账法的概念、种类、的特征及

理论依据 
 √ √  √ 

2.3借贷记账法及其主要内容与简单应

用 
 √ √  √ 

2.4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

法与审核要求 
 √ √  √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

法与审核要求 
 √ √ √ √ 

3.1筹资活动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2生产准备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

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3生产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设置

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4销售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5 财务成果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 √ √ 

3.6账户按照经济内容和用途结构的分

类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 √ 

4.1会计账簿的概念、设置与登记，总账

与明细账平行登记。 
   √ √ 

4.2账簿的登记与错账更正，对账与结账

的概念、内容与方法 
   √ √ 

4.3账簿的登记规则与错账更正，对账与

结账内容及方法 
   √ √ 

4.4未达账项及类型及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的编制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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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账户

设置及其举例 
   √ √ 

4.6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

种类及编制要求 
   √ √ 

4.7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

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8利润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具体

的编制方法 
   √ √ 

4.9各种账务处理程序的特点、步骤。优

缺点及适用范围 
   √ √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 

5.2上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3下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4期末成本计算与调整账项的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5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

档案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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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25Q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管理科学工程、工业工程、 

质量管理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专业其他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与会计的关系，了解企业会计交易或事项的基本内容，

了解会计的基本内涵与目标，掌握会计要素的概念和具体分类，掌握会计等式

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准则， 

目标 2：掌握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及主要内

容，了解会计凭证审核与填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学会运用借贷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学会运用借贷记账方法，掌握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会计交易或事项

的核算，了解会计账户设置及运用的规律。 

目标 4：分项了解会计的基本操作技能与方法运用。 

目标 5：了解会计核算方法在制造业企业的综合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会计基本知识及其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学时）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0.5学时）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0.5学时）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0.5学时）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体系。 （0.5学时） 

1.5会计要素的概念及分类，资产负债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利

润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1学时） 

1.6会计等式的概念及种类，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1学时） 

1.7会计核算基本假设的意义，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及作用，持续经营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会计期间假设的概念及作用，货币计量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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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会计要素确认及其确认条件，会计要素的计量及其属性，会计要素确

认、计量与报告的要求。 （0.5学时）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与作用。 （0.5学时） 

（二）复式记账法基本原理及初步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学时）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1学时） 

2.2复式记账的概念、种类，复式记账法的的特征、理论依据。 （1学时） 

2.3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借贷记账法的主要内容，借贷记账法的简单应用。 

 （2学时） 

2.4会计凭证的概念及其分类，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

审核要求。 （1学时）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1学时） 

（三）借贷记账法的具体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学时） 

3.1筹资活动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2学时） 

3.2生产准备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

制。 （2学时） 

3.3生产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学时） 

3.4销售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学时） 

3.5经营成果形成与分配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

证的填制。 （2学时） 

3.6账户的分类的意义，账户按照经济内容的分类，账户按照用途结构的

分类。 （学生自主学习） 

（四）会计核算基本操作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学时） 

4.1会计账簿的概念、作用、分类，序时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分类账簿的设

置与登记，明细分类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2学时） 

4.2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规则，错账的查找与更正方法，对账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方法，结账的概念、主要内容与方法。 （1学时） 

4.3财产清查的概念、作用及种类，实地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

点及适用范围，永续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学时） 

4.4实物资产的清查方法，银行存款清查的未达账项及类型，银行存款余额调节

表的编制方法，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原则、账户设置及其举例。（1学时） 

4.5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0.5学时） 

4.6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1学时） 



 

445 

4.7利润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1学时） 

4.8会计循环与账务处理程序的概念、作用及种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的特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科目汇总表的编制方法。 （0.5学时） 

（五）会计核算方法综合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学时） 

5.1实训操作介绍。 （1学时） 

5.2上半月（1—15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

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0.5学时） 

5.3下半月（16—31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

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课后练习） 

5.4期末成本计算有关生产费用归集与分配、有关会计事项调整的自制原

始凭证的填制、记账凭证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

总分类账的登记。 （课后练习） 

5.5期末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0.5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授课教材 

1.《基础会计学》（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基础会计学专项实训与习题集》（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08 

3.《会计学综合模拟实验》（第 1版），李占国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7.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会计》（第 4 版），李占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8 

2.《会计学基础》，李占国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8 

3.会计学原理与实务课程网：http://ppa.sdju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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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堂表现及考勤（20%）、作业及小测试（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述题、计算题、编表登账题、编制会计分

录题等，期末闭卷考试题型不得少于 5 种类型。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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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pa.sdju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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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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

计基本内涵与目

标，掌握会计要

素与会计等式，

了解会计核算的

基本准则。 

目标 2：掌握借

贷记账法的原

理及主要内容，

学会运用借贷

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掌握制

造业企业主要会

计交易或事项的

核算，了解会计

账户设置及运用

的规律。  

目标 4:

了解会

计的基

本操作

技能与

方法运

用 

目标 5：了

解会计核

算方法在

制造业企

业的综合

应用。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

与发展 
√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 √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目

标与会计职能 
√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

体系 
√     

1.5资产负债表要素和利润表要素的构

成及其概念、分类 
√ √    

1.6会计等式，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

式的影响类型 
√ √    

1.7会计基本假设的意义及四项基本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 
√  √   

1.8会计要素确认条件，计量及其属性，

报告的要求 
√ √ √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

与作用 
√ √ √ √ √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

概念及结构 
 √ √  √ 

2.2复式记账法的概念、种类、的特征及

理论依据 
 √ √  √ 

2.3借贷记账法及其主要内容与简单应

用 
 √ √  √ 

2.4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

法与审核要求 
 √ √  √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

法与审核要求 
 √ √ √ √ 

3.1筹资活动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2生产准备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

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3生产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设置

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4销售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5 财务成果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

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 √ √ 

3.6账户按照经济内容和用途结构的分

类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 √ 

4.1会计账簿的概念、设置与登记，总账

与明细账平行登记。 
   √ √ 

4.2账簿的登记与错账更正，对账与结账

的概念、内容与方法 
   √ √ 

4.3未达账项及类型及银行存款余额调

节表的编制方法 
   √ √ 

4.4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账户

设置及其举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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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

种类及编制要求 
   √ √ 

4.6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

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7利润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具体

的编制方法 
   √ √ 

4.8各种账务处理程序的特点、步骤。优

缺点及适用范围 
   √ √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 

5.2上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3下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4期末成本计算与调整账项的记账凭

证编制、账簿登记 
    √ 

5.5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

档案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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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28Q1               英文名称：Money and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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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分类及功能，掌握商业银行的性质与

职能，了解商业银行的类型、组织结构；掌握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及其构成，

学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与经营进行分析，了解商业银行主要的管理理论； 掌握

中央银行的性质和基本职能，了解中央银行的制度类型。 

目标 4：掌握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模型以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企

业）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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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了解凯恩斯货币

需求理论的发展情况；掌握凯恩斯货币均衡理论分析模型；了解货币主义的货

币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 

目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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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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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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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利率的期限结构理论 （2课时） 

（三）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3.1 金融市场的概念和主要构成要素 （1课时） 

3.2 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 （1课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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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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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货币供求理论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4.1 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与货币供给过程 （4课时） 

4.2 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货币需求思想 （1课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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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观点 （1课时） 

（五）货币政策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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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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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货币银行学》，艾洪德、范立夫，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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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钱水土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 

3.《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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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作业与考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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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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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的决定与利息的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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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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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融市场

的构成要素、分类及功

能，掌握商业银行的性

质与职能及业务，了解

商业银行的类型、组织

结构；学会对商业银行

的业务与经营进行分

析，了解商业银行主要

的管理理论； 掌握中

央银行的性质和基本

职能，了解中央银行的

制度类型。 

目标 4:

掌握货

币供给

过程以

及主要

的货币

供给理

论。 

 

目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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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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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 利率的期限结构理论  √    

3.1 金融市场的概念和主要构成

要素 
  √   

3.2 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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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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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与货币供

给过程 
   √ √ 

4.2 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

货币需求思想 
   √  

4.3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

容以及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

展 

   √ √ 

4.4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的主

要观点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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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了解货币政策的工具体系，掌

握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

和特点 

    √ 

5.3 掌握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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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代与报关》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59A1      英文名称：Freight Forwarding and Custom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国际贸易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物流管理、国际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物流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货运代理及报关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运作方法； 

目标 2：掌握货运代理及报关企业的经营特点与策略，掌握货运代理工作

流程、文件信息流转等； 

目标 3：掌握货运代理及报关中单据的制作；注意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目标 4：掌握行业内基本的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货运代理概述 （2课时） 

1.1国际、掌握国际货运代理人的定义，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构成和运

输对象、国际货运代理的概念和性质； （1课时） 

1.2国际货运代理的服务内容和作用、国际货运代理的行业管理以及国际

货运代理行业的发展趋势。 （1课时） 

（二）国际货运代理的责任与责任风险防范 （2课时） 

2.1内容：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地位、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地位的识别标准，

国际货运代理除外责任。 （1课时） 

2.2国际货运代理的责任和国际货运代理责任险、国际货运代理责任保险

的方式及渠道；我国国际货运代理责任的分类。 （1课时） 

（三）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 （1课时） 

3.1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国际货运代理在进出口贸易程序中

的业务和国际货运服务委托合同。 

（四）海运概述与租船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4.1海运基础知识 （2课时） 

4.2租船的方式，四种租船方式的区别，租船基本流程 （1课时） 

4.3租船合同主要内容 （1课时） 

（五）班轮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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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出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国际海运代理出口业务流程；（1课时） 

5.2进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务、货运单证和海运提单，填写提单及托运

单，提单的签发 （1课时） 

5.3班轮运费，班轮运费的两种支付方式，集装箱运费的构成。（2课时） 

（六）集装箱运输代理实务 （5课时） 

6.1集装箱运输概述，做箱的三种形式，门到门、内装、自送；了解出口

货物报关所需要资料 （1课时） 

6.2集装箱运输代理业务，国际海运代理进口业务流程，进口货运主要单

证，整箱出口货运业务流程； （2课时） 

6.3国际货运代理的集拼业务，“场站收据”十联单的内容和作用，集装

箱提单的缮制、签发和注销 （2课时） 

（七）国际航空运输代理实务  （4课时） 

7.1内容：国际航空运输概述、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分类货代应掌握航空运

输知识， （1课时） 

7.2国际航空运输的经营方式、我国民航关于国际航空货运的一般规定 

 （1课时） 

7.3国际航空运输代理业务，国际空运代理的作用和特点，国际班机货运

代理出口业务流程，掌握国际航空货运公约的主要内容； （1课时） 

7.4国际航空运输运价与运费。 （1课时） 

（八）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2课时） 

8.1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实务，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特

点与作用；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运到期限的确定； （1课时） 

8.2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运费的计算办法；熟悉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进出口程

序。 （1课时） 

（九）国际多式联运实务  （2课时） 

9.1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概述，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条件， （1课时） 

9.2多式联运经宫人与国际货运代理人，国际多式联运的流程及主要单证。 

 （1课时） 

（十）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实务  （4课时） 

10.1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关系与责任 （1课时） 

10.2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涉及的国际公约 （1课时） 

10.3 FIATA 国际货运服务示范规则 （1课时） 

10.4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标准交易条件以及货运事故的处理。（1课时） 

（十一）报关概述 （2课时） 

11.1海关的沿革；海关的概念和性质；海关的职责和权利；海关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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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机构。 （0.5课时） 

