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竞赛组 竞赛小组 二级学院 姓名 性别 说课时间 教学设计的课程名称 课程所属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所属专业大

类
手机

1 文科综合 思想政治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汉辉 男 08:15-08:3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 － － 18948040088

2 文科综合 思想政治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丽 女 08:31-08:4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
－ － － 13500028723

3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管理工程学院 陈松燔 男 8:47-9:02 仓储管理实务课程 物流管理 630903 财经商贸大类 13711651437

4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管理工程学院 刘隽 女 9:03-9:18 创业综合管理课程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630607 财经商贸大类 13612896109

5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管理工程学院 梁芬芬 女 9:19-9:34 初创型企业财务基础课程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630607 财经商贸大类 18664758806

6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管理工程学院 张艳荣 女 9:35-9:50 管理学原理课程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630607 财经商贸大类 13556045110

7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财贸经济学院 洪雨 女 9:51-10:06 网站设计与页面制作课程 电子商务 630801 财经商贸大类 18224088160

8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财贸经济学院 吴琳 女 10:07-10:22 网店美工（图形图像处理） 电子商务 630801 财经商贸大类 15217605553

9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信息工程学院 蔡钰莹 女 10:23-10:38 新媒体运营课程 电子商务 630801 财经商贸大类 18819442049

10 文科综合 教育与体育 外语外贸学院 邱安琪 女 10:39-10:54 商务笔译课程 应用英语 670203 教育与体育大类 13392125071

11 文科综合 教育与体育 外语外贸学院 张雪余 女 10:55-11:10 基础英语课程 商务英语 670202 教育与体育大类 13424471267

12 文科综合 教育与体育 外语外贸学院 雍佳 女 11:11-11:26 高级英语课程 商务英语 670202 教育与体育大类 19102040092

13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及其他 时尚设计学院 李鑫 女 11:27-11:42 品牌终端整合设计课程 广告设计与制作 650103 文化艺术大类 18929513274

14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及其他 时尚设计学院 杨柳 女 11:43-11:58 UI设计课程 广告设计与制作 650103 文化艺术大类 13560249466

15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及其他 时尚设计学院 马奎 男 13:30-13:45 字体设计课程 艺术设计 650101 文化艺术大类 13560238136

16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及其他 建筑设计学院 聂隽怡 女 13:46-14:01 公共空间设计课程 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 文化艺术大类 13416173987

17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及其他 管理工程学院 许宝利 男 14:02-14:17 咖啡文化与咖啡调制课程 酒店管理 640105 旅游大类 18588582673

18 理工综合 公共基础 博雅教育学院 苏娜娜 女 14:18-14:33 大学生艺术修养课程 － － － 15989110352

19 理工综合 公共基础 信息工程学院 任颖燕 女 14:34-14:49 计算机应用课程 － － － 13570380374

20 理工综合 公共基础 外语外贸学院 张洁 女 14:50-15:05 公共外语课程 － － － 13533197927

21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信息工程学院 秦琳媛 女 15:06-15:21 网站前台开发技术（HTML5+CSS3）课程 软件技术 610205 电子信息大类 18819498224

22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信息工程学院 王淑群 女 15:22-15:37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201 电子信息大类 18898425696

23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信息工程学院 陈师哲 男 15:38-15:53 网络设备配置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电子信息大类 18300135700

24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信息工程学院 冯方丽 女 15:54-16:09 使用sql server管理和查询数据课程 软件技术 610205 电子信息大类 18587933928

25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信息工程学院 麦康泉 男 16:10-16:25 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 电子信息大类 13570564912

26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星力量文化创意学院 钟晓韵 女 16:26-16:41 动漫技法2（速写）课程 动漫制作技术 610207 电子信息大类 13268000788

27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星力量文化创意学院 国晓芬 女 16:42-16:57 创意思维与创新实践（含前沿技术）课程 动漫制作技术 610207 电子信息大类 18925112223

28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学院 秦禹 男 16:58-17:13 机电产品开发与推广课程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装备制造大类 15913138196

29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学院 张立红 女 17:14-17:29 三维建模与工程制图课程 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装备制造大类 18520235986

30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学院 王俊阳 女 18:45-19:00 单片机控制技术课程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装备制造大类 18275848638

31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尹嵩杰 男 19:01-19:16 药物制剂技术课程 药学 620301 医药卫生大类 18819136051

32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胡明月 女 19:17-19:32 中药炮制技术课程 中药学 620302 医药卫生大类 13202090587

33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柳又琳 女 19:33-19:48 临床药物治疗学课程 药学 620301 医药卫生大类 15889950997

34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王丽 女 19:49-20:04 中药鉴定技术课程 中药学 620302 医药卫生大类 18102254606

35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江燕妮 女 20:05-20:20 应用微生物与免疫学课程 药学 620301 医药卫生大类 18825117036

36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药学院 冯伟 男 20:21-20:36 有机化学课程 药学 620301 医药卫生大类 13570503129

37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护理学院 崔丽娜 女 20:37-20:52 基础护理学课程 护理 620201 医药卫生大类 13925053708

38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健康管理学院 邓华明 女 20:53-21:08 有机化学课程 医学检验技术 620401 医药卫生大类 13631367459

39 理工综合 医药卫生 公益慈善学院 周丹纯 女 21:09-21:24 团体心理咨询课程 心理咨询 620804 医药卫生大类 189266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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