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A1801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教育(2)◆
(1-2节)5-12周/下沙 B208/沈
笑莉,戴道昆(讲师,讲师
)/(2018-2019-2)-380021141/CFA1801;CFA1802;金融
类1804/必修/92/选课人数
：92/未安排

星期二
体育(二)(板块)

星期三

星期五

Python语言◆

微积分(下)A◆

Python语言◆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01/罗文媗(讲师)/(20182019-2)-12776142/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4/未安排

(1-2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04/罗文媗(讲师)/(20182019-2)-12776142/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4/未安排

2

上午

星期四

微积分(下)A◆
(1-2节)2-16周/下沙 C2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3

微观经济学(CFA)◆

微观经济学(CFA)◆

货币银行学◆

微积分(下)A◆

(3-5节)1-8周/下沙 B113/柯
孔林(教授)/(2018-2019-2)06396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3-5节)1-8周/下沙 B113/柯
孔林(教授)/(2018-2019-2)06396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121/钱
水土(教授)/(2018-2019-2)06016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宏观经济学(CFA)◆

宏观经济学(CFA)◆

(3-5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5

(3-5节)9-16周/下沙 B113/马
丹(教授)/(2018-2019-2)06399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3-5节)9-16周/下沙 B113/马
丹(教授)/(2018-2019-2)06399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6

线性代数(文)◆

会计学◆

(6-8节)1-16周/下沙 B408/朱
灵(教授)/(2018-2019-2)02041133/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89/未安排

(6-8节)1-16周/下沙 B203/吴
晖(教授)/(2018-2019-2)0302313-1/CFA1801/必修
/24/选课人数：24/未安排

4

7
下午
8

微积分(下)A◆
(3-5节)2-16周/下沙 C5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星期六

星期日

9
10
晚上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大学英语(四)◆
(10-12节)1-16周/下沙 管理
106/杨巧燕(讲师)/(20182019-2)-07004131/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0/未安排
打印时间:2019-03-02

CFA1802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教育(2)◆
(1-2节)5-12周/下沙 B208/沈
笑莉,戴道昆(讲师,讲师
)/(2018-2019-2)-380021141/CFA1801;CFA1802;金融
类1804/必修/92/选课人数
：92/未安排

星期二
体育(二)(板块)

星期三

星期五

Python语言◆

微积分(下)A◆

Python语言◆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01/罗文媗(讲师)/(20182019-2)-12776142/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4/未安排

(1-2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04/罗文媗(讲师)/(20182019-2)-12776142/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4/未安排

2

上午

星期四

微积分(下)A◆
(1-2节)2-16周/下沙 C2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3
4

货币银行学◆

会计学◆

微积分(下)A◆

(3-5节)1-16周/下沙 B213/王
尤(副教授)/(2018-2019-2)0601613-2/CFA1802/必修
/26/选课人数：28/未安排

(3-5节)1-12周/下沙 B203/姚
宝燕(讲师)/(2018-2019-2)0302313-2/CFA1802/必修
/26/选课人数：27/未安排

(3-5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微积分(下)A◆

5

6
7
下午
8

(3-5节)2-16周/下沙 C5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线性代数(文)◆

微观经济学(CFA)◆

(6-8节)1-16周/下沙 B408/朱
灵(教授)/(2018-2019-2)02041133/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89/未安排

(6-8节)1-8周/下沙 B104/柯
孔林(教授)/(2018-2019-2)0639613-2/CFA1802/必修
/26/选课人数：26/未安排

宏观经济学(CFA)◆

星期六

星期日

(6-8节)9-16周/下沙 B104/马
丹(教授)/(2018-2019-2)0639913-2/CFA1802/必修
/26/选课人数：27/未安排

9

10

晚上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微观经济学(CFA)◆

大学英语(四)◆

会计学◆

(10-12节)1-8周/下沙
B113/柯孔林(教授)/(20182019-2)-06396132/CFA1802/必修/26/选课人
数：26/未安排

(10-12节)1-16周/下沙 管理
106/杨巧燕(讲师)/(20182019-2)-07004131/CFA1801;CFA1802/必修
/50/选课人数：50/未安排

(10-10节)1-12周/下沙 未排
地点/姚宝燕(讲师)/(20182019-2)-03023132/CFA1802/必修/26/选课人
数：27/未安排

宏观经济学(CFA)◆
(10-12节)9-16周/下沙
B113/马丹(教授)/(20182019-2)-06399132/CFA1802/必修/26/选课人
数：27/未安排
打印时间:2019-03-02