11.2海关理论与政策： 海关理论、海关政策。 （0.5课时） 

11.3报关制度：报关的概念、报关立法、报关制度、报关注册登记、异地

报关备案、报关员管理。 （1课时） 

（十二）货代实验 （1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第 3版），顾永才，王斌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2015.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国际货运代理实务》，陈言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2 

2.《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王宗湖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01 

3、《国际货运代理》，刘小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03 

4、《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孙敬宜，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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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小组发言，课堂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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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99%88%E8%A8%80%E5%9B%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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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货

运代理及报关

所涉及的概念、

理论、运作； 

目标 2：掌握货运代理

及报关企业的经营特

点与策略，掌握货运

报关工作流程、文件

信息流转等； 

目标 3：掌握货运代

理及报关中单据的

制作；注意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提高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目标 4:掌握行业内

基本的法律法规，具

备一定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工作能力。 

1.1国际、掌握国际货运代理人

的定义，性质、构成和运输对象、

国际货运代理的概念和性质 

√    

1.2国际货运代理的服务内容和

作用、行业管理以及发展趋势 
√    

2.1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地位、

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地位的识别

标准，国际货运代理除外责任 

   √ 

2.2国际货运代理的责任和国际

货运代理责任险、国际货运代理

责任保险的方式及渠道；我国国

际货运代理责任的分类 

   √ 

3.1国际货运代理与国际贸易的

关系、国际货运代理在进出口贸

易程序中的业务和国际货运服

务委托合同 

 √  √ 

4.1海运基础知识 √    

4.2租船的方式，四种租船方式

的区别，租船基本流程 
 √  √ 

4.3租船合同主要内容 √   √ 

5.1出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

务，国际海运代理出口业务流程 
 √   

5.2进口货物班轮运输代理业

务、货运单证和海运提单，填写

提单及托运单，提单的签发 

  √  

5.3班轮运费，班轮运费的两种

支付方式，集装箱运费的构成 
√  √  

6.1集装箱运输概述，做箱的三

种形式，门到门、内装、自送；

了解出口货物报关所需要资料 

√ √   

6.2集装箱运输代理业务，国际

海运代理进口业务流程，进口货

运主要单证，整箱出口货运业务

流程 

 √ √  

6.3国际货运代理的集拼业务，

“场站收据”十联单的内容和作

用，集装箱提单的缮制、签发和

注销 

  √  

7.1国际航空运输概述、国际航

空运输市场分类货代应掌握航

空运输知识 

√    

7.2国际航空运输的经营方式、

我国民航关于国际航空货运的

一般规定 

√   √ 

7.3国际航空运输代理业务，作

用和特点，出口业务流程，掌握

国际航空货运公约的主要内容 

 √  √ 

7.4国际航空运输运价与运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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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实务，国

际铁路货物联运，国际铁路货物

运输的特点与作用，运到期限的

确定 

√   √ 

8.2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运费的计

算办法；熟悉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进出口程序 

 √  √ 

9.1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概述，

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的条件 
√   √ 

9.2多式联运经宫人与国际货运

代理人，国际多式联运的流程及

主要单证 

  √ √ 

10.1国际货运代理的法律关系

与责任 
   √ 

10.2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涉及

的国际公约 
   √ 

10.3 FIATA国际货运服务示范

规则 
   √ 

10.4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标

准交易条件以及货运事故的处

理 

   √ 

11.1海关的沿革；海关的概念

和性质；海关的职责和权利；海

关的体制；海关机构 

√   √ 

11.2海关理论与政策： 海关理

论、海关政策 
√   √ 

11.3报关制度：报关的概念、

报关立法、报关制度、报关注册

登记、异地报关备案、报关员管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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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0A1         英文名称：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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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物流学概论、经济学基础、经济法 

后续课程：货运保险、运输管理、分销与物流、库存管理、采购与供应链、仓

储与配送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货物的分类、特性、包装、标志、积载因素、堆垛、货物丈

量与衡量方法等基本知识。 

目标 2：熟悉不同类别货物性质、保管及运输要求。 

目标 3：了解常见大类货物知识。 

目标 4：知会货物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货物学基础 （4课时） 

1.1货物的概念及其分类意义和原则。 （1课时） 

1.2货物的基本性质、货物的分类。 （1课时） 

1.3货物目录和货物编码。 （1课时） 

1.4货物标准，货物信息。 （1课时） 

（二）货物质量与检验 （3课时） 

2.1货物质量与质量管理。 （1课时） 

2.2货物检验要求与方法。 （1课时） 

2.3货物储存与养护。 （1课时） 

（三）货物包装 （3课时） 

3.1货物包装概述，货物包装标准化。 （0.5课时） 

3.2货物包装的技术方法。 （1课时） 

3.3货物运输包装，货物运输包装标志。 （1课时） 

3.4货件量与货物积载因素。 （0.5课时） 

（四）食品类货物 （3课时） 

4.1茶叶类。 （0.6课时） 

4.2食糖类。 （0.6课时） 

4.3酒类。 （0.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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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肠衣类。 （0.6课时） 

4.5 食盐。 （0.6课时） 

（五）工业制品类货物 （3课时） 

5.1金属及其制品。 （1课时） 

5.2 玻璃及其制品。 （1课时） 

5.3水泥。 （0.5课时） 

5.4化学肥料。 （0.5课时） 

（六）其他类货物 （2课时） 

6.1棉花。 （0.5课时） 

6.2生丝。 （0.5课时） 

6.3生皮。 （0.5课时） 

6.4橡胶。 （0.5课时） 

（七）集装箱货物 （3课时） 

7.1集装箱基本概念及其分类。 （1课时） 

7.2集装箱货物分析。 （0.5课时） 

7.3集装箱货物的装箱方法。 （1课时） 

7.4集装箱货物汗湿及其防止措施。 （0.5课时） 

（八）散装类货物 （3课时） 

8.1石油及其产品。 （1课时） 

8.2散装液体化学品。 （1课时） 

8.3散装液化气。 （1课时） 

（九）散装固体货物 （3课时） 

9.1粮谷类。 （1课时） 

9.2矿石。 （1课时） 

9.3煤炭。 （1课时） 

（十）重大件货物 （2课时） 

10.1重大件货物概念、分类、特性及其他。 （1课时） 

10.2木材。 （1课时） 

（十一）危险货物 （3课时） 

11.1爆炸品。 （0.5课时） 

11.2氧化剂。 （0.5课时） 

11.3易燃性商品。 （0.5课时） 

11.4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0.5课时） 

11.5腐蚀品、毒害品与放射性物品。 （0.5课时） 

11.6危险商品的积载与隔离。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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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货物学基础》，张彤、赵静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货物学第二版》，赵颖等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01 

2.《货物学》，贺顺保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1997 年 

3.《水运货物学》，王学峰主编，百家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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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20%)、平时作业(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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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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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D%A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D4%BE%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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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货物的分类、

特性、包装、标志、积载因

素、堆垛、货物丈量与衡量

方法等基本知识。 

目标 2:熟悉不同

类别货物性质、

保管及运输要

求。 

目标 3：了解常

见大类货物知

识。 

目标 4：知会货物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

及研究方法。 

1.1 货物的概念及其分类意

义和原则。 
√   √ 

1.2货物的基本性质、货物的

分类。 
√   √ 

1.3货物目录和货物编码。 √   √ 

1.4货物标准，货物信息。 √   √ 

2.1货物质量与质量管理。  √  √ 

2.2货物检验要求与方法。  √  √ 

2.3货物储存与养护。  √  √ 

3.1货物包装概述，货物包装

标准化。 
√   √ 

3.2货物包装的技术方法。 √   √ 

3.3货物运输包装，货物运输

包装标志。 
√   √ 

3.4货件量与货物积载因素。 √   √ 

4.1茶叶类。  √ √  

4.2食糖类。  √ √  

4.3酒类。  √ √  

4.4 肠衣类。  √ √  

4.5 食盐。  √ √  

5.1金属及其制品。  √ √  

5.2 玻璃及其制品。  √ √  

5.3水泥。  √ √  

5.4化学肥料。  √ √  

6.1棉花。  √ √  

6.2生丝。  √ √  

6.3生皮。  √ √  

6.4橡胶。  √ √  

7.1 集装箱基本概念及其分

类。 
√   √ 

7.2集装箱货物分析。 √   √ 

7.3集装箱货物的装箱方法。 √   √ 

7.4 集装箱货物汗湿及其防

止措施。 
√   √ 

8.1石油及其产品。  √ √  

8.2散装液体化学品。  √ √  

8.3散装液化气。  √ √  

9.1粮谷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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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矿石。  √ √  

9.3煤炭。  √ √  

10.1重大件货物概念、分类、

特性及其他。 
 √ √  

10.2木材。  √ √  

11.1爆炸品。  √ √  

11.2氧化剂。  √ √  

11.3易燃性商品。  √ √  

11.4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 √  

11.5 腐蚀品、毒害品与放射

性物品。 
 √ √  

11.6 危险商品的积载与隔

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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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保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1A1             英文名称：Freigh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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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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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货物运输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国际了解货运代理所

涉及的概念、理论、流程、运作等。 

目标 2：熟练掌握国际货运代理的各项操作实务。 

目标 3：掌握不同的运输货物保险，理解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投保、承保、

索赔与理赔。 

二、课程内容 

（一）国际货运运输代理基本知识 （6 课时） 

1.1 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国际货物运输组织，对外贸易运输方式。 

 （3 课时） 

1.2 国际货运代理的基本概念和性质，我国国际货运代理发展。 （3 课时） 

（二）不同国际运输方式实务知识 （18 课时） 

2.1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基本概念，船舶与配载，海运经营方式，海运进出

口业务，海运经营方式，海运进出口业务，海运提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3 课时） 

2.2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基本概念，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国际铁路集装箱联

运。 （3 课时） 

2.3 国际公路运输的基本概念，内河运输、管道运输和邮政运输的基本概念

和性质。 （3 课时） 

2.4 国际航空运输的基本概念，航空运输方式和航空运单，航空货物运价和

费用。 （3 课时） 

2.5 集装箱运输的基本概念，集装箱运输业务，集装箱运输费用。（2 课时） 

2.6 国际多式联运的基本概念，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性质和责任范围，国

际多式联运单证。 （2 课时） 

2.7 海运进口业务核算，海运出口业务核算，陆运、空运业务的核算，船务

代理业务核算，国际多式联运与铁路集装箱运输核算，汽车运输和仓储业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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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 课时） 

（三）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理论知识 （8 课时） 

3.1 运输保险的起源与发展，保险的基本原则。 （1 课时） 

3.2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风险，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损失，海洋

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费用，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3 课时） 

3.3 陆上运输货物保险，航空运输货物保险，邮包运输货物保险。（2 课时） 

3.4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投保和承保，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索赔与理赔。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第四版）》，栗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货运风险与保险（第三版）》，顾寒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3.09 

2.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理论·实务·案例·实训（第二版）》，李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4 

3.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李军，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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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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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货物运输

的性质、国际货运代理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国际铁路货物

运输、国际公路运输、国际航空运输、国际集装箱运输、国际多式联运、对外

贸易运输业务核算、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和条款、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的投保和承保、以及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索赔与理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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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货物运输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了解国际了解货运代理所

