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下学期第 9 周教学工作专项督查安排 

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建设良好的学风，营造优良的校风，增强课堂教学

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创建良好的育人环境，质量诊改与督导

办决定于第 9周开展教学工作专项督查工作。督查主要内容：有无提前下课行为、

八个禁止、教学场地 6S 管理及环境卫生等。具体安排及督查要求如下： 

一、督查具体安排 

日期 星期 时间 督查负责人 督查范围 

18 日 星期三 11:55 

钟静、姚济国 教学楼 1楼 

龚全安、旷健玲 教学楼 2楼 

张志湘、曾明 教学楼 3楼 

杜丽茶、赵翾 教学楼 4楼 

伍瑛、彭年 教学楼 5楼 

段圣贤、米志强 教学楼 6楼 

谢小艳、徐娟 体育艺术馆、物流实训楼 

熊丽 科技实训楼 

19 日 星期四 11:55 

钟静、谢小艳 教学楼 1楼 

龚全安、旷健玲 教学楼 2楼 

张志湘、曾明 教学楼 3楼 

彭年、伍瑛 教学楼 4楼 

杜丽茶、赵翾 教学楼 5楼 

段圣贤、米志强 教学楼 6楼 

姚济国、熊丽 科技实训楼 

徐娟、王渊 物流实训楼、体育艺术馆 

备注：若督查人员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的，请另派人员并通知到位。 

二、督查要求 

1、各相关部门严格按要求做好督查工作，并于第 9 周周五（11 月 20 日）

提交专项督查小结至邮箱：36485766@qq.com。小结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有无提

前下课行为及详细情况、“八个禁止”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等。 

2、质量诊改与督导办做好随机抽查工作，并形成督查总结。 

质量诊改与督导办 

2020年 11 月 17日

mailto:36485766@qq.com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1楼督查负责人：钟静、姚济国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WG0161]物流设施与设备 [20200020]罗华丽 38 物管（电商物流）2002 班 教 102(投影 71)   

[GBGG0200]心理健康指导① [20100062]柏海玲 42 计应（Java）2001 班 教 103(投影 72)   

[GBGG0200]心理健康指导① [20080061]王琦 47 物管（企）2001 班 教 104(投影 73)   

[ZBWS0379]成本核算与管理 [99990120]王芳 46 会计 1906 教 105(投影 74)   

[ZBWG1752]仓储配送实务 [20080146]冯梅 37 物管（卓越）2001 班 教 106(投影 75)   

[ZBWG1793]物流专业英语 [20100178]王安 46 物流管理(教改示范)1901 教 108(投影 77)   

[ZBRW0184]高速铁路公共关系与实务 [9990146]汤易成 55 高乘 1901 教 109(投影 78)   

[ZBWG1748]采购物流 [20070161]文俊 15 中德 1901 教 110(投影 79)   

[ZBGJ0019]德语基础 1 [20180334]潘宇星 15 中德 2001 班 教 111(投影 80)   

[ZBWG0076]物流市场营销 [19920175]黄巍 43 物管(供应链)1901 教 112(投影 81)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1143]罗飞 66 B5 教 113(投影 24)   

[ZBGG5130]大学生传统文化修养 [19990273]童清华 85 电商 2004 班 电商 2005 班 教-113(投影 26)   

[RRWL099]军事理论-综合版 [20180063]孙雨欣 76 商务英语 2002班 商务英语 2003班 教 114(投影 23)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2楼督查负责人：龚全安、旷健玲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170]孙严信

子 
80 B5 教 200(投影 7)   

[ZBGG0080]商务函电处理 [20030281]刘洁 43 商英 1901 教 201(投影 58)   

[ZBWS0379]成本核算与管理 [19990233]吴利 45 会计 1902 教 202(投影 59)   

[GBGG0015]应用数学 [20030283]张茁 30 物工 2003 班 教 203(投影 60)   

[ZBGJ0019]德语基础 1 [20160332]谢新泉 19 中德 2002 班 教 204(投影 61)   

[ZBGG5130]大学生传统文化修养 [20200015]饶凯 50 
包装设计 2001 班 商务数据 2001 班 

人工智能 2001 班 
教 205(投影 62)   

[ZBJM0088]前厅服务与管理 [20100292]童一帆 55 酒店 1901 教 206(投影 63)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20090287]赖永晖 57   教 207(投影 64)   