保险1801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1

星期二

星期三
形势与政策教育(2)◆

微积分(下)A◆

Python语言◆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04/邵俊(教授)/(2018-20192)-1277614-3/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6/未安排

(1-2节)5-12周/下沙 C308/戴
道昆,沈笑莉(讲师,讲师
)/(2018-2019-2)-380021143/保险1801;旅游类1803/必
修/78/选课人数：78/未安排

(1-2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204/邵俊(教授)/(2018-20192)-1277614-3/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6/未安排

微积分(下)A◆
(1-2节)2-16周/下沙 C2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3
4

会计学◆
(3-5节)1-16周/下沙 B104/陈
为人(副教授)/(2018-20192)-0302313-3/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5/未安排

体育(二)(板块)

大学英语(四)◆

政治经济学(资、社)◆

微积分(下)A◆

(3-5节)1-16周/下沙 B313/丁
仁仑(副教授)/(2018-20192)-0700413-3/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7/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313/王
伟新(讲师)/(2018-2019-2)0402413-2/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7/未安排

(3-5节)1周/下沙 B221/董桂
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微积分(下)A◆

5

6
下午

星期五

Python语言◆

2

上午

星期四

7
8

(3-5节)2-16周/下沙 C522/董
桂云(讲师)/(2018-2019-2)02223146/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104/未安排

线性代数(文)◆

宏观经济学◆

(6-8节)1-16周/下沙 B408/朱
灵(教授)/(2018-2019-2)02041133/CFA1801;CFA1802;保险
1801/必修/85/选课人数
：89/未安排

(6-7节)1-16周/下沙 B313/郎
春雷(讲师)/(2018-2019-2)0422812-5/保险1801/必修
/35/选课人数：35/未安排

星期六

星期日

9
10
晚上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货币银行学◆
(10-12节)1-16周/下沙
B325/曹伟(教授)/(20182019-2)-0601613-3/保险
1801/必修/35/选课人数
：38/未安排
打印时间:2019-03-02

金融类1801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微积分(下)A◆

宏观经济学◆

Python语言◆

2

(1-2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2/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103/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B308/王
海(讲师)/(2018-2019-2)0422812-3/金融类1801;金融
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89/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19/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4/金融类
1801;金融类1802/必修/85/选
课人数：86/未安排

3

货币银行学◆

会计学◆

大学英语(四)◆

线性代数(文)◆

微积分(下)A◆

(3-5节)1-16周/下沙 B112/徐
滢(副教授)/(2018-2019-2)0601613-4/金融类1801/必修
/44/选课人数：44/未安排

(3-5节)1-12周/下沙 B308/赵
鹏飞(副教授)/(2018-20192)-0302313-5/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86/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304/王
甲能(讲师)/(2018-2019-2)0700413-4/金融类1801/必修
/44/选课人数：44/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231/李
慧琼(副教授)/(2018-20192)-0204113-1/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99/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2/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103/未安排

4
5

下午

星期一

6

Python语言◆

7

(6-7节)1-16周/下沙 现教
319/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4/金融类
1801;金融类1802/必修/85/选
课人数：86/未安排

8

星期六

星期日

体育(二)(板块)

9

10
晚上

形势与政策教育(2)◆

会计学◆

(10-11节)5-12周/下沙 管理
201/沈笑莉,戴道昆(讲师,讲
师)/(2018-2019-2)-380021142/金融类1801;金融类
1802;金融类1803/必修
/129/选课人数：128/未安排

(10-10节)1-12周/下沙 未排
地点/赵鹏飞(副教授
)/(2018-2019-2)-03023135/金融类1801;金融类
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86/未安排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3-02

金融类1802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微积分(下)A◆

2

(1-2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2/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103/未安排

3

大学英语(四)◆

会计学◆

货币银行学◆

线性代数(文)◆

微积分(下)A◆

(3-5节)1-16周/下沙 B313/王
甲能(讲师)/(2018-2019-2)0700413-5/金融类1802/必修
/41/选课人数：41/未安排

(3-5节)1-12周/下沙 B308/赵
鹏飞(副教授)/(2018-20192)-0302313-5/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86/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225/徐
滢(副教授)/(2018-2019-2)0601613-5/金融类1802/必修
/41/选课人数：43/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231/李
慧琼(副教授)/(2018-20192)-0204113-1/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99/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2/金融类1801;金
融类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103/未安排

4
5

下午

星期一

体育(二)(板块)