涉及的概念、理论、流程、运作等。 

目标 2：熟练掌握

国际货运代理的

各项操作实务。 

目标 3：掌握不同的运输货物

保险，理解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的投保、承保、索赔与理赔。 

1.1 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

国际货物运输组织，对外贸

易运输方式。 

√   

1.2 国际货运代理的基本概

念和性质，我国国际货运代

理发展。 

√   

2.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 √  

2.2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 √  

2.3国际公路运输，内河运

输、管道运输和邮政运输。 
√ √  

2.4国际航空运输。 √ √  

2.5 集装箱运输。 √ √  

2.6国际多式联运 √ √  

2.7 对外贸易运输业务核

算。 
√ √  

3.1运输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保险的基本原则。 
  √ 

3.2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保

障范围和条款。 
  √ 

3.3 其他运输方式货物保

险。 
  √ 

3.4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投

保和承保，国际货物运输保

险的索赔与理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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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市场调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2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Equipment Marke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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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营销、市场营销学 

后续课程：机电行业市场调查 

调研企业：机电类企业与单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把市场营销专业基础知识同机电企业市场活动实践结合起来。 

目标 2：巩固专业基础理论教学的效果。 

目标 3：了解本专业知识在机电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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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机电企业的产品情况、市场竞争和策略等。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产品市场调查实践形式、内容和要求 （2课时） 

1.1调查前教育。 （2课时） 

（二）机电企业和机电企业产品策略 （4课时） 

2.1了解机电企业的类型和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2课时） 

2.2了解机电企业的产品类别、商标、品牌、包装、产品定位、产品组合、

产品生命周期等。 （2课时） 

（三）搜集筛选机电企业，制定调查方案 （6课时） 

3.1了解所选机电企业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产品策略。（4课时） 

3.2制定机电企业产品调查方案。 （2课时） 

（四）机电企业产品市场调查实施 （4课时） 

4.1调查了解机电企业的产品类别、商标、品牌、包装、产品定位、产品

组合、产品生命周期等。 （2课时） 

4.2调查了解所选择的机电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类别、商标、品牌、

包装、产品定位、产品组合、产品生命周期等。 （2课时） 

（五）机电企业产品市场存在问题与解决策略 （4课时） 

5.1调查提出所选机电企业产品策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2课时） 

5.2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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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中国机电网、同花顺、万德数据库等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试。 

2、成绩评定： 

（1）实习报告占 70%；（2）学生态度、出勤等情况占 30%。 

3、要求： 

机电企业的选择可采取小组讨论决定和教师推荐相结合，调查方式可以采

取企业文案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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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市场营销

专业基础知识同机

电企业市场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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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知识在机电

企业营销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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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机

电企业的产品

情况、市场竞

争和策略等 

1.机电产品市场调查实践形

式、内容和要求 
√     

2.机电企业和机电企业产品

策略 
√ √ √ √ √ 

3.搜集筛选机电企业，制定

调查方案 
√ √ √ √ √ 

4.机电企业产品市场调查实

施 
√ √ √ √ √ 

5.机电企业产品市场存在问

题与解决策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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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产品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624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marke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非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机电商品学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市场、市场营销等基本概念，理解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范畴；

了解市场营销理念的发展，市场营销组合理论的演变过程。 

目标 2：掌握营销环境分析与市场调研的基本方法。 

目标 3：掌握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等知识 。  

目标 4：掌握机电产品的含义及分类，理解机电产品营销、工业品营销、

消费品营销之间的关系。 

目标 5：掌握机电产品客户类型及购买决策分析的基本知识。 

目标 6：掌握机电产品营销的 4P策略组合知识，重点掌握专利制度、价值

营销、招投标采购方式等知识。 

目标 7：了解机电产品营销人员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市场营销学基础知识简介 （2课时） 

1.1市场营销与市场营销学 （1课时） 

1.2市场营销理念与营销组合理论的演变 （1课时） 

（二）市场营销环境分析与营销战略 STP （6课时） 

2.1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2课时） 

2.2市场调研 （2课时）  

2.3营销战略 STP：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 （2课时） 

（三）机电产品及其客户类型与购买决策分析 （6课时） 

3.1机电产品的含义及分类；机电产品营销、工业品营销、消费品营销之

间的关系。 （1学时） 

3.2机电产品客户类型及购买决策分析 （4课时） 

3.3机电产品营销的特点，机电企业客户关系管理。 （1课时） 

（四）机电产品 4P营销策略组合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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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机电产品组合、机电新产品开发、机电产品生命周期、品牌与专利制

度等基本知识。 （4学时） 

4.2 机电产品定价的影响因素，机电产品招投标方式的基本知识。 

 （2课时） 

4.3机电产品销售渠道的类型与特点，渠道建设的影响因素。 （1学时） 

4.4机电产品促销与服务策略。 （1学时） 

（五）机电产品营销人员要求及课程总结、测试 （4课时） 

5.1机电产品营销人员所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课程总结 （2课时） 

5.2课程测试 （2课时） 

（六）学生调研作业交流与讨论   （6课时） 

6.1学生要完成不少于 3次的课外调研作业并进行课堂交流与讨论 

三、课程参考教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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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2、《机电商品学》魏国辰  张耀荔编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5

年版 

3、《工业品市场营销》梁青玉 张世新 唐海斌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4、《工业品营销》 严家明 李生校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5、《工业品营销》李洪道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6、《BTOB 营销战略》小弗雷德里克·E.韦伯斯特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由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及交流（30%—40%）、考勤、课

堂讨论发言、课堂表现(10—20%)。 

3、 期末考核占比 50%，可采用开卷考试，重点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也可采用小论文等形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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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握市场、市

场营销、营

销学等范

畴；了解市

场营销理

念的发展，

市场营销

组合理论

的演变。 

目标 2:

掌握营销

环境分析

与市场调

研的基本

方法。 

目标 3：掌

握市场细

分、目标市

场选择、市

场定位等

知识 。 

目标 4:掌

握机电产

品的含义

及分类，理

解机电产

品营销、工

业品营销、

消费品营

销之间的

关系。 

目标 5：掌

握机电产

品客户类

型及购买

决策分析

的基本知

识。  

目标 6：掌

握机电产

品营销的

4P策略组

合知识，重

点掌握专

利制度、价

值营销、招

投标采购

方式等知

识。 

目标 7：了

解机电产

品营销人

员所需具

备的知识、

素质与能

力。 

 

1.1市场营销与市场营销

学 
√   √   √ 

1.2市场营销理念与营销

组合理论的演变 
√ √     √ 

2.1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 √  √ √ √ 

2.2市场调研  √ √  √ √ √ 

2.3营销战略 STP：市场

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

场定位。 

  √  √  √ 

3.1机电产品的含义及分

类；机电产品营销、工业

品营销、消费品营销之间

的关系。 

   √ √  √ 

3.2机电产品客户类型及

购买决策分析 
    √ √ √ 

3.3机电产品营销的特

点，机电企业客户关系管

理。 

   √ √ √ √ 

4.1机电产品组合、机电

产品生命周期、品牌与专

利制度等基本知识。 

√  √ √ √ √ √ 

4.2 机电产品定价的影

响因素，机电产品招投标

方式的基本知识。 

√  √ √ √ √ √ 

4.3机电产品销售渠道的

类型与特点，渠道建设的

影响因素。 

√   √  √ √ 

4.4机电产品促销与服务

策略。 
√   √ √ √ √ 

5.1机电产品营销人员所

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

力。 

      √ 

6.1学生要完成不少于 3

次的课外调研作业并进

行课堂交流与讨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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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6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Equipment Marketing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 市场营销原理、机电设备等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了解机电行业发展现状、市场需求、生产运作等基本状况 

目标 2： 掌握机电行业营销分析的主要内容 

目标 3： 掌握市场营销专业理论和知识在机电行业实际业务中的应用 

目标 4：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产品市场基本介绍 （2课时） 

1.1实验课程内容及要求、小组分组、课程考核方式等 （1课时） 

1.2机电产品大类机电产品市场基本情况 （1课时） 

（二）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小组讨论 （4课时） 

2.1小组讨论选取研究对象 （1课时） 

2.2 小组讨论研究内容提纲，需经过指导教师审核 （3课时） 

（三）收集机电产品行业及营销策略相关资料 （4课时） 

3.1收集和分析机电产品行业及营销策略相关资料 （4课时） 

（四）撰写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报告 （8课时） 

4.1撰写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报告 （6课时） 

建议包含内容： 

ⅩⅩ产品行业市场发展概况 

ⅩⅩ产品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ⅩⅩ产品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ⅩⅩ产品行业的竞争状况分析 

ⅩⅩ产品行业的营销策略分析及建议 

该行业中某一典型机电企业分析 

4.2修改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报告 （2课时） 

（五）小组交流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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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小组交流，口头报告及 PPT演示文稿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电产品营销 王宝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采用个人考核与小组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学生出勤率、“机

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报告”写作质量、平时表现（包括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

小组成果交流情况、）做出综合评价。 

课程成绩=课程报告*60%+平时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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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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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机电行

业发展现状、市场需

求、生产运作等基本

状况 

目标 2： 掌握机电

行业营销分析的主

要内容 

目标 3： 掌握市场

营销专业理论和知

识在机电行业实际

业务中的应用 

目标 4:培养团队

合作精神 

1.1 实验课程内容及要求、小组

分组、课程考核方式 
   √ 

1.2 机电产品大类机电产品市场

基本情况 
√    

2.1 小组讨论选取研究对象 √   √ 

2.2 小组讨论研究内容提纲 √ √  √ 

3.1 收集和分析机电产品行业及

营销策略相关资料 
√ √ √ √ 

4.1 撰写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践

报告 
√ √ √ √ 

4.2  修改机电行业营销综合实

践报告 
√ √ √ √ 

5.1 小组交流，口头报告及 PPT

演示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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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3A1        英文名称：Machinery & Equip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国际贸易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会计学、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成本管理、财务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厂和机械设备设计基础。 

目标 2：了解金属切削机床和其他常见机电设备。 

目标 3： 掌握机器设备的经济管理。 

目标 4：了解机器设备的寿命估算、诊断检验与鉴定。 

二、课程内容 

（一）工厂概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工厂设计 

1.2 工厂的生产流程与设备配置 

1.3 工厂的技术经济指标 

1.4 工厂的投资估算 

（二） 机器设备设计制造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机器设备概述 

2.2 机器设备设计基础 

2.3 机器设备制造基础 

（三）  金属切削机床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机床概论 

3.2 车床、钻床等机床 

3.3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四）   机电设备的诊断检验与鉴定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2课时） 

4.1 机电设备的诊断 

4.2 机电设备的评定与试验 

4.3 机电设备的技术鉴定 

（五）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 机电设备的寿命周期费用 

5.2 机电设备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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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机电设备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5.4 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设备评估》，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用书编写组，经济科学出版

社， 2016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李葆文：《现代设备资产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2. 杨志明：《机电设备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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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备寿命周期

费用理论、设备的磨损与补偿理论以及设备在维修保养、更新改造、报废等过

程中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等机器设备经济管理基础知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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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厂和

机械设备设计基础。 

 

目标 2：了解金属切

削机床和其他常见

机电设备。 

目标 3： 掌握机器

设备的经济管理。 

 

目标 4：了解机器

设备的寿命估

算、诊断检验与

鉴定。 

1.1 工厂设计 √    

1.2 工厂的生产流程与设备配置 √    

1.3 工厂的技术经济指标 √    

1.4 工厂的投资估算 √    

2.1 机器设备概述 √    

2.2 机器设备设计基础 √    

2.3 机器设备制造基础 √    

3.1 机床概论  √   

3.2 车床、钻床等机床  √   

3.3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   

4.1 机电设备的诊断  √   

4.2 机电设备的评定与试验  √   

4.3 机电设备的技术鉴定     

5.1 机电设备的寿命周期费用   √  

5.2 机电设备的经济分析   √  

5.3 机电设备的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 
  √  

5.4 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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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评估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78P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for Machinery & 

