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晚

大数据分析专题  谭常春，周志翔 3-

10周  1-4节 翠六教101

大数据分析专题  谭常春，周志翔 3-

10周  1-4节 翠六教101

环境计量文献研读  朱付彪 7-8周 5-

8节  翠六教103

环境计量文献研读  朱付彪 7-8周 5-

8节 翠六教103

注：1.11周考试周不安排公共课及专业课
    2.创新经济学、创新与知识经济文献研读 课程由任课教师（时省、侯伯军等）自排。

高级宏观经济学（2） 周华东 7-
15周 1-2节 翠八教204

 
产业与区域经济文献研读  刘晨
跃 陶爱萍  3-10周 3-4节 翠六
教403
高级产业经济学  韩龙艳，陶爱
萍 12-19周  3-4节 翠六教403

环境计量文献研读  朱付彪 3-8
周 5-8节 翠六教103

环境计量文献研读  朱付彪 3-8
周 5-8节 翠六教103
金融计量理论与方法  柯睿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1

经济数据分析与软件应用  沈言
言  5-8周  1-4节 翠八教307

经济数据分析与软件应用  沈言
言  5-8周  1-4节 翠八教307
空间经济学 朱晨  12-19周 3-4
节 翠八教309
高级国际经济学理论专题 张先锋
12-19周 3-4节 翠八教307

高级微观经济学（2）  吴文生
3-10周 5-6节 翠八教105
论文写作  彭飞 朱潇璇 吴华清
16-19周 5-8节 翠六教201

论文写作  彭飞 朱潇璇 吴华清
16-19周 5-8节 翠六教201

高级微观经济学（2）  吴文生
3-10周 5-6节 翠八教10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刘晨跃 12-
19周 5-8节 翠六教110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刘晨跃 12-
19周 5-8节 翠六教110

最优化方法  戴习民 1-8周 3-4
节 翠三教101
高级计量经济学（2）  谭常春
9-17周 3-4节 翠七教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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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最优化方法  戴习民 1-8周 1-2
节 翠三教101
高级计量经济学2  谭常春 9-17
周 1-2节 翠七教302

 
产业与区域经济文献研读  刘晨
跃， 陶爱萍 3-10周 3-4节 翠六
教403
高级产业经济学  韩龙艳，陶爱
萍 12-19周 3-4节 翠六教4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才华 1-6周 5-7节 翠三教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荣兆梓，谢众 7-15周 5-8节 翠
八教10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
才华 1-6周 5-7节 翠三教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荣兆梓，谢众 7-15周 5-8节 翠
八教105

自然辩证法  王能能 1-6周 1-3
节                         高
级宏观经济学（2）  周华东  7-
15周 1-2节 翠八教204

自然辩证法  王能能 1-6周 1-3
节 翠三教106
空间经济学  朱晨 12-19周  3-4
节 翠八教309
高级国际经济学理论专题 张先锋
12-19周 3-4节 翠八教307
金融计量理论与方法  柯睿  12-
19周 3-4节 翠十二教201



2021-2022学年经济学院第二学期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表 (2022.03-2022.07)

   星 期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
午

1

公司金融实务专题 高玲玲 2-9

周  1-2节 翠三教208                              

公司投资价值分析  王海涛  2-9周  

1-2节 翠十二教203                           

区块链技术基础  周志翔  12-19周  

1-2节 翠十一教306                                                                                    

自然辩证法 王能能 1-6周 1-3节 

翠三教106                           

金融法002班 鲁忠江 7-10周 1-4节  

翠五教306

公司投资价值分析  王海涛  2-9周  

1-2节翠十二教203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1-2

节 翠三教307

公司金融实务专题  高玲玲 2-9周 

1-2节 翠三教208

金融法001班 鲁忠江  2-5周 1-4节  

翠三教208                                                              

金融经济学 宋平凡 7-19周 1-4节   

翠七教306                     

2

3
机器学习  谭常春  2-9周  3-4

节 翠七教403                                  

金融数据分析  吴文生  12-19

周  3-4节 翠十二教202         

证券市场技术分析   王海涛  2-9

周 3-4节  翠十二教203                          

数据科学与金融计算 柯睿  12-19

周 3-4节  翠十二教201    

金融法 鲁忠江  7-10周 1-4节

（062班）翠五教306                                

金融数据分析  吴文生  12-19周  

3-4节 翠十二教202 

证券市场技术分析   王海涛  2-9

周 3-4节 翠十二教203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3-4节  翠十二教204     

机器学习  谭常春  2-9周  3-4节 

翠七教403

金融法 鲁忠江  2-5周 1-4节  

（061班） 翠三教208                                        

金融经济学 宋平凡 7-19周 1-4节   

翠七教306 

4

下
午

5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

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节 翠三教307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

节 翠三教308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

节 翠三教309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

节 翠三教310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

节 翠三教311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财务共享  朱卫东  12-19周  5-6

节 翠三教312

6

7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

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4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5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6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7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8                

资本市场实务专题  张本照  2-9周  

5-8节  翠三教30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朱扬光  12-

19周 7-8节   翠十二教209                

8

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李才

华 1-6周 9-11节   翠三教104                      

企业并购与重组  丁涛  3-8周 9-

11节 翠五教306  

注： 11周考试周不安排公共课及专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