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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专科（二） 2016常用护理技术 必修 72考试 54 18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1B
临床专科（二） 2016传染病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2B
临床专科（二） 2016儿科学 必修 54考试 40 14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02B
临床专科（二） 2016耳鼻喉科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3B
临床专科（二） 2016口腔科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4B
临床专科（二） 2016Ⅱ内科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05B
临床专科（二） 2016皮肤病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5B
临床专科（二） 2016Ⅱ外科学 必修 90考试 60 30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07B
临床专科（二） 2016眼科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专16301～04 无方向163016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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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2017护理学导论 必修 36考试 36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153001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基础诊断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153002B
护理 2017健康评估 必修 72考查 54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153049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Ⅰ内科学 必修 72考查 48 24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15302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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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超声诊断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40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儿科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19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妇产科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20B
护理学 2016护理教育学 选修 24考查 24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52033Z
护理学 2016护理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28 8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52140B
护理学 2016Ⅱ护理学基础 必修 72考试 36 36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52143B
医学检验技术 2016疾病学概要 必修 126考试 90 36 医学检验技术专16301～02 无方向153043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疾病学概要 必修 108考查 90 18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152127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内科学基础 选修 54考查 36 18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52026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外科学 必修 36考查 36 0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52022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Ⅱ外科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25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五官科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41B
针灸推拿 2016西医内科学 必修 80考试 60 20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153052B
针灸推拿 2016西医外科学 必修 64考查 52 12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153051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Ⅱ医学影像诊断学 必修 144考试 96 48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39B
医学影像技术（一） 2016影像检查技术学 必修 90考试 60 30 医学影像专16301 无方向153042B
针灸推拿 2016影像诊断学 必修 32考试 22 10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163008B
护理学 2016中医护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5201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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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 2015传染病学 必修 24考查 24 0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152012B
药学 2015儿科学 必修 36考试 36 药学本15401～03 临床药学方向152031B
药学 2015妇产科学 必修 36考试 36 药学本15401～03 临床药学方向152010B
医学影像学 2015临床医学导论 必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152116B
口腔医学 2015内科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152015B
药学 2015内科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药学本15401～03 临床药学方向152016B
医学信息工程 2015内科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52017B
药学 2015外科学 必修 54考查 54 药学本15401～03 临床药学方向152123B
法医学 2015外科学总论 必修 36考试 24 12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152022B
口腔医学 2015外科学总论 必修 45考试 27 18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152022B
麻醉学 2015外科学总论 必修 36考试 24 12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152022B
中医学 2015物理诊断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152099B
法医学 2015医学影像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152003B
临床医学 2015医学影像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152003B
麻醉学 2015医学影像学 必修 45考查 30 15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152004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医学影像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152003B
中医学 2015Ⅱ中医内科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2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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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一） 2014CT、MR诊断学 必修 81考试 41 4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105B
医学影像学（一） 2014超声诊断学 必修 72考试 36 36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107B
临床医学（一） 2014传染病学 必修 36考查 28 8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011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传染病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024Z
临床医学（一） 2014儿科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029B
法医学 2014耳鼻喉科学 必修 18考试 18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34B
临床医学（一） 2014耳鼻喉科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37B
医学影像学（一） 2014放射诊断学 必修 120考试 60 6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112B
医学影像学（一） 2014放射治疗学 必修 32考查 22 1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61B
口腔医学（一） 2014行为医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30Z