Equipm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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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市场与投资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审计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厂和机械设备设计基础。 

目标 2：了解金属切削机床和其他常见机电设备。 

目标 3：掌握机器设备的经济管理特征。 

目标 4：了解机器设备的寿命估算、诊断检验与鉴定。 

目标 5：掌握机器设备的评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工厂概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工厂设计 （1课时） 

1.2 工厂的生产流程与设备配置 （1课时） 

1.3 工厂的技术经济指标 （1课时） 

1.4 工厂的投资估算 （1课时） 

（二）机器设备设计制造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机器设备概述 （2课时） 

2.2 机器设备设计基础 （1课时） 

2.3 机器设备制造基础 （1课时） 

（三 金属切削机床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机床概论 （2课时） 

3.2 车床、钻床等机床 （1课时） 

3.3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1课时） 

（四）其他常见机电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内燃机 （1课时） 

4.2 压力容器 （1课时） 

4.3 锅炉和变压器 （1课时） 

4.4 起重机械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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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机电设备的寿命周期费用 （1课时） 

5.2 机电设备的经济分析 （1课时） 

5.3 机电设备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课时） 

5.4 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 （1课时） 

(六) 机电设备的寿命估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机电设备疲劳寿命理论 （1课时） 

6.2 机电设备经济寿命理论 （1课时） 

6.3 机电设备经济寿命估算 （2课时） 

(七)  机电设备的诊断检验与鉴定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机电设备的诊断 （2课时） 

7.2 机电设备的评定与试验 （1课时） 

7.3 机电设备的技术鉴定 （1课时） 

(八) 机器设备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 成本法 （1课时） 

8.2 市场法 （1课时） 

8.3 收益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设备评估》，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用书编写组，经济科学出版

社，2016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李葆文：《现代设备资产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2. 杨志明：《机电设备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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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设备寿命周期

费用理论、设备的磨损与补偿理论、以及设备在维修保养、更新改造、报废等

过程中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等，机器设备经济管理基础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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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厂

和机械设备设计

基础。 

 

目标 2：了解金

属切削机床和其

他常见机电设

备。 

目标 3： 掌握机

器设备的经济管

理特征。 

 

目标 4：了解机

器设备的寿命

估算、诊断检

验与鉴定。 

目标 5：掌握机

器设备的评估

方法 

 

1.1 工厂设计 √    √ 

1.2 工厂的生产流程与设备

配置 
√    √ 

1.3 工厂的技术经济指标 √    √ 

1.4 工厂的投资估算 √    √ 

2.1 机器设备概述 √     

2.2 机器设备设计基础 √     

2.3 机器设备制造基础 √     

3.1 机床概论  √    

3.2 车床、钻床等机床  √    

3.3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    

4.1 内燃机  √    

4.2 压力容器  √    

4.3 锅炉和变压器      

4.4 起重机械      

5.1 机电设备的寿命周期费

用 
  √   

5.2 机电设备的经济分析   √   

5.3 机电设备的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 
  √   

5.4 机电设备的经济管理   √   

6.1 机电设备疲劳寿命理论   √   

6.2 机电设备经济寿命理论   √   

6.3 机电设备经济寿命估算   √   

7.1 机电设备的诊断    √  

7.2 机电设备的评定与试验    √  

7.3 机电设备的技术鉴定    √  

8.1 成本法     √ 

8.2 市场法     √ 

8.3 收益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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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37A1        英文名称：Business Correspondenc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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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国际贸易融资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和掌握不同类型和体例的商务函电其写作原则 

目标 2：了解和掌握相关外贸术语 

目标 3：能够按照外贸业务程序撰写一般的外贸信函 

目标 4：了解机电产品的一些相关英语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商务书信写作的基础知识 （Modern Business Letters） （3课时） 

1、介绍撰写商务信函的要点 （0.5课时） 

2、阐述商务信函的布局 （2课时） 

3、介绍信封写法 （0.5课时） 

（二）建立贸易关系（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3课时） 

1、介绍了在对外贸易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工作——建立业务关系（0.5课时） 

2、了解获取信息的不同渠道 （0.5课时） 

3、掌握这类业务信的内容及书写格式。 （2课时） 

（三） 询盘（Enquiries ） （3课时） 

1、掌握询盘函具体内容 （1课时） 

2、掌握询盘函的格式 （1课时） 

3、熟练常用句型。 （1课时） 

（四）发盘（Firm Offer & Non-firm Offer） （3课时） 

1、了解实盘与虚盘的区别 （0.5课时） 

2、掌握完整报盘的内容要点 （0.5课时） 

3、掌握发盘函的格式 （1课时） 

4、熟练常用句型 （1课时） 

（五）还盘 （Counter-offer  （3课时） 

1、掌握还盘函具体内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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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还盘函的格式 （1课时） 

3、熟练常用句型。 （1课时） 

（六） 成交（Conclusions of business） （3课时） 

1、介绍成交函的写作 （0.5课时） 

2、掌握订单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 （0.5课时） 

3、了解怎样进行订单、确认订单、取消订单 （0.5课时） 

4、掌握与订单相关的重点词汇和词句。 （0.5课时） 

5、掌握订单的要点。 （0.5课时） 

6、掌握贸易合同的缮制，重点是主要条款的理解及应用。 （0.5课时） 

（七）支付 （payment） （3课时） 

1、了解三种主要付款方式及相互区别，重点掌握信用证付款方式 

 （0.5课时） 

2、能正确理解信用证条款，并进行信用证的填制 （0.5课时） 

3、熟练催开信用证和信用证修改和展期等相关环节信函的写作 （2课时） 

（八）运输（Shipment） （3课时） 

1、了解催促早日装运、修改装运条款、通知装运、寄送装运单证等函电的

写法。 （2课时） 

2、掌握运输方式及有关装运的常用术语。 （1课时） 

（九） 保险（Insurance） （3课时） 

1、介绍保险的基本险别，熟悉保险专业术语 （0.5课时） 

2、掌握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及 CIF合同项下的保险基本内容。 

 （0.5课时） 

3、掌握相关函电的写法 （2课时） 

（十）申诉、索赔和理赔 （Complaints and claims） （3课时） 

1、熟悉索赔和理赔的前提、内容及方式； （1.5课时） 

2、掌握索赔和理赔中的相关术语和表达技巧。 （1.5课时） 

（十一）课程的回顾与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外贸英语函电—商务英语应用文写作》第 5 版，尹小莹、杨润辉，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外贸英语函电》，甘鸿，上海科技出版社 

2.《外贸英语函电》，戚云芳，浙江大学出版社 

3.《外贸英语函电》，兰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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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贸英语函电》，隋思忠，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外贸英语函电》，陆墨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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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电的撰写、

中英文互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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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掌

握不同类型和体

例的商务函电其

写作原则 

目标 2：了

解和掌握

相关外贸

术语 

目标 3：能够按照

外贸业务程序撰

写一般的外贸信

函 

目标 4:了解

机电产品的一

些相关英语知

识  

1.1介绍撰写商务信函的要点 √  √  

1.2阐述商务信函的布局 √  √  

1.3介绍信封写法 √  √  

2.1.介绍了在对外贸易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工作——

建立业务关系 
√ √ √ √ 

2.2了解获取信息的不同渠道 √ √ √ √ 

2.3掌握这类业务信的内容及书写格式 √ √ √ √ 

3.1掌握询盘函具体内容 √ √ √ √ 

3.2掌握询盘函的格式 √ √ √ √ 

3.3熟练常用句型 √ √ √ √ 

4.1了解实盘与虚盘的区别 √ √ √ √ 

4.2掌握完整报盘的内容要点 √ √ √ √ 

4.3掌握发盘函的格式 √ √ √ √ 

4.4熟练常用句型 √ √ √ √ 

5.1掌握还盘函具体内容 √ √ √ √ 

5.2掌握还盘函的格式 √ √ √ √ 

5.3熟练常用句型 √ √ √ √ 

6.1介绍成交函的写作 √ √ √ √ 

6.2掌握订单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 √ √ √ √ 

6.3了解怎样进行订单、确认订单、取消订单 √ √ √ √ 

6.4掌握与订单相关的重点词汇和词句。 √ √ √ √ 

6.5掌握订单的要点 √ √ √ √ 

6.6 掌握贸易合同的缮制，重点是主要条款的理解

及应用 
√ √ √ √ 

7.1 了解三种主要付款方式及相互区别，重点掌握

信用证付款方式 
√ √ √ √ 

7.2能正确理解信用证条款，并进行信用证的填制 √ √ √ √ 

7.3 熟练催开信用证和信用证修改和展期等相关环

节信函的写作 
√ √ √ √ 

8.1了解催促早日装运、修改装运条款、通知装运、

寄送装运单证等函电的写法 
√ √ √ √ 

8.2掌握运输方式及有关装运的常用术语 √ √ √ √ 

9.1介绍保险的基本险别，熟悉保险专业术语 √ √ √ √ 

9.2 掌握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及 CIF 合同项下

的保险基本内容 
√ √ √ √ 

9.3掌握相关函电的写法 √ √ √ √ 

10.1熟悉索赔和理赔的前提、内容及方式 √ √ √ √ 

10.2掌握索赔和理赔中的相关术语和表达技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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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业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31A1       英文名称：Basi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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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 

后续课程：生产与运作管理、设施规划与物流分析 

 

一、课程目标 

1、掌握工业工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2、理解工作研究技术的原理、目的和应用范围。 

3、掌握程序分析、操作分析以及动作分析技术的基本记录和分析方法，能

够实施简单、初步的生产方法改良. 

4、掌握时间研究、工作抽样、预定时间标准等测定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5、理解标准资料法的概念、特点及用途，并掌握现场管理的几种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生产与生产率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学时） 

（1）内容：企业生产运作概述与管理存在的问题，生产率及其测定 

（2）要求：了解企业生产运作概述与管理存在的问题，掌握生产率及其测

定，提高生产率的方法 

（二）工业工程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内容：工业工程的定义、内涵以及与生产率工程的关系，工业工程的

产生与发展过程、内容体系和人才素质，以及工作研究概述。 

（2）要求：理解工业工程的定义、内涵以及与生产率工程的关系，工业工

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内容体系和人才素质，掌握工作研究的基本原理、内容

和步骤。 

（三）工作研究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内容：工作研究的概念、内容、层次与程序 

（2）要求：了解工作研究的定义、目的和特点；掌握工作研究的内容；开

展工作研究的实施程序 

（四）程序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内容：程序分析、工艺程序分析、流程程序分析；线路图分析；线图

分析 

（2）要求：理解程序分析的基本记录元素、程序分析的基本分析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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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1H、ECRS）；掌握工艺程序分析、流程程序分析、工艺程序图、布置和

经路分析、管理事务分析 

（五）作业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内容：作业分析概述、人机操作分析、联合操作分析；双手操作分析 

（2）要求：掌握作业分析的定义与类型；人机操作分析（包括闲余能量分

析及其相关工人操作机器台数的确定）；联合操作分析；双手操作分析（目视

动作分析） 

（六）动作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内容：动作分析、动素、动作经济原则 

（2）要求：掌握动作分析的分类和应用范围；动素的定义、使用及其表示

符号；动素同心圆；动素分析，动作经济原则及其应用实例。 

（七）秒表时间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内容：秒表时间研究的含义、特点及适用对象、研究步骤、常用的几