[ZBGC0070]物流工程概论 [20030302]梁飞 27 物工 2001 班 教 208(投影 65)   

[ZBGC0259]仓储与配送实务 [20180324]夏江雪 35 物工 1901 教 209(投影 66)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80133]李娜 35 物管（企）2004 班 教 211(投影 68)   

[ZBWG0223]运输管理实务 [20180184]秦颖 42 物管(供应链)1902 教 212(投影 69)   

[BWGG0001]安全知识 [20150101]戴礼 108 
大数据 2002 班 大数据 2001 班 计应

（Web）2001 班 
教 213(投影 22)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3楼督查负责人：张志湘、曾明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20080279]钟莲英 78   教 300(投影 6)   

[GBGG0016]应用数学 [20030277]李君 46 物管（企）2003 班 教 301(投影 33)   

[ZBJM0006]财务管理 [20080343]陈荣华 45 会计 1907 教 302(投影 34)   

[ZBRW0182]高速铁路概论 [20180301]刘倩 38 高铁乘务 2002 班 教 303(投影 35)   

[ZBJM0006]财务管理 [20050238]凌嫦娥 46 会计 1903 教 304(投影 36)   

[ZBRW0262]乘务员形象设计与化妆 [99990176]高静 38 高铁乘务 2003 班 教 305(投影 37)   

[ZBGG0180]大学语文 A [99990179]刘帅 35 冷链(5)2001 班 教 306(投影 38)   

[ZBWG0289]商务调查与预测 [20080228]周宇 39 商管 1902 教 307(投影 52)   

[ZBWG0311]商务策划实务 [20160245]赖霞红 38 商管 1901 教 308(投影 53)   

[ZBRW097]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10239]李媛 31 金融 1901 教 309(投影 54)   

[ZBWS0423]轻松读懂财务报表 [20110231]周密 35 国贸 1901 教 310(投影 55)   

[ZBJM0065]国际金融 [20180256]唐慧敏 33 国贸 1902 教 311(投影 56)   

[ZBJM0835]物流市场营销 [20150247]肖晓琳 48 电商 1903 教 312(投影 57)   

[ZBWG0215]经济学基础 [20100168]赵琼遐 74 物管(企物)1904 物管(企物)1903 教 313(投影 20)   

[GBGG0155]应用文写作 [20080025]郭瑶 84 
物管（国）2001 班 物管（商贸）2001

班 
教 314(投影 19)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4楼督查负责人：杜丽茶、赵翾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GC0193]液压与气压传动 [20130315]孙彭城 32 汽车(商用车)1901 教 401(投影 27)   

[ZBGC0294]物流运筹技术与方法 [20150317]杨新凤 37 工物 1901 教 402(投影 28)   

[ZBWG0164]物流市场营销 [20080173]邓红霞 46 物管（商贸）1901 物管（留）1905 教 403(投影 29)   

[ZBGC0319]机械设计基础 [20000311]钟双红 29 汽车（新能源）1901 教 404(投影 30)   

[ZBJM0234]经济学基础 [20200010]刘佳敏 23 金融 2001 班 教 405(投影 31)   

[ZBGC0303]新能源汽车概述 [20150316]杨彪 10 汽车（新能源）2001 班 教 406(投影 32)   

[ZBJM0219]物流金融法规 [99991216]石春花 32 金融 1902 教 407(投影 46)  提前 5 分钟 

[ZBGC0383]冷链物流技术与装备 [20150319]花开太 24 冷链 1901 教 408(投影 47)   

[ZBWG0359]物流项目管理 [20080138]马建翠 49 物管（国际）1901 教 409(投影 48)   

[ZBGG0071]人力资源管理 [20110167]张梦雪 50 采购 1901 教 410(投影 49)  提前 2 分钟 

[ZBWG0003]采购管理实务 [20080148]何建崎 42 物管(企物)1901 教 411(投影 50)   

[ZBWG1774]物流地理 [19920166]翟玲英 47 物管(电商物流)1901 教 412(投影 51)  提前 3 分钟 

[ZBGG5130]大学生传统文化修养 [20200016]张亚明 87 营销 2001 班 营销 2002 班 教 414(投影 17)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5楼督查负责人：伍瑛、彭年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5555]刘依慧 60   教 500(投影 4)  提前 3 分钟 

