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2018  学年第 2 学期试卷目录

单位：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序号 开课单位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 授课班级 人数 考试形式 存放地点 备注 教研室

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88 C#程序设计 钱爱兵 信管17 40 闭卷 B13-535 医药信息资源管理教研室

2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90 保险统计学 张惠东 社保16 48 闭卷 B13-535 医疗保险教研室

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70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肖增敏 电商15 57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基础教研室

4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09 财务管理 张丹丹 营销16 53 闭卷 B13-535 财务管理与会计教研室

5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1337 电子商务概论* 卞琦娟 电商17 40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技术教研室

6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83 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理* 邓敏 电商15 57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基础教研室

7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14 公共经济学 孙瑞玲 公管163 62 闭卷 B13-535 医疗保险教研室

8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14 公共经济学 孙瑞玲 社保16 48 闭卷 B13-535 医疗保险教研室

9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19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罗凤琦 公管151 58 闭卷 B13-535 财务管理与会计教研室

10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19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罗凤琦 公管152 57 闭卷 B13-535 财务管理与会计教研室

1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78 管理信息系统 潘芳 公管153 57 闭卷 B13-535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研室

12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78 管理信息系统 潘芳 社保15 52 闭卷 B13-535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研室

1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75 管理信息系统 宋慧勇 信管15 51 闭卷 B13-535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研室

14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1542 管理学 杨玮 电商17 40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技术教研室

15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42 管理学 卫陈 公管173 40 闭卷 B13-535 公共管理基础教研室

16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42 管理学 卫陈 社保17 48 闭卷 B13-535 公共管理基础教研室

17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42 管理学 卫陈 信管17 40 闭卷 B13-535 公共管理基础教研室

18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42 管理学 肖增敏 药管17 39 闭卷 B13-535 公共管理基础教研室

19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42 管理学 徐佩 营销17 40 闭卷 B13-535 公共管理基础教研室

20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60 国际金融* 吴昀科 国贸151 41 闭卷 B13-535 金融学教研室

2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60 国际金融* 吴昀科 国贸152 43 闭卷 B13-535 金融学教研室

22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80 国际贸易理论 马澜 国贸16 58 闭卷 B13-535 国际贸易教研室

2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1309 宏观经济学* 韩菡 公管161 59 闭卷 B13-535 经济学教研室 

24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1309 宏观经济学* 韩菡 公管162 58 闭卷 B13-535 经济学教研室 

25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85 会计学 王莉 营销151 41 闭卷 B13-535 财务管理与会计教研室

26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85 会计学 王莉 营销152 40 闭卷 B13-535 财务管理与会计教研室

27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22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杜珍媛 社保15 52 闭卷 B13-535 经济法学教研室

28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697 民商法基础 王艳翚 药管16 61 闭卷 B13-535 经济法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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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48 市场营销学* 汤少梁 电商16 58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基础教研室

30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50 统计学* 助教张惠东 公管161 59 闭卷 B13-535 外教 医疗保险教研室

3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50 统计学* 助教张惠东 公管162 58 闭卷 B13-535 外教 医疗保险教研室

32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06 统计学 杨小燕 公管163 62 闭卷 B13-535 计量经济学教研室

3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06 统计学 卜胜娟 国贸16 58 闭卷 B13-535 计量经济学教研室

34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06 统计学 杨小燕 信管16 51 闭卷 B13-535 计量经济学教研室

35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08 微观经济学 熊季霞 国贸17 41 闭卷 B13-535 经济学教研室 

36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08 微观经济学 李洁 营销17 40 闭卷 B13-535 经济学教研室 

37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15 卫生事业管理学 倪语初 公管153 57 闭卷 B13-535 卫生政策与卫生事业管理教研室

38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09 信息分析与决策 潘芳 信管15 51 闭卷 B13-535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研室

39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56 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 罗凤琦 电商15 57 闭卷 B13-535 电子商务基础教研室

40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90 信息组织原理 刘艳华 信管17 40 闭卷 B13-535 医药信息资源管理教研室

4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679 药品质量管理（5GP） 白庚亮；杨勇 药管15 54 闭卷 B13-535 药事管理与药物经济学教研室

42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355 药物经济学 华东 药管15 54 闭卷 B13-535 药事管理与药物经济学教研室

43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026 医疗保险 彭翔 社保15 52 闭卷 B13-535 医疗保险教研室

44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531 医药企业管理学 王希泉 营销16 53 闭卷 B13-535 企业管理教研室

45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916 医药市场调查与预测 宋宝香 营销16 53 闭卷 B13-535 市场营销教研室

46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88 医药市场营销学 任娟 国贸151 41 闭卷 B13-535 市场营销教研室

47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788 医药市场营销学 任娟 国贸152 43 闭卷 B13-535 市场营销教研室

48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61 运筹学 李湘君 信管16 51 闭卷 B13-535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研室

49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480 中国药事法 白庚亮 药管15 54 闭卷 B13-535 药事管理与药物经济学教研室

50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880 专业沟通技能* 陈丹丹 公管171 36 闭卷 B13-535 市场营销教研室

51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010880 专业沟通技能* 陈丹丹 公管172 37 闭卷 B13-535 市场营销教研室

备注：1.试卷分析系统：http://kszx.njucm.edu.cn/juanku/，或者从教务处主页链接进入。2.登录名：教研室拼音首字母；初始密码123456。举例：经济学教研室-账号j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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