种评定方法 

（2）要求：掌握秒表时间研究的定义、应用阶次及用途；秒表时间研究方

法的实施步骤；评比系数的确定；宽放时间概念和种类； 

（八）工作抽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内容：工作抽样的原理、方法与步骤 

（2）要求：掌握工作抽样的概念、特征、用途；工作抽样方法的实施 

（九）预定动作时间标准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学时） 

（1）内容：预定时间标准、模特法的原理及应用、MTM 及 WF 简易法 

（2）要求：掌握预定时间标准(PTS)的定义、应用阶次及用途；模特法的

原理及应用；MTM 及 WF 简易法的主要特点 

（十）标准资料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内容：标准资料法、标准资料编制原理 

（2）要求：掌握标准资料法的特点及种类；标准资料编制原理 

（十一）现场管理优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内容：“5S 活动”、定置管理、目视管理；其他先进管理方法 

（2）要求：掌握“5S 活动”、定置管理、目视管理；其他先进管理方法

介绍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基础工业工程》（第 2版），易树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基础工业工程》，范中志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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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现代企业人机效率的理论与实务——工作研究》，周昕祥主编，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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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0%）、及考勤、课堂提问、作

业等(30%)。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业工程概述、

程序分析、作业分析、秒表时间研究、工作抽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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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 马慧民 审核人：张晓红   批准人： 熊鸿军       2017年 07月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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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

业工程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

理 

目标 2：理解工作

研究技术的原

理、目的和应用

范围 

目标 3：掌握程序

分析、操作分析以

及动作分析技术的

基本记录和分析方

法，能够实施简单、

初步的生产方法改

良 

目标 4：掌握时

间研究、工作

抽样、预定时

间标准等测定

技术的原理和

方法 

目标 5：理解标准

资料法的概念、

特点及用途，并

掌握现场管理的

几种方法 

1生产与生产率管理 √     

2工业工程概述 √     

3工作研究概述  √    

4程序分析   √   

5作业分析   √   

6动作分析   √   

7秒表时间研究    √  

8工作抽样    √  

9预定动作时间标准法    √  

10标准资料法     √ 

11现场管理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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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125B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财务管理、金融学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会计学、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与会计的关系，熟悉企业会计交易或事项的基本内容，

了解会计的基本内涵与目标，明确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掌握会计要素的

概念和具体分类，掌握会计等式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明确并了解会计核算

的基本准则， 

目标 2：掌握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及主要内

容，了解会计凭证审核与填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学会运用借贷记账法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运用借贷记账方法，分析并掌握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会计交易或事

项的核算，掌握会计账户设置及运用的规律。 

目标 4：分项掌握会计的基本操作技能与方法运用。 

目标 5：掌握会计核算方法在制造业企业的综合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会计基本知识及其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学时）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1学时）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1学时）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1学时）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体系。 （1学时） 

1.5会计要素的概念及分类，资产负债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利

润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2学时） 

1.6会计等式的概念及种类，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2学时） 

1.7会计核算基本假设的意义，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及作用，持续经营假

设的概念及作用，会计期间假设的概念及作用，货币计量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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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会计要素确认及其确认条件，会计要素的计量及其属性，会计要素确

认、计量与报告的要求。 （1学时）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与作用。 （1学时） 

（二）复式记账法基本原理及初步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学时）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1学时） 

2.2复式记账的概念、种类，复式记账法的的特征、理论依据。 （1学时） 

2.3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借贷记账法的主要内容，借贷记账法的简单应用。 

 （2学时） 

2.4会计凭证的概念及其分类，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

审核要求。 （1学时）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2学时） 

（三）借贷记账法的具体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3.1筹资活动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2学时） 

3.2生产准备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

制。 （2.5学时） 

3.3生产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4销售过程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2.5学时） 

3.5经营成果形成与分配会计交易或事项核算的内容、账户设置及记账凭

证的填制。 （2.5学时） 

3.6账户的分类的意义，账户按照经济内容的分类，账户按照用途结构的

分类。 （学生自主学习） 

（四）会计核算基本操作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4.1会计账簿的概念、作用、分类，序时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分类账簿

的设置与登记，明细分类账簿的设置与登记，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2学时） 

4.2会计账簿的启用与登记规则，错账的查找与更正方法，对账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方法，结账的概念、主要内容与方法。 （2学时） 

4.3财产清查的概念、作用及种类，实地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

点及适用范围，永续盘存制的概念、具体应用、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5学时） 

4.4实物资产的清查方法，银行存款清查的未达账项及类型，银行存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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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原则、账户设置及其举

例。 （1.5学时） 

4.5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0.5学时） 

4.6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1.5学时） 

4.7利润表的概念、作用、基本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1学时） 

4.8会计循环与账务处理程序的概念、作用及种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的特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学时） 

4.9科目汇总表的编制方法，汇总记账凭证的编制方法。 （1学时） 

（五）会计核算方法综合运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2学时）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2学时） 

5.2上半月（1—15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

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6学时） 

5.3下半月（16—31日）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

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总分类账的登记。 

 （4学时） 

5.4期末成本计算有关生产费用归集与分配、有关会计事项调整的自制原

始凭证的填制、记账凭证的填制、明细分类账的登记、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及其

总分类账的登记。 （6学时） 

5.5期末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授课教材 

1.《基础会计学》（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基础会计学专项实训与习题集》（第 3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08 

3.《基础会计学综合模拟实训》（第 3版），李占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7.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基础会计》（第 4 版），李占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8 

2.《会计学基础》，李占国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08 

3.《会计学基础》（第 2 版），陈艳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7 

4.会计学原理与实务课程网：http://ppa.sdjues.com/ 

5.中国财会网 http://www.kj2000.com 

6.会计培训网 http://www.sckuaiji.cn 

7.中华财会网 http://www.e521.com 

四、课程考核 

http://ppa.sdjues.com/
http://www.kj2000.com/
http://www.sckuaij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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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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10%）、作业（10%）综合模拟实训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述题、计算题、编表登账题、编制会计分

录题等，期末闭卷考试题型不得少于 5 种类型。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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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会

计基本

内涵与

目标，掌

握会计

要素与

会计等

式，了解

会计核

算基本

准则。 

目标 2：

掌握借

贷记账

法的原

理及主

要内容，

学会运

用借贷

记账法

填制记

账凭证。 

目标 3：

掌握企

业主要

会计交

易或事

项的核

算，掌握

会计账

户设置

及运用

规律。  

目标 4:

掌握会

计的基

本操作

技能与

方法运

用 

目标 5：

掌握会

计核算

方法在

制造业

企业的

综合应

用。 

1.1企业的分类与注册登记，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     

1.2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界定与内容分类 √ √    

1.3会计的内涵，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目标与会计职能 √     

1.4会计职业与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方法体系 √     

1.5资产负债表要素和利润表要素的构成及其概念、分类 √ √    

1.6会计等式，会计交易或事项对会计等式的影响类型 √ √    

1.7会计基本假设的意义及四项基本假设的概念及作用 √  √   

1.8会计要素确认条件，计量及其属性，报告的要求 √ √ √   

1.9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构成及其概念与作用 √ √ √ √ √ 

2.1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会计账户的概念及结构  √ √  √ 

2.2复式记账法的概念、种类、的特征及理论依据  √ √  √ 

2.3借贷记账法及其主要内容与简单应用  √ √  √ 

2.4原始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 √  √ 

2.5记账凭证的概念、构成要素、填制方法与审核要求  √ √ √ √ 

3.1筹资活动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2生产准备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3生产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4销售过程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填制   √ √ √ 

3.5 财务成果交易或事项核算的账户设置及记账凭证的填制   √ √ √ 

3.6账户按照经济内容和用途结构的分类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 √ 

4.1会计账簿的概念、设置与登记，总账与明细账平行登记。    √ √ 

4.2账簿的登记与错账更正，对账与结账的概念、内容与方法    √ √ 

4.3账簿的登记规则与错账更正，对账与结账内容及方法    √ √ 

4.4未达账项及类型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 √ 

4.5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步骤、账户设置及其举例    √ √ 

4.6财务报告的概念、作用，财务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 √ 

4.7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8利润表的概念、作用、结构及其具体的编制方法    √ √ 

4.9各种账务处理程序的特点、步骤。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 √ 

5.1实训动员、实训材料分发及建账     √ 

5.2上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3下半月日常会计交易或事项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4期末成本计算与调整账项的凭证编制、账簿登记     √ 

5.5对账与结账，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档案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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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质量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7A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Quality System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

程、电子工程等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质量管理导论、质量体系与认证、质量分析与改进、计量管理、质

量检验技术等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了解现代质量管理及工程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装备制造企业的质量系统、

机构、岗位以及典型的质量业务与技术，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合贯通；建立起

实际企业质量管理与控制的总体概念；  

掌握质量策划、质量保证、质量改进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手段，了解质量检

验计划的知识； 

掌握质量控制以及质量检验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手段；学习典型的质量检验

方法，掌握常见的检验检测测量设备的操作使用； 

学习、体验质量信息化的相关知识及作用；锻炼质量管理与控制、质量分

析与改进等方面的分析动手能力。 

二、课程内容 

本实验室中设计有 14个独立的实验项目，分别是质量体系建立、质量体系

审核、检验计划制定、计量管理、理化检验、粗加工检验、精加工检验、无损

检验、成品检验、在线 SPC及数字化车间管理、机器视觉监测、抽样检验、NCR

不合格品控制、质量改进。覆盖主要的质量管理业务，包括：质量策划、质量

保证、质量控制（含质量检验）、质量改进。学生在系统软件及相应环境条件

的支撑下，按照实验要求，完成相应的实验环节的工作任务，包括在线学习、

在线考试、实验任务、实验报告撰写； 

本实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了解现代质量管理及工程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装备制造企业的质量系统、

机构、岗位以及典型的质量业务与技术，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合贯通；建立起

实际企业质量管理与控制的总体概念；  

学习、了解质量信息化的相关知识及作用；锻炼质量管理与控制、质量分

析与改进等方面的分析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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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掌握质量策划（体系建立、体系审核、检验计划制定等）、质量保证

（计量管理等）、质量改进（DMAIC 方法）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手段； 

掌握质量检验（理化检验、尺寸检验、无损检验等）以及质量控制（在线

SPC、数字化车间管理、抽样检验、视觉检验、NCR 不合格品控制等）的主要

方法和技术手段；包括典型的质量检验方法，常见的检验检测测量设备的操作

使用； 

序号 教 学 内 容 学时 

1 

实验课程内容总体介绍（专业认知、质量管理与工程技术、实验设计目标、

实验项目组成、实验一般步骤、实验项目简介、实验装置原理、软件操作手册、

控制软件演示）、实验纪律、实验大纲、授课计划讲解。 

4 

2 

精密测量公开演示课，企业导师讲授精密测量的发展、技术分类、原理、

主要设备/厂家/技术特点等；演示较典型、复杂的质量特性（长度、外圆、内

径、螺纹、形位等）的测量操作；并现场指导部分学生操作实际操作。 

4 

3 

无损检验公开演示课，企业导师讲授无损检验的发展、技术分类、原理、

主要设备/厂家/技术特点等；演示 UT、MT 检测中较典型、复杂的内部缺陷检

测操作；并现场指导部分学生操作实际操作。 

4 

4 

学生分组、顺序轮换开展 14 个实验项目中的 7 个（包括质量体系建立、

质量体系审核、检验计划制定；计量管理；理化检验、超声检验、粗加工检验、

精加工检验、成品检验；在线 SPC 统计过程控制及数字化车间管理、机器视

觉检测、抽样检验、NCR 控制；质量改进） 

4*7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集成质量系统实验》自编教材，李成编著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产品质量检验》，田晓主编，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4.7 