[ZBXX0687]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99991217]刘鹏飞 52 电商 1902 教 501(投影 9)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9992]吴杨 36 商管 2001 班 教 504(投影 12)   

[ZBWS0423]轻松读懂财务报表 [19930229]吴春平 50 电商 1904 电商（留）1907 教 506(投影 14)   

[ZBGG5118]形势与政策 20 下 [20100127]李芳 47 采购 2001 班 教 507(投影 39)   

[ZBGG0080]商务函电处理 [20040275]谭璇 42 商英 1904 教 508(投影 40)   

[ZBWG0014]管理学基础 [20200021]赵阳 41 物管（电商物流）2001 班 教 510(投影 42)   

[ZBGG0372]地方导游基础知识 [20130272]张雅璇 44 旅游 1902 教 511(投影 43)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教学楼 6楼督查负责人：段圣贤、米志强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4444]陈艳红 66   教 600(投影 3)   

[ZBXX0095]网络营销 [20080203]龚芳 49 电商 1905 教 601(7 机)   

[ZBXX0082]图形图像处理 [20150212]黄子宸 48 电商 1901 教 602(8 机)   

[ZBXX0448]Android 开发基础 [20060207]王思义 40 计应(Java)1901 教 605(5 机房)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40201]谢艳梅 44 会展 2001 班 教 606(6 机房)   

[ZBXX0315]JavaScript+Jquery [20160202]杨勇 41 计应(Java)1903 教 608(3 机房)   

[ZBXX0074]数据库基础与应用 [20080198]武献宇 40 物网 1903 教 609(9 机房)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80054]王渊 38 物信 2001 班 教 611(2 机房)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80344]刘建红 33 机器人 2001 班 教 613(11 机房)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体艺馆、图书馆、物流实训楼督查负责人：谢小艳、徐娟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20020282]刘威 45 物管（企）2002 班 体育艺术馆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20030225]李丽 24 酒店管理 2001 班 体育艺术馆 提前 2 分钟下课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19980280]潘朝晖 27 物工 2002 班 体育艺术馆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19920290]李翠琴 36 商管 2002 班 体育艺术馆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20130192]龚俊铭 37 计应（Java）2002 班 体育艺术馆  

[QTXY0008]体育俱乐部活动 [19890032]朱斌 83   体育艺术馆  

[QTXY0008]体育俱乐部活动 [99990067]徐靖 69   体育艺术馆  

[ZBWG0166]市场调查与预测 [20100248]熊英 43 营销 1902 图书馆 601 机房  

[ZBGC0394]可视化编程 [20180322]卢灿 22 电子(物流自动化)1901 物实 206(单片机实训)   

[ZBWG0079]物流运输管理实务 [20150157]缪桂根 53 物信 1902 物信 1901 物实 504(物流软件实训室 1)   

[ZBWG0223]运输管理实务 [20150151]胡艳 51 物管(电商物流)1902 物实 604(物流软件实训室 3)   

[ZBRW0187]形象塑造与形体训练② [20070330]李晓红 56 高乘 1902 形体训练室 1(学生活动中心)   

 

 

 

 

 

 

 

 

 



11 月１８日星期三 11：55 

科技实训楼督查负责人：熊丽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WS0412]会计信息系统应用 [20080236]郁春兰 44 会计 1901 科 202(金融机房) 
 提前10分钟有学生出来，学生自己出来的，

后面被问，又跑回去了 

[ZBXX0416]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与应用 [20180220]刘蔚 39 物网 1902 科 204(物联网实训室 1)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19990104]黄永松 30 冷链 2001 班 科 301(物工机房 2)   

[ZBGC0391]数字电子技术 [20020308]徐淑英 32 工业机器人 1902 科 401(物工机房 1)   

[ZBGG0035]商务英语视听说① [20030284]陶珂 41 商英 1903 科 403(语音室 3)   

[ZBGG0155]商务英语交际① [20090288]肖红梅 40 商务英语 2001 班 科 404(语音室 2)   

[ZBWS0412]会计信息系统应用 [20150244]唐顺之 46 会计 1905 科 501(物贸机房 1)   

[ZBXX0027]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 [20170218]邓佳燕 44 电商 2002 班 科 502(物贸机房 2)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1楼督查负责人：钟静、谢小艳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GG0059]商务英语阅读 [20070285]张冰 43 商英 1901 四[3-4 节] 教 101(投影 70)   