临床医学（一） 2014行为医学 选修 36考查 36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030Z
麻醉学（一） 2014行为医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30Z
医学影像学（一） 2014行为医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30Z
医学影像学（一） 2014核医学 必修 40考查 28 12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60B
医学影像学（一） 2014介入放射学 必修 40考查 28 12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59B
口腔医学（一） 2014口腔材料学 必修 32考查 24 8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7B
口腔医学（一） 2014Ⅱ口腔颌面外科学 必修 54考试 34 2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4B
口腔医学（一） 2014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 必修 45考查 23 22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8B
法医学 2014口腔科学 必修 18考试 18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14B
口腔医学（一） 2014Ⅱ口腔内科学 必修 90考试 60 3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6B
口腔医学（一） 2014Ⅱ口腔修复学 必修 63考试 34 29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2B
口腔医学（一） 2014口腔预防医学 必修 36考试 28 8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0B
麻醉学（一） 2014临床麻醉学 必修 126考试 90 36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14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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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一） 2014临床医学技能培训 必修 30考查 0 30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150B
临床医学（一） 2014Ⅱ内科学 必修 100考试 60 40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53B
法医学 2014皮肤性病学 必修 18考查 18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38B
临床医学（一） 2014皮肤性病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54B
针灸推拿学 2014皮肤性病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152025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神经病学 必修 32考查 28 4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130B
麻醉学（一） 2014疼痛诊疗学 必修 45考试 36 9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78B
临床医学（一） 2014外科技能 必修 54考查 0 54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60B
临床医学（一） 2014Ⅱ外科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62B
麻醉学（一） 2014危重病医学 必修 135考试 81 54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81B
麻醉学（一） 2014五官科学 必修 54考查 44 10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51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西医儿科学 必修 48考查 36 12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089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西医妇科学 必修 72考查 54 18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090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Ⅱ西医内科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085B
中医学(一) 2014Ⅱ西医内科学 必修 48考试 36 12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84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Ⅱ西医外科学 必修 48考试 36 12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152088B
中医学(一) 2014西医外科学总论 必修 64考查 48 16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101B
法医学 2014眼科学 必修 18考试 18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152036B
临床医学（一） 2014眼科学 必修 27考查 18 9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164B
医学影像学（一） 2014医疗损害责任法 选修 18考查 18 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39Z
口腔医学（一） 2014医学损害责任法 选修 18考查 18 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39Z
临床医学（一） 2014医学损害责任法 选修 18考查 18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039Z
中医学(一) 2014医学影像学 必修 48考查 36 12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0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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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一） 2014医院感染学 选修 18考查 18 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152041Z
临床医学（一） 2014医院感染学 选修 18考查 18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152041Z
针灸推拿学 2014针灸治疗学 必修 90考试 60 3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152129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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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 2017动物解剖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C035B
动物医学 2017动物解剖学实验 必修 24考查 0 24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D035B
动物科学 2017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B008B
动物药学 2017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必修 48考试 48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0C037B
动植物检疫 2017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0C036B
动物药学 2017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实验 必修 24考查 24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0D036B
动植物检疫 2017动物形态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0D044B
动物科学 2017动物形态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D046B
动物药学 2017动物形态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0D046B
动物医学 2017动物形态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D045B
动物科学 2017动物学 选修 32考查 24 8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B002Z
动物医学 2017动物组织胚胎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C048B
动物医学 2017动物组织胚胎学实验 必修 24考查 0 24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0D056B
草业科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动物科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Z
动物药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动物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Z
动植物检疫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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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 2016畜牧微生物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6401～04 动物科学方向102029B
动物科学 2016畜牧微生物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6401～04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029B