2. 《电器产品检测技术》，钱晓耀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表现(20%)及考勤 (20%)。 

 实验成绩占比 60%。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实验知识的在线学习、在线

考试、实验任务）；完成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处理；完成实验报告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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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现代质量管理

及工程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装

备制造企业的质量系统、机构、

岗位以及典型的质量业务与技

术，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合贯

通；建立起实际企业质量管理与

控制的总体概念；  

目标 2： 掌

握质量策划、质

量保证、质量改

进的主要方法

和技术手段，了

解质量检验计

划的知识； 

目标 3： 掌握质量

控制以及质量检验的

主要方法和技术手

段；学习典型的质量

检验方法，掌握常见

的检验检测测量设备

的操作使用； 

目标 4： 学习、

体验质量信息化的

相关知识及作用；

锻炼质量管理与控

制、质量分析与改

进等方面的分析动

手能力。 

质量体系建立 √ √  √ 

质量体系审核 √ √  √ 

检验计划制定 √ √  √ 

计量管理 √  √ √ 

理化检验 √  √ √ 

粗加工检验 √  √ √ 

精加工检验 √  √ √ 

无损检验 √  √ √ 

成品检验 √  √ √ 

在线 SPC及数字化车间

管理 
√  √ √ 

机器视觉监测 √  √ √ 

抽样检验 √ √ √ √ 

NCR不合格品控制 √ √ √ √ 

质量改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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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47A1        英文名称： Me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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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后续课程：可靠性工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量单位和单位制、计量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目标 2：掌握计量法律体系、管理体制、计量基准与标准的管理、标准物

质的管理； 

目标 3：掌握量值传递和企业计量管理，通过企业的量值传递，学会如何

在企业中 

实施计量管理。 

目标 4：掌握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及企业计量管理、商品量的计量监督； 

目标 5：掌握计量信息化、计量经济性核算，了解计量国际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计量学概述与计量管理理论  （12 课时） 

1.1 计量学的基本概念，计量的专业分类。 （4 课时） 

1.2 计量单位和计量单位制，国际计量单位制，法定计量单位及应用. 

 （2 课时） 

1.3 古代计量管理（度量衡管理）、近代计量管理（工业计量管理），

现代计量管理（计量体系管理） （2 课时） 

1.4 计量管理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4 课时） 

（二）计量法律体系与计量管理体制 （6 课时） 

2.1 计量法律的地位与作用，计量法律、规章以及计量技术法规 

 （2 课时） 

2.2 计量行政管理体系，计量技术保障体系，计量中介服务体系，计量

学术教育体系 （2 课时） 

2.3 计量专业人才的素质结构，注册和管理，教育和培训 （1 课时） 

2.4 计量工作规划、计划和统计  （1 课时） 

（三）计量基准、计量标准的管理及计量监督与协作 （7 课时） 

3.1 计量基准的管理，计量标准器的管理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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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准物质的分类、分级和编号，研制和定级鉴定，生产、销售和使

用 （2 课时） 

3.3 计量器具新产品监督管理，进口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计量器具使

用中的管理 （2 课时） 

3.4 计量授权管理，计量协作的原则和形式，计量协作的内容和管理 

 （1 课时） 

（四）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可与企业计量管理 （4 课时） 

4.1 实验室认可的依据和程序、内容和要求，检查机构的认可（2 课时） 

4.2 企业计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日常计量工作的管理，企业测量管

理体系的建立和认证，企业能源计量管理 （1 课时） 

4.3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监督，商品房销售

面积的计量监督 （1 课时） 

（五）计量信息化管理及计量经济性 （3 课时） 

5.1 计量信息化工作，计量信息的研究与分析，计量信息网络建设 

 （1 课时） 

5.2 计量工作经济效果的研究、评价原则，指标体系，计算方法 

 （1.5 课时） 

5.3 国际及区域计量组织及其动态、发达国家的计量管理及其发展策

略、国际计量管理发展态势 （0.5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量管理》，洪生伟编，中国计量出版社  201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计量管理》，顾龙芳，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6.8 

 《企业计量管理与监督（第二版）苗喻主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 2011.7 

 《计量管理基础知识》，苗喻主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 2010.11 

 中国计量协会  http://www.cma-cma.org/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http://www.china-c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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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计量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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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与计量管

理名词解释、国际法定计量单位制与应用、计量校准与检定、计量法、计量基

准、计量标准与标准物质的研制、定级鉴定、生产与销售的管理、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的依据、申请程序、建立与认可管理，计量信息化工作、计量经济性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E7%D3%F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E7%D3%F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cma-cma.org/
http://www.china-c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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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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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计量单位和

单位制、计量

管理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 

目标 2：掌握计

量法律体系、计

量管理体制、计

量基准与标准

的管理、标准物

质的管理； 

目标 3：掌握量值

传递和企业计量

管理，通过企业的

量值传递，学会如

何在企业中 

实施计量管理。 

目标 4：掌握

实验室和检查

机构认及企业

计量管理、商

品量的计量监

督。 

目标 5：掌握

计量信息

化、计量经

济性核算，

了解计量国

际发展趋势 

1.1计量学的基本概念，计量的

专业分类 
√     

1.2计量单位和计量单位制，国

际计量单位制，法定计量单位及

其应用 

√     

1.3 古代计量管理、近代计量管

理，现代计量管理 
√     

1.4计量管理理论，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 
√     

2.1计量法律的地位与作用，计

量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计量技

术法规 

 √    

2.2计量行政管理体系，计量技

术保障体系，计量中介服务体系，

计量学术教育体系 

 √  √ √ 

2.3计量专业人才的素质结构，

注册和管理，教育和培训 
 √    

2.4 计量工作规划、计划和统计  √    

3.1计量基准的管理，计量标准

器的管理 
 √    

3.2标准物质的分类、分级和编

号，研制和定级鉴定，生产、销

售和使用 

 √    

3.3计量器具新产品监督管理，

进口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计量

器具使用中的管理 

 √    

3.4计量授权管理，计量协作的

原则和形式，计量协作的内容和

管理 

   √  

4.1 实验室认可的依据和程序、

内容和要求，检查机构的认可 
   √  

4.2企业计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企业日常计量工作的管理，企业

测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认证，企

业能源计量管理 

   √  

4.3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定

量包装商品的计量监督，商品房

销售面积的计量监督 

   √  

5.1计量信息化工作，计量信息

的研究与分析，计量信息网络建

设 

    √ 

5.2计量工作经济效果的研究、

评价原则，指标体系，计算方法 
    √ 

5.3国际及区域计量组织及其动

态、发达国家的计量管理及其发

展策略、国际计量管理发展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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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65B1        英文名称：Econometr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统计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公司理财、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

（包括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能够正确理

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目标 2：掌握回归分析概念和应用条件，掌握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

和联系。理解掌握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理，能够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完成一元

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估计、检验（主要包括拟合优度检验，模型总体显著性

检验及变量显著性检验），能够应用估计结果进行预测和应用。 

目标 3：掌握非经典假设条件下单方程模型的估计与应用。 

目标 4：掌握时间序列模型的估计与应用。 

目标 5：理解并掌握对数据和经济行为的依赖性，计量经济模型设定的原

则，包括模型函数关系设定及变量性质设定。 

二、课程内容 

(一)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9学时） 

1.1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1学时） 

1.2 总体回归模型、总体回归函数（方程）、和总体回归曲线；样本回归

模型、样本回归函数（方程）和样本回归曲线；离差、随机误差项、和残差； 

 （2学时） 

1.3回归分析的概念和应用条件，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和联系。 

 （1学时） 

1.4回归分析之矩估计法的原理，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原理；矩估计法、最

大似然估计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区别和联系。 （2学时） 

1.5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三类检验（经济学检验，统计学检验），样本容量

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及其应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过程的

矩阵运算及其表示内容。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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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宽基本假定的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21学时） 

2.1多重共线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可能引起的后果；多重共线性的检

验及克服的方法。 （3学时） 

2.2异方差的含义及其类型，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及其修正的方法。 

 （3学时） 

2.3自相关的含义及其类型，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自相关的检验及

修正的方法。 （3学时） 

2.4可线性化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及其估计方法；时间变量模型的估计。 

 （3学时） 

2.5虚拟变量的概念及其应用，虚拟变量的正确设定；含虚拟变量的模型

的估计和应用。 （3学时） 

2.6随机解释变量模型估计量的渐进特征，随机解释变量模型普通最小二

乘估计量的统计特征；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法估计量的统计性质。（3学时） 

2.7滞后变量模型的估计，包括外生变量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有限分布

滞后模型的估计以及自回归模型的估计。 （3学时） 

（三）联立方程模型 （6学时） 

3.1联立方程模型的概念与分类；联立方程模型的适用条件；联立方程模

型的识别与识别条件。 （3学时） 

3.2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案例分析。 （3学时）        

（四）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9学时） 

4.1序列相关性的含义及其现实普遍性，序列相关性产生的后果检验方法

及补救方法。 （2学时） 

4.2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判断及单位根检验方法；单整时间序列；协整的概

念及其检验。 （1学时） 

4.3时间序列自回归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建立与估计方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及其应用条件。 （3学时） 

4.4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估计和应用。 （3学时） 

（五）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 （3课时） 

5.1单方程应用模型类型对被解释变量数据类型的依赖性，单方程模型和

联立方程模型的选择对经济行为的依赖性。 （1学时） 

5.2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一般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现实

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

定的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性原则。 （1学时） 

5.3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函数关系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变量性质设定及

其处理。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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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量经济学（第四版）》，李子奈、潘文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9月。 

《计量经济学基础（第四版）》，张晓峒，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杰弗里•伍德里奇著，费剑平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 

2.《计量经济学》，王文博，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3.《计量经济学基础》（上、下册），（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4.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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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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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要点及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

理，统计检验及模型的修正，包括异方差、自相关及多重共线性的识别、检验

及修正及针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虚拟变量及非线性回归模型的应对和处理及其

应用，时间序列模型的估计与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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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 计量 经

济 学研 究

的 步骤 和

要点，了解

计 量经 济

学 研究 的

应用。 

目标 2：掌握回归分

析，理解 OLS法原

理，及其应用。掌

握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设定、估计、检

验，能够应用估计

结果进行预测和应

用。 

目标 3：掌

握非经典

假设条件

下单方程

模型的估

计与应用 

目标 4：

掌握时

间序列

模型的

估计与

应用 

目标 5：理

解并掌握

各类计量

经济学模

型的设定

与正确估

计 

1.1计量经济学研究概述 √ √ √ √ √ 

1.2 计量研究涉及的几个重要

概念 
√ √ √ √ √ 

1.3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 √ √ √ √ 

1.4 回归分析的距估计、最大

似然估计和普通最小二乘估

计 

√ √ √ √ √ 

1.5 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三类检

验 
√ √ √ √ √ 

2.1多重共线性 √ √ √ √ √ 

2.2异方差性 √ √ √ √ √ 

2.3自相关 √ √  √ √ 

2.4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化 √ √ √ √ √ 

2.5虚拟变量 √ √ √ √ √ 

2.6随机解释变量模型的估计 √ √ √ √ √ 

2.7 滞后变量模型的类型与估

计 
√ √ √ √ √ 

3.1 联立方程模型的概念与分

类及适用 
√ √  √ √ 

3.2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 √  √ √ 

4.1 序列相关性的概念、检验

和补救 
√ √  √ √ 

4.2 时间序列平稳性；单整与

协整及其检验。 
√ √  √ √ 

4.3 时间序列自回归与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 
√ √ √ √ √ 

4.4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与应

用 
√ √ √ √ √ 

5.1 计量经济模型对数据和经

济行为的依赖性 
√ √ √ √ √ 

5.2计量经济模型设定的原则 √ √ √ √ √ 

5.3 计量经济模型函数关系设

定变量性质设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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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265P1        英文名称：Econ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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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统计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公司理财、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