[GBGG0200]心理健康指导① [99990425]钟瑶瑶 44 物管（供）2001 班 四[3-4 节] 教 103(投影 72)   

[ZBGG5118]形势与政策 20 下 [20170131]李志星 38 高铁乘务 2003 班 四[3-4 节] 教 104(投影 73)   

[ZBGG0060]英语语音训练 [99991143]罗飞 41 高铁乘务 2001 班 四[3-4 节] 教 106(投影 75)   

[ZBWG0161]物流设施与设备 [99990124]胡志远 35 快运 2002 班 四[3-4 节] 教 107(投影 76)   

[ZBJM0236]供应链金融实务 [20100254]袁方 32 金融 1902 四[3-4 节] 教 108(投影 77)   

[ZBWS0028]市场营销 [20150247]肖晓琳 15 中德 1901 四[3-4 节] 教 110(投影 79)   

[ZBWG0047]企业管理学基础 [20200021]赵阳 34 中德 2001 班 中德 2002 班 四[3-4 节] 教 111(投影 80)   

[ZBWG0026]进出口报关实务 [20100147]符蓉 49 物管（国际）1901 四[3-4 节] 教 112(投影 81)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0024]周英姿 69 电商 2001 班 物网 2001 班 四[3-4 节] 教-113(投影 26)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0027]韩姝娉 89 会计 2002 班 会计 2003 班 四[3-4 节] 教-114(投影 25)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2楼督查负责人：龚全安、旷健玲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167]刘阳 60   四[3-4 节] 教 200(投影 7)  提前 1 分钟 

[ZBGG0177]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A 
[20200026]左蔚欣 35 冷链(5)2001 班 四[3-4 节] 教 201(投影 58)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20130125]冯霞 47 物管（企）2001 班 四[3-4 节] 教 202(投影 59)  提前 1 分钟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20200025]肖奔 41 物管（电商物流）2001 班 四[3-4 节] 教 203(投影 60)   

[ZBWS0379]成本核算与管理 [19990233]吴利 44 会计 1904 四[3-4 节] 教 204(投影 61)   

[ZBRW0191]高速铁路动车乘务实务 [20180301]刘倩 55 高乘 1901 四[3-4 节] 教 205(投影 62)  提前 2 分钟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170]孙严信子 57   四[3-4 节] 教 206(投影 63)   

[ZBRW0009]会展英语 [20040275]谭璇 54 会展 1901 会展(留)1902 四[3-4 节] 教 207(投影 64)  提前 2 分钟 

[GBGG0016]应用数学 [20030277]李君 42 计应（Java）2001 班 四[3-4 节] 教 208(投影 65)   

[ZBGG0372]地方导游基础知识 [20130272]张雅璇 45 旅游 1901 四[3-4 节] 教 209(投影 66)  提前 2 分钟 

[ZBGG0080]商务函电处理 [20030281]刘洁 42 商英 1902 四[3-4 节] 教 210(投影 67)   

[ZBRW0190]铁路安检理论与实务 [20180300]袁媛 56 高乘 1902 四[3-4 节] 教 211(投影 68)   

[ZBGG0059]商务英语阅读 [20080286]姚丹 42 商英(跨境电商)1905 四[3-4 节] 教 212(投影 69)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212]李芳（外

聘） 
67   四[3-4 节] 教 213(投影 22)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1213]吴彤 69   四[3-4 节] 教 214(投影 21)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3楼督查负责人：张志湘、曾明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人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WG0003]采购管理实务 [20070161]文俊 73 物管(企物)1904 物管(企物)1903 四[3-4 节] 教 300(投影 6)   

[ZBJM0835]物流市场营销 [99990040]王凯 49 电商 1905 四[3-4 节] 教 301(投影 33)   

[ZBJM0182]管理学基础 [20200011]谢重娜 46 营销 2001 班 四[3-4 节] 教 302(投影 34)   

[ZBRW0262]乘务员形象设计与化妆 [99990176]高静 38 高铁乘务 2002 班 四[3-4 节] 教 303(投影 35)   

[ZBJM0006]财务管理 [20080343]陈荣华 45 会计 1907 四[3-4 节] 教 304(投影 36)   