动物科学 2016动物病理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动物科学本16401～04 畜牧兽医方向102074B
动物药学 2016动物病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02075B
动物医学 2016动物病理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07B
动植物检疫 2016动物病理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02007B
动植物检疫 2016动物病原微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02060B
动物科学 2016动物遗传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34B
动物医学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092047Z
动植物检疫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092047Z
动物科学 2016机械制图与机械基础 必修 72考查 62 10 动物科学本16401～04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089B

动物药学 2016科研方法 选修 18考查 18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02007Z
动物医学 2016科研方法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07Z
动植物检疫 2016科研方法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02007Z
动物药学 2016生物统计附实验设计 必修 54考试 48 6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02030B
动物医学 2016生物统计附实验设计 必修 54考试 48 6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30B
动物科学 2016生物统计附试验设计 必修 54考试 48 6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98B
动物药学 2016兽医微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02105B
动物医学 2016兽医微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105B
动物科学 2016饲草生产学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20Z
动物医学 2016现代生物化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65Z
动植物检疫 2016现代生物化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0206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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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检疫 2016药用动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02011Z
动物科学 2016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10200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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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 2015草地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70B
动物医学 2015宠物美容与护理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062Z
动物科学 2015宠物饲养技术 选修 18考查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78Z
动物科学 2015畜牧业经济管理 必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科学方向102073B
动物药学 2015动物毒理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077B
动植物检疫 2015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 必修 18考查 18 0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078B
动物科学 2015动物寄生虫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畜牧兽医方向102079B
动物科学 2015动物细胞与胚胎工程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77Z
动物科学 2015动物营养研究进展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092Z

动物科学 2015分子生物学 必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86B
动物药学 2015分子生物学 必修 36考试 36 0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086B
动植物检疫 2015生物入侵与生态保护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097Z
动植物检疫 2015生物统计附实验设计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097B
动物科学 2015实验动物学 选修 18考查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79Z
动植物检疫 2015食品理化检验学 必修 80考试 36 44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061B
动植物检疫 2015食品微生物检验学 必修 80考试 60 20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027B
动物药学 2015兽药残留分析 选修 36考查 24 12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01Z
动物医学 2015兽药残留检测技术 选修 36考查 18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102Z
动物药学 2015兽医法规 必修 36考试 36 0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00B
动物医学 2015兽医法规 必修 36考试 36 0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100B
动物医学 2015兽医临床诊断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动物医学方向102102B
动物科学 2015兽医免疫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动物科学本15401～03 畜牧兽医方向102103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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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 2015兽医外科手术学 必修 45考试 18 27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动物医学方向102017B
动物医学 2015兽医外科学 必修 45考试 27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动物医学方向102016B
动物科学 2015饲料分析与质量检测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107B

动物科学 2015饲料加工工艺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108B

动物科学 2015饲料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37B
动物科学 2015特种经济动物养殖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无方向102030Z
动物科学 2015兔生产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科学方向102111B
动物科学 2015兔生产学 必修 36考查 30 6 动物科学本15401～03 畜牧兽医方向102112B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疾病防治进展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036Z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疾病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动物医学方向102114B
动植物检疫 2015小动物疾病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无方向102105Z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临床诊断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宠物疾病防治方向102115B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实验室诊断研究进展 选修 18考查 18 0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106Z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外科手术学 必修 45考试 18 27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宠物疾病防治方向102046B
动物医学 2015小动物外科学 必修 45考试 27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宠物疾病防治方向102045B
动物药学 2015药物代谢动力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07Z
动植物检疫 2015植物检疫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动植物检疫本15401～02 植物检疫102122B
动物药学 2015制药工程学 选修 36考查 36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11Z
动物药学 2015中草药化学 选修 54考查 36 18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12Z
动物药学 2015中兽医学 选修 54考查 42 12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13Z
动物药学 2015中药学与生药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25B
动物药学 2015中药药剂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动物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02126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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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 2015中药药剂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医学本15401～04 宠物疾病防治方向102127B
动物科学 2015猪生产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科学方向102128B
动物科学 2015猪生产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动物科学本15401～03 畜牧兽医方向102128B
动物科学 2015猪营养与生产学 必修 54考试 44 10 动物科学本15401～03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