（包括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能够正确理

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目标 2：掌握回归分析概念和应用条件，掌握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

和联系。理解掌握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理，能够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完成一元

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估计、检验（主要包括拟合优度检验，模型总体显著性

检验及变量显著性检验），能够应用估计结果进行预测和应用。 

目标 3：识别可线性化的非线性回归模型，能够正确进行非线性模型的线

性变换并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估计。 

目标 4：了解并掌握虚拟变量的概念及其应用，能够根据研究实际正确设

定并添加虚拟变量。能够完成含虚拟变量的模型的估计和应用。 

目标 5：理解并掌握异方差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

后果。掌握并熟练使用异方差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

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目标 6：理解并掌握自相关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

后果。掌握并熟练使用自相关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

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自相关问题。 

目标 7：理解并掌握多重共线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可能引起的后果。

掌握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及克服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8学时） 

1.1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包括

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

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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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学时） 

1.2 掌握并结合实例识别研究内容中的总体回归模型、总体回归函数（方

程）、和总体回归曲线；样本回归模型、样本回归函数（方程）和样本回归曲

线；以及离差、随机误差项、和残差；能够识别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图

例演示）。 （1.5学时） 

1.3掌握回归分析概念和应用条件，掌握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和联

系。 

熟练掌握回归分析法之普通最小二乘法，理解掌握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理，

了解并掌握最小二乘估计量的统计性质、概率分布及随机误差项方差的估计。

能够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完成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估计、检验（主要包

括拟合优度检验，模型总体显著性检验及变量显著性检验），能够应用估计结

果进行预测和应用。 （1学时） 

1.4了解回归分析之矩估计法的原理。了解回归分析之最大似然估计法的

原理。掌握矩估计法、最大似然估计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区别和联系。 

 （2学时） 

1.5能够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完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估计，正确

完成针对模型估计结果的三类检验（经济学检验，统计学检验），理解并掌握

样本容量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并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能够运用估计结果进

行预测和应用。了解并掌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过程的矩

阵运算，掌握其估计结果的矩阵表示内容。 （3学时） 

（二）放宽基本假定的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14学时） 

2.1理解并掌握多重共线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可能引起的后果。掌握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及克服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多

重共线性问题。 （3学时） 

2.2理解并掌握异方差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

掌握并熟练使用异方差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量经济

学研究中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3学时） 

2.3理解并掌握自相关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

掌握并熟练使用异方差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量经济

学研究中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3学时） 

2.4识别可线性化的非线性回归模型，能够正确进行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变

换并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估计。 （2学时） 

2.5了解并掌握虚拟变量的概念及其应用，能够根据研究实际正确设定并

添加虚拟变量。能够完成含虚拟变量的模型的估计和应用。 （3学时） 

（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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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理解并掌握序列相关性的含义及其现实普遍性，序列相关性产生的后

果检验方法及补救方法。 （1学时） 

3.2掌握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判断及单位根检验方法。掌握单整时间序列。 

 （1学时） 

3.3掌握协整的概念及其检验，能够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建立误差修正模

型。 （1学时） 

3.4掌握时间序列自回归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掌握时间序列向量自回

归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 （2学时） 

3.5理解并掌握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及其应用条件，能够应用格兰

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辅助模型的设定与检验。 （1学时） 

（四）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 （4课时） 

4.1理解并掌握单方程应用模型类型对被解释变量数据类型的依赖性，理

解并掌握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的选择对经济行为的依赖性。 （2学时） 

4.2掌握并能熟练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一般性原则，掌握并能熟

练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现实性原则，掌握并能熟练应用计量经济模型

总体设定的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掌握并能熟练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

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性原则。 （1学时） 

4.3掌握并熟练运用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函数关系设定，理解并掌握计量

经济学模型变量性质设定及其处理。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9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杰弗里•伍德里奇著，费剑平译，《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 

（2）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 

（3）（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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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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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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要点及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理，

统计检验及模型的修正，包括异方差、自相关及多重共线性的识别、检验及修

正及针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虚拟变量及非线性回归模型的应对和处理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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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目标 1：

了解计量

经济学研

究的步骤

和要点，

了解计量

经济学研

究的应

用。 

目标 2：掌握回

归分析，理解

OLS法原理，及

其应用。掌握一

元线性回归模

型设定、估计、

检验，能够应用

估计结果进行

预测和应用。 

目标

3：能够

识别和

估计可

线性化

的非线

性回归

模型。 

目标 4：了解并

掌握虚拟变量

的概念及其应

用，能够正确

设定并添加虚

拟变量。能够

完成含虚拟变

量的模型的估

计和应用。 

目标 5：理解

并掌握异方

差的含义类

型，产生的原

因、引起的后

果。能够进行

异方差的检

验、修正，及

其应用。 

目标 6：理解

并掌握自相

关的含义类

型，产生的原

因、引起的后

果。能够完成

自相关的检

验、修正，及

其应用。 

目标 7：理解并

掌握多重共线

的含义，产生的

原因，可能引起

的后果。能够进

行多重共线性

的检验、修正，

及其应用。 

1.1计量经

济学研究概

述 

√ √ √ √ √ √ √ 

1.2计量研

究涉及的几

个重要概念 

√ √ √ √ √ √ √ 

1.3回归分

析和相关分

析 

√ √ √ √ √ √ √ 

1.4回归分

析的距估

计、最大似

然估计和普

通最小二乘

估计 

√ √ √     

1.5普通最

小二乘法的

三类检验 

√ √ √ √ √ √ √ 

2.1多重共

线性 
√ √     √ 

2.2异方差

性 
√ √   √   

2.3自相关 √ √    √  

2.4非线性

模型的线性

化 

√ √ √     

2.5虚拟变

量 
√ √  √    

3.1序列相

关性的概

念、检验和

补救 

√ √    √  

3.2时间序

列平稳性的

判断及检

验；单整时

间序列；协

整及其检

验。 

√ √      

3.3时间序

列自回归 
√ √      

3.4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

验 

√ √      

4.1计量经

济模型对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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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经济行

为的依赖性 

4.2计量经

济模型设定

的原则 

√ √ √ √ √ √ √ 

4.3计量经

济模型函数

关系设定，

以及变量性

质设定及其

处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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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D56A1        英文名称：Econometr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济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统计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公司理财、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

（包括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能够正确理

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目标 2：掌握回归分析概念和应用条件，掌握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

和联系。理解掌握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理，能够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完成一元

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估计、检验（主要包括拟合优度检验，模型总体显著性

检验及变量显著性检验），能够应用估计结果进行预测和应用。 

目标 3：识别可线性化的非线性回归模型，能够正确进行非线性模型的线

性变换并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估计。 

目标 4：了解并掌握虚拟变量的概念及其应用，能够根据研究实际正确设

定并添加虚拟变量。能够完成含虚拟变量的模型的估计和应用。 

目标 5：理解并掌握异方差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

后果。掌握并熟练使用异方差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

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目标 6：理解并掌握自相关的含义及其类型，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引起的

后果。掌握并熟练使用自相关的检验及修正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

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自相关问题。 

目标 7：理解并掌握多重共线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可能引起的后果。

掌握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及克服的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处理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8学时） 

1.1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和要点，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主要研究对象与一般应用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0.5学时） 

1.2 总体回归模型、总体回归函数（方程）、和总体回归曲线；样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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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样本回归函数（方程）和样本回归曲线；离差、随机误差项、和残

差；（1.5学时） 

1.3回归分析的概念和应用条件，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和联系。 

 （1学时） 

1.4回归分析之矩估计法的原理，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原理；矩估计法、最

大似然估计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区别和联系。 （2学时） 

1.5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三类检验（经济学检验，统计学检验），样本容量

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及其应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过程的

矩阵运算及其表示内容。 （3学时） 

（二）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实验 （4学时） 

2.1单方程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 

2.2单方程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 （1学时） 

2.3单方程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检验，包括经济学意义检验、统计学检

验。 （2学时） 

2.4单方程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包括个值预测和均值预测应用。 

 （1学时） 

（三）放宽基本假定的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14学时） 

3.1多重共线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可能引起的后果；多重共线性的检

验及克服的方法。 （3学时） 

3.2异方差的含义及其类型，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及其修正的方法。 

 （3学时） 

3.3自相关的含义及其类型，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后果；自相关的检验及

修正的方法。 （3学时） 

3.4可线性化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及其估计方法。 （2学时） 

3.5虚拟变量的概念及其应用，虚拟变量的正确设定；含虚拟变量的模型

的估计和应用。 （3学时） 

（四）放宽基本假定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验 （8学时） 

4.1自变量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或完全多重共线性的模型检验、修正及估计。 

 （2学时） 

4.2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情况的模型的检验、修正及估计。 （2学时） 

4.3随机误差项存在自相关的模型的检验、修正及估计。 （2学时） 

4.4含虚拟变量的模型及可线性化的非线性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应用。 

 （2学时） 

（五）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6学时） 

5.1序列相关性的含义及其现实普遍性，序列相关性产生的后果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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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救方法。 （2学时） 

5.2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判断及单位根检验方法；单整时间序列；协整的概

念及其检验。 （1学时） 

5.3时间序列自回归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建立与估计方法。 （2学时） 

5.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及其应用条件。 （1学时） 

（六）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实验 （4学时） 

6.1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实验。 （1学时） 

6.2时间序列单整性分析实验。 （1学时） 

6.3时间序列协整分析实验。 （1学时） 

6.4时间序列误差修正模型设定、检验、估计实验。 （1学时） 

（七）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 （4课时） 

7.1单方程应用模型类型对被解释变量数据类型的依赖性，单方程模型和

联立方程模型的选择对经济行为的依赖性。 （2学时） 

7.2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一般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现实

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定的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计量经济模型总体设

定的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性原则。 （1学时） 

7.3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函数关系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变量性质设定及

其处理。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量经济学（第四版）》，李子奈、潘文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9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杰弗里•伍德里奇著，费剑平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 

2.《计量经济学基础》，张晓峒，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 

3.《计量经济学基础》（上、下册），（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4.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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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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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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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步骤、要点及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原

理，统计检验及模型的修正，包括异方差、自相关及多重共线性的识别、检验

及修正及针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虚拟变量及非线性回归模型的应对和处理及其

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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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目标 1：