[ZBWS0424]经济法基础(上） [20100241]梁晨曦 33 会计 2005 班 四[3-4 节] 教 305(投影 37)   

[ZBWS0423]轻松读懂财务报表 [20120234]姚伟 49 营销 1901 四[3-4 节] 教 306(投影 38)   

[ZBWS0415]跨境电子商务实操 [20150251]汤澜 33 国贸 1902 四[3-4 节] 教 307(投影 52)   

[ZBWG0311]商务策划实务 [20160245]赖霞红 39 商管 1902 四[3-4 节] 教 308(投影 53)   

[ZBJM0097]统计基础 [19840240]胡军强 45 会计 1902 四[3-4 节] 教 309(投影 54)   

[ZBWS0425]初级会计实务（上） [20150242]李洁琳 53 会计 2004 班 四[3-4 节] 教 310(投影 55)   

[ZBGG0059]商务英语阅读 [20170298]邹玉涵 41 商英 1903 四[3-4 节] 教 311(投影 56)   

[ZBWG1794]国际货代与通关 [20070156]马红萍 42 商英 1904 四[3-4 节] 教 312(投影 57)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174]吴兴旺 71   四[3-4 节] 教 313(投影 20)   

[GBGG0155]应用文写作 [19980289]李意兰 79 商务英语 2003 班 商务英语 2004 班 四[3-4 节] 教 314(投影 19)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4楼督查负责人：彭年、伍瑛 

课程 任课教师 

上

课 

人

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200002]赵晓红 66 电商 2004 班 物网 2002 班 四[3-4 节] 教 400(投影 5)   

[ZBGC0389]汽车机械设计基础 [20000311]钟双红 32 汽车(商用车)1901 四[3-4 节] 教 401(投影 27)   

[ZBGC0294]物流运筹技术与方法 [20150317]杨新凤 24 冷链 1901 四[3-4 节] 教 402(投影 28)   

[ZBGC0193]液压与气压传动 [20130315]孙彭城 29 汽车（新能源）1901 四[3-4 节] 教 403(投影 29)   

[ZBWG0081]现代物流概论 [20070163]严福泉 45 物管（企）2002 班 四[3-4 节] 教 404(投影 30)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80132]陈贞伊 47 采购 2001 班 四[3-4 节] 教 405(投影 31)   

[ZBWG0093]运输实务 [20200019]颜巾明 37 工物 1901 四[3-4 节] 教 406(投影 32)   

[ZBWG0081]现代物流概论 [19920335]肖和山 35 物管（企）2004 班 四[3-4 节] 教 407(投影 46)   

[ZBGC0349]食品冷冻冷藏技术与设备

A 
[20150319]花开太 45 18 冷链 1（5） 四[3-4 节] 教 408(投影 47)   

[ZBGG0071]人力资源管理 [20110167]张梦雪 46 物管（商贸）1901 物管（留）1905 四[3-4 节] 教 409(投影 48)   

[ZBWG0014]管理学基础 [20100165]袁慧英 46 物管（企）2003 班 四[3-4 节] 教 410(投影 49)   

[ZBWG0359]物流项目管理 [20070164]易小云 43 物管(供应链)1901 四[3-4 节] 教 411(投影 50)   

[ZBWG0081]现代物流概论 [20070171]曾玉湘 53 物管（供）2002 班 四[3-4 节] 教 412(投影 51)   

[GBGG0009]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00127]李芳 74 计应（Web）2001 班 物管（国）2001 班 四[3-4 节] 教 414(投影 17)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5楼督查负责人：杜丽茶、赵翾 

课程 任课教师 

上

课 

人

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ZBXX0687]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99991217]刘鹏飞 48 电商 1901 四[3-4 节] 教 501(投影 9)   

[GBGG0200]心理健康指导① [20100045]蔡小博 28 包装设计 2001 班 四[3-4 节] 教 504(投影 12)   

[ZBGG0115]语文 3A [99990080]龚伶俐 48 冷链（5）1901 四[3-4 节] 教 509(投影 41)   

[ZBWX0407]应用统计学 [99991218]彭柱 15 商务数据 1901 四[3-4 节] 教 510(投影 42)   

[GBGG0155]应用文写作 [20200013]毛丽云 72 商管 2001 班 商管 2002 班 四[3-4 节] 教 513(投影 16)   