星期六

星期日

Python语言◆
(1-2节)1-16周/下沙 现教
319/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4/金融类
1801;金融类1802/必修/85/选
课人数：86/未安排

6

Python语言◆

7

(6-7节)1-16周/下沙 现教
319/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4/金融类
1801;金融类1802/必修/85/选
课人数：86/未安排

8
9

10
晚上

宏观经济学◆

形势与政策教育(2)◆

会计学◆

(10-11节)1-16周/下沙 经济
107/赵英军(教授)/(20182019-2)-0422812-4/金融类
1802;金融类1803/必修/85/选
课人数：88/未安排

(10-11节)5-12周/下沙 管理
201/沈笑莉,戴道昆(讲师,讲
师)/(2018-2019-2)-380021142/金融类1801;金融类
1802;金融类1803/必修
/129/选课人数：128/未安排

(10-10节)1-12周/下沙 未排
地点/赵鹏飞(副教授
)/(2018-2019-2)-03023135/金融类1801;金融类
1802/必修/85/选课人数
：86/未安排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3-02

金融类1803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1

星期二

星期三

体育(二)(板块)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微积分(下)A◆
(1-2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3/金融类1803;金
融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96/未安排

2
上午

星期四

3

微积分(下)A◆

大学英语(四)◆

Python语言◆

货币银行学◆

4

(3-5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3/金融类1803;金
融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96/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304/闻
亚云(副教授)/(2018-20192)-0700413-6/金融类1803/必
修/44/选课人数：44/未安排

(3-4节)1-16周/下沙 现教
201/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5/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85/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113/傅
利福(讲师)/(2018-2019-2)0601613-7/金融类1803/必修
/44/选课人数：44/未安排

会计学◆

Python语言◆

(6-8节)1-16周/下沙 B304/陈
寒玉(副教授)/(2018-20192)-0302313-6/金融类1803/必
修/44/选课人数：43/未安排

(6-7节)1-16周/下沙 现教
201/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5/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85/未安排

5
6

下午

7
8
9
10

晚上

11

宏观经济学◆

形势与政策教育(2)◆

线性代数(文)◆

(10-11节)1-16周/下沙 经济
107/赵英军(教授)/(20182019-2)-0422812-4/金融类
1802;金融类1803/必修/85/选
课人数：88/未安排

(10-11节)5-12周/下沙 管理
201/沈笑莉,戴道昆(讲师,讲
师)/(2018-2019-2)-380021142/金融类1801;金融类
1802;金融类1803/必修
/129/选课人数：128/未安排

(10-12节)1-16周/下沙
B231/李慧琼(副教授)/(20182019-2)-0204113-2/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113/未安排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3-02

金融类1804课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形势与政策教育(2)◆

宏观经济学◆

微积分(下)A◆

2

(1-2节)5-12周/下沙 B208/戴
道昆,沈笑莉(讲师,讲师
)/(2018-2019-2)-380021141/CFA1801;CFA1802;金融
类1804/必修/92/选课人数
：92/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B308/王
海(讲师)/(2018-2019-2)0422812-3/金融类1801;金融
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89/未安排

(1-2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3/金融类1803;金
融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96/未安排

3

微积分(下)A◆

体育(二)(板块)

4

(3-5节)1-16周/下沙 B231/王
海敏(副教授)/(2018-20192)-0222314-3/金融类1803;金
融类1804/必修/86/选课人数
：96/未安排

Python语言◆

货币银行学◆

会计学◆

(3-4节)1-16周/下沙 现教
201/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5/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85/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104/傅
利福(讲师)/(2018-2019-2)0601613-6/金融类1804/必修
/42/选课人数：42/未安排

(3-5节)1-16周/下沙 B313/陈
寒玉(副教授)/(2018-20192)-0302313-7/金融类1804/必
修/42/选课人数：45/未安排

星期六

星期日

5
6

下午

7

大学英语(四)◆

Python语言◆

(6-8节)1-16周/下沙 A216/闻
亚云(副教授)/(2018-20192)-0700413-7/金融类1804/必
修/42/选课人数：43/未安排

(6-7节)1-16周/下沙 现教
201/吴海燕(副教授)/(20182019-2)-1277614-5/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85/未安排

8
9
10
晚上

11
12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线性代数(文)◆
(10-12节)1-16周/下沙
B231/李慧琼(副教授)/(20182019-2)-0204113-2/金融类
1803;金融类1804/必修/86/选
课人数：113/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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