了解计

量经济

学研究

的步骤

和要点，

了解计

量经济

学研究

的应用。 

目标 2：掌握

回归分析，理

解 OLS法原

理，及其应

用。掌握一元

线性回归模

型设定、估

计、检验，能

够应用估计

结果进行预

测和应用。 

目标

3：能

够识

别和

估计

可线

性化

的非

线性

回归

模型。 

目标 4：了解

并掌握虚拟

变量的概念

及其应用，能

够正确设定

并添加虚拟

变量。能够完

成含虚拟变

量的模型的

估计和应用。 

目标 5：理解

并掌握异方

差的含义类

型，产生的

原因、引起

的后果。能

够进行异方

差的检验、

修正，及其

应用。 

目标 6：理解

并掌握自相

关的含义类

型，产生的

原因、引起

的后果。能

够完成自相

关的检验、

修正，及其

应用。 

目标 7：理解

并掌握多重

共线的含义，

产生的原因，

可能引起的

后果。能够进

行多重共线

性的检验、修

正，及其应

用。 

1.1计量经济学研究概

述 
√ √ √ √ √ √ √ 

1.2计量研究涉及的几

个重要概念 
√ √ √ √ √ √ √ 

1.3回归分析和相关分

析 
√ √ √ √ √ √ √ 

1.4回归分析的距估

计、最大似然估计和普

通最小二乘估计 

√ √ √     

1.5普通最小二乘法的

三类检验 
√ √ √ √ √ √ √ 

2.1单方程经典计量经

济学模型的设定 
       

 2.2单方程经典计量

经济学模型的估计 
√ √ √     

2.3单方程经典计量经

济学模型的检验，包括

经济学意义检验、统计

学检验。 

√ √ √ √ √ √ √ 

2.4单方程经典计量经

济学模型的应用，包括

个值预测和均值预测

应用。 

√ √ √ √ √ √ √ 

3.1多重共线性 √ √     √ 

3.2异方差性 √ √   √   

3.3自相关 √ √    √  

3.4非线性模型的线性

化 
√ √ √     

3.5虚拟变量 √ √  √    

4.1自变量存在高度多

重共线或完全多重共

线性的模型检验、修正

及估计。 

√ √     √ 

4.2随机误差项存在异

方差情况的模型的检

验、修正及估计。 

√ √   √   

4.3随机误差项存在自

相关的模型的检验、修

正及估计。 

√ √    √  

4.4含虚拟变量的模型

及可线性化的非线性

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应

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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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序列相关性的概

念、检验和补救 
√ √    √  

5.2时间序列平稳性的

判断及检验；单整时间

序列；协整及其检验。 

√ √      

5.3时间序列自回归 √ √      

5.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验 
√ √      

6.1时间序列稳定性检

验实验。 
√ √      

6.2时间序列单整性分

析实验。 
√ √      

6.3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实验。 
√ √      

6.4时间序列误差修正

模型设定、检验、估计

实验。 

√ √      

7.1计量经济模型对数

据和经济行为的依赖

性 

√ √ √ √ √ √ √ 

7.2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的原则 
√ √ √ √ √ √ √ 

7.3计量经济模型函数

关系设定，以及变量性

质设定 

√ √ √ √ √ √ √ 

  



 

516 

 
《金融风险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8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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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金融风险的分类及作用机理，掌握金融风险管理的一般过程

以及金融风险辨识、金融风险度量的主要工具和方法。 

目标 2：学会各类金融风险的测度与管理方法。 

目标 3：了解压力测试的基本流程，掌握各类风险压力测试的过程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金融风险识别与管理的一般原理  （4 课时） 

1.1 金融风险的概念、特点；金融风险的分类与识别  （1 课时） 

1.2 金融风险测量与管理的主要方法  （3 课时） 

（二） 信用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2.1 信用风险概述与传统测度方法  （2 课时） 

2.2 信用风险管理  （2 课时） 

（三） 市场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3.1 市场风险概述与市场风险的度量  （2 课时） 

3.2 市场风险管理  （2 课时） 

（四） 利率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4.1 利率风险概述与利率风险的度量  （2 课时） 

4.2 利率风险管理 （2 课时） 

（五） 流动性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5.1 流动性风险概述与流动性风险的度量 （2 课时） 

5.2 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2 课时） 

（六） 汇率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6.1 汇率风险概述与汇率风险的度量 （2 课时） 

6.2 汇率风险管理 （2 课时） 

（七） 操作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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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操作风险概述与操作风险的度量 （2 课时） 

7.2 操作风险的管理 （2 课时） 

（八） 其他风险的测度与管理 （2 课时） 

8.1 国家风险、声誉风险的度量与管理 （1 课时） 

8.2 战略风险和合规风险的度量与管理 （1 课时） 

（九） 压力测试  (2 课时） 

9.1 压力测试概述和主要流程  （1 课时） 

9.2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压力测试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金融风险管理》 陆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9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金融风险管理》 高晓燕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金融风险管理》 施兵超 杨文泽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

月 

3.《VaR：风险价值—金融风险管理新标准》  菲利浦 乔瑞著，中信出版

社，2000 年 10 月    

4. http://www.risklab.com 

5. .http://www.riskmetrics.com 

6. .http://www.chinafinri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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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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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管理

的一般过程、金融风险辨识、金融风险度量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的定义、分类和

管理方法，压力测试的基本流程和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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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融风险的分

类及作用机理，掌握金融风

险管理的一般过程以及金

融风险辨识、金融风险度量

的主要工具和方法。 

目标 2：学会各类

金融风险的测度

与管理方法。 

 

目标 3：了解压力测试

的基本流程，掌握各

类风险压力测试的过

程与方法。 

 

1.1 金融风险的概念、特点；金融风险的分类

与识别 
√   

1.2 金融风险测量与管理的主要方法 √   

2.1 信用风险概述与传统测度方法  √  

2.2 信用风险管理  √  

3.1 市场风险概述与市场风险的度量  √  

3.2 市场风险管理  √  

4.1利率风险概述与利率风险的度量  √  

4.2 利率风险管理  √  

5.1 流动性风险概述与流动性风险的度量  √  

5.2 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  

6.1 汇率风险概述与汇率风险的度量  √  

6.2 汇率风险管理  √  

7.1操作风险概述与操作风险的度量  √  

7.2 操作风险的管理  √  

8.1 国家风险、声誉风险的度量与管理  √  

8.2 战略风险和合规风险的度量与管理  √  

9.1 压力测试概述和主要流程    √ 

9.2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

风险的压力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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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43569A1              英文名称：Finan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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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后续课程：投资学、证券投资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金融市场的概念、功能以及组织结构，掌握金融市场的参与

者与金融市场工具，了解金融市场形成、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2：掌握货币市场各子市场的基本概念、特点、作用以及发行与流通

程序。 

目标 3：掌握资本市场市场各子市场的概念与特征、发行与流通，内在价

值的决定，了解股息贴现模型的四种特殊形式，掌握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功

能和分类。  

目标 4：掌握外汇市场的含义、特点以及功能、交易方式、汇率决定机制； 

目标 5：掌握金融远期、期货、金融互换的定义、特点、功能及实际操作。 

目标 6：掌握金融市场利率风险的定义、种类与计量，了解金融风险与收

益的衡量。 

二、课程内容 

(一) 金融市场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1.1金融市场的概念、含义，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运作原理 （2课时） 

2.2金融市场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主要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2课时） 

（二）货币市场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8课时） 

2.1同业拆借的特点与作用、分类与运作，短期国库券市场的特点与作用、

发行与流通 （2课时） 

2.2商业票据市场的特点与作用、发行与主体，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的特点与分类、发行与流通，银行承兑汇票市场的特点与分类、构成与交易 

 （4课时） 

2.3回购协议市场的利率和风险、要素与交易，联邦基金的特点及利率与

交易欧洲货币市场的特点、优势、结构以及风险 （2课时） 

（三）资本市场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2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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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债券的基本概念、特征，债券发行市场的参与者、债券发行制度以及

债券发行方式，债券流通转让的种类，债券交易的程序以及债券交易的形式; 

 （4课时） 

3.2债券内在价值定价方法，影响债券价格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债券

的久期与凸性。 （2课时） 

3.3 股票的概念与特征，股票的种类，股票发行的方式以及股票发行的程

序，股票交易程序。 （2课时） 

3.4 股票投资价值的影响因素，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在股票价值评估中的应

用。 （2课时） 

3.5股票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三阶段增长模型与多元增长模型。 

 （4课时） 

3.6 股票市盈率模型的一般形式、公式推导以及市盈率估价方法在股票零

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三阶段增长模型与多元增长模型中的应用（2课时） 

3.7 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功能与分类 （2课时） 

3.8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销售与申购、变更与终止以及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 （2课时） 

（四）外汇市场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4.1外汇、汇率的概念以及标价方法，外汇市场的含义、特点以及功能 

 （1课时） 

4.2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外汇市场交易的三个层次 （1课时） 

4.3即期外汇交易的基本原理、交叉汇率的计算即期外汇交易的方式，远

期外汇交易的基本原理、标价方法、交易方式，掉期交易的基本原理（2课时） 

4.4汇率决定机制、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2课时） 

（五）金融衍生品市场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6课时） 

5.1金融远期合约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种类，远期利率协议的定义、

报价以及计算，远期外汇交易的定义、特点、报价方式 （2课时） 

5.2金融期货合约的定义，交易特点，股指期货的定义、特点、功能以及

市场运作、实际操作 （2课时） 

5.3金融互换的定义、原理以及功能，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的定义与实际

操作 （2课时） 

（六）金融风险模块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4课时） 

6.1.利率风险的定义、种类，利率风险的计量 （2课时） 

6.2金融市场风险的定义、种类及衡量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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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金融市场学》，史建平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金融市场学》，张亦春、郑振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2.《金融市场学》，罗斯，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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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10%）、平时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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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概

念、功能以及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与金融市场工具，货币市场各子市

场的基本概念、特点、作用以及发行与流通程序，债券市场的概念与特征、债

券的分类，掌握债券发行与流通，债券内在价值的决定，债券的久期与凸性，

股票的概念与特征、股票的种类，股票的发行与流通，股息贴现模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性质、功能和分类，外汇市场的含义、特点以及功能，外汇市场交易

方式、汇率决定机制；金融远期、期货的定义、特点以及功能，金融市场利率

风险的定义、种类与计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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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金融

市场的概念、功能

以及组织结构，掌

握金融市场的参与

者与金融市场工

具，了解金融市场

形成、发展以及未

来发展趋势。 

目标 2：掌

握货币市

场各子市

场的基本

概念、特

点、作用以

及发行与

流通程序。 

 

目标 3：掌握资本

市场市场各子市场

的概念与特征、发

行与流通，内在价

值的决定，了解股

息贴现模型的四种

特殊形式，掌握证

券投资基金的性

质、功能和分类。  

目标 4：掌握

外汇市场的

含义、特点以

及功能、交易

方式、汇率决

定机制； 

 

目标 5：

掌握金融

远期、期

货、金融

互换的定

义、特点、

功能及实

际操作。 

 

目标 6：掌

握金融市

场利率风

险的定义、

种类与计

量，了解金

融风险与

收益的衡

量。 

1.1 金融市场的概念、

含义，金融市场的基本

功能、运作原理 

√      

1.2 金融市场组织结

构，金融市场的组织方

式 

√      

2.1 同业拆借市场与短

期国库券市场 
 √     

2.2 商业票据市场、大

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

场与银行承兑汇票市

场（4课时） 

 √     

2.3 回购协议市场、联

邦基金与欧洲货币市

场 

 √     

3.1 债券市场   √    

3.2 股票市场   √    

3.3 证券投基金市场   √    

4.1 外汇、汇率的概念

以及标价方法，外汇市

场 

   √   

4.2 外汇市场的参与

者、外汇市场交易 
   √   

4.3 即期外汇交易、远

期外汇交易、掉期交易 
   √   

4.4汇率决定机制    √   

5.1金融远期合约市场     √  

5.2金融期货合约市场     √  

5.3金融互换市场     √  

6.1.利率风险的定义、

种类，利率风险的计量 
     √ 

6.2 金融市场风险的定

义、种类及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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