[ZBWG0359]物流项目管理 [20050137]袁世军 98 
物管(电商物流)1902 物管(电商物

流)1901 
四[3-4 节] 教 514(投影 15)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教学楼 6楼督查负责人：段圣贤、米志强 



课程 任课教师 

上

课 

人

数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GBGG0007]实用英语① [99990166]刘倩 69   四[3-4 节] 教 600(投影 3)   

[ZBXX0082]图形图像处理 [20150212]黄子宸 52 电商 1902 四[3-4 节] 教 601(7 机)   

[ZBXX0074]数据库基础与应用 [20080198]武献宇 40 物网 1901 四[3-4 节] 教 602(8 机)   

[ZBXX0224]计算机网络基础与应用 [20000208]王武 26 物信 1901 四[3-4 节] 教 605(5 机房)   

[ZBWX0404]H5 移动端开发技术 [9154]陈拓 36 计应(Web)1901 四[3-4 节] 教 608(3 机房)   

[ZBXX0082]图形图像处理 [20180221]仉风杨 50 电商 1904 电商（留）1907 四[3-4 节] 教 609(9 机房)   

[ZBXX0314]MySQL 数据库 [19880211]杨立雄 39 计应(Java)1902 计应（留)1903 四[3-4 节] 教 611(2 机房)   

[ZBXX0560]电子商务沙盘 [20150199]孙晓庆 45 电商 2003 班 四[3-4 节] 教 612(1 机房)   

[ZBXX0470]Java 程序设计 [20000193]陈玉林 9 人工智能 2001 班 四[3-4 节] 教 613(11 机房)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100209]杨莉 36 大数据 2001 班 四[3-4 节] 教 614（12 机房）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科技实训楼督查负责人：姚济国、熊丽 

课程 任课教师 上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课 

人

数 

[ZBWS0412]会计信息系统应用 [20080236]郁春兰 46 会计 1903 四[3-4 节] 科 202(金融机房)   

[ZBWG1216]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

真技术 
[20180322]卢灿 32 工业机器人 1901 四[3-4 节] 科 301(物工机房 2)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10214]黄志超 34 会计 2001 班 四[3-4 节] 科 401(物工机房 1)   

[ZBGG0156]商务英语听力① [20090287]赖永晖 40 商务英语 2001 班 四[3-4 节] 科 403(语音室 3)   

[ZBGG0156]商务英语听力① [20090288]肖红梅 35 商务英语 2002 班 四[3-4 节] 科 404(语音室 2)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9992]吴杨 23 金融 2001 班 四[3-4 节] 科 501(物贸机房 1)   

[ZBWS0412]会计信息系统应用 [20150244]唐顺之 46 会计 1906 四[3-4 节] 科 502(物贸机房 2)   

[ZBXX0655]C#程序设计 [20090213]邹志贤 39 物网 1902 四[3-4 节] 
科 504(物联网专用机

房) 
  

 

 

 

 

 

 

11 月１9 日星期四 11：55 

物流实训楼、体艺馆督查负责人：徐娟、王渊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 上课班级构成 节次  地点 督查情况及反馈 



人数 

[ZBGC0291]电气控制技术及应用 [20020312]陈进军 32 工业机器人 1902 四[3-4 节] 物实 203(电子基础实训室)   

[ZBWG0340]Excel在物流管理中的应

用 A 
[20020048]曾明 50 采购 1901 四[3-4 节] 物实 504(物流软件实训室 1)   

[ZBWS0035]营销技能竞赛沙盘实训 [20080224]旷健玲 41 营销 2002 班 四[1-4 节] 物实 604(物流软件实训室 3)   

[ZBXX0591]计算机应用基础 [20040201]谢艳梅 3 
国贸（留）2002 班 金融（留）

2002 班 
四[3-4 节]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20060293]谢礼 38 物信 2001 班 四[3-4 节] 体育艺术馆  

[GBGG0010]体育与健康① [19920290]李翠琴 32 国贸 2001 班 四[3-4 节] 体育艺术馆  

[QTXY0008]体育俱乐部活动 [20020282]刘威 87  四[3-4 节] 体育艺术馆  

[QTXY0008]体育俱乐部活动 [19980280]潘朝晖 87  四[3-4 节] 体育艺术馆  

[QTXY0008]体育俱乐部活动 [99990067]徐靖 62  四[3-4 节] 体育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