向

102129B

动物医学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0 动物医学本15401～04 无方向102001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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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务 2017保险法 选修 36考查 36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04Z
旅游管理 2017导游基础知识 必修 90考试 58 32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49B
应用心理学 2017动物实验 课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D009B
学前教育 2017儿童发展心理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C003B
法律事务 2017法律逻辑学 必修 54考试 54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10B
酒店管理 2017饭店管理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0B
酒店管理 2017饭店管理概论 必修 54考试 54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0B
学前教育 2017Ⅰ观摩教学实践 必修 考查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D013B
学前教育 2017教育哲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C029Z
酒店管理本 2017Ⅱ经管类数学 必修 48考查 48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B017B
法律事务 2017经济理论与实务 选修 36考查 36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05Z
酒店管理 2017酒店公共关系学 必修 72考查 56 16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2B
酒店管理 2017酒店公关礼仪 必修 54考试 42 1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2B
酒店管理本 2017酒店管理概论 必修 48考试 48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B029B
酒店管理 2017酒店市场营销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1B
酒店管理 2017酒店市场营销 必修 54考试 54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71B
酒店管理 2017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43057B
酒店管理 2017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43057B
旅游管理 2017旅游法规 必修 90考试 90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50B
酒店管理 2017旅游经济学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54B
酒店管理 2017旅游经济学 必修 54考试 54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54B
酒店管理 2017旅游心理学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63B
酒店管理 2017旅游心理学 必修 54考试 54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6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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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英语 2017旅游学概论 必修 36考试 36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013067B
酒店管理本 2017旅游与酒店心理学 必修 32考查 32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C021B
临床医学 201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13002B

法律事务 2017民法学 必修 108考试 108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11B
应用心理学 2017Ⅱ普通心理学 必修 68考试 56 1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B016B
应用心理学 2017人际交往心理学 选修 32考查 3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C055Z
应用心理学 2017人体解剖生理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B035B
酒店管理本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历史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历史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学前教育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应用心理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旅游管理 2017生态旅游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81B
学前教育 2017外国教育史 必修 48考试 48 0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B039B
酒店管理本 2017西方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B040B
学前教育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16考试 16 0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B041B
应用心理学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16考查 16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B041B
酒店管理本 2017信息管理技术 必修 16考查 16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B051B
法律事务 2017刑法学 必修 108考试 108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12B
电子商务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法律事务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护理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13003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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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酒店管理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酒店管理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旅游管理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旅游英语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美术教育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商务英语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数学教育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音乐教育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013003B
英语教育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语文教育 2017形势与政策 必修 18考查 18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13003B
学前教育 2017学前教育法规与政策 必修 考查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D043B
应用心理学 2017学习心理学 选修 32考查 3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C089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医学伦理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1B002Z
法医学 2017医学心理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1C094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医学心理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1B003Z
财务管理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草业科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电子信息类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01A005B
动物科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01A005B
动物药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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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01A005B
动植物检疫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俄语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法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1A005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汉语言文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护理学（四）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化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环境设计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环境设计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01A005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经济与金融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酒店管理本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康复治疗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口腔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1A005B
临床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1A005B
临床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1A005B
麻醉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1A005B
美术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秘书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农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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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商务英语本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生物信息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市场营销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01A005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体育教育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统计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舞蹈表演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舞蹈表演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01A005B
舞蹈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物理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学前教育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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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药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医学影像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1A005B
音乐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01A005B
音乐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英语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01A005B
应用化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应用心理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1A005B
园艺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1A005B
针灸推拿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1A005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1A005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制药工程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1A005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1A005B
中药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1A005B
中医学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1A005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2考试 24 8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1A005B
旅游管理 2017中国旅游地理 必修 54考试 54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51B
旅游管理 2017Ⅱ中国通史 必修 54考查 54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48B
酒店管理本 2017Ⅰ专业见习 必修 考查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D048B
酒店管理本 2017Ⅱ专业见习 必修 考查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1D04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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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2016儿童家庭教育学 必修 36考试 36 0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12109B
学前教育 2016儿童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选修 36考查 36 0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12126Z
法医学 2016法学基础理论 必修 54考试 54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40B
旅游管理 2016饭店管理 必修 72考试 72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58B
法律事务 2016国际私法 必修 72考试 72 法律事务专16301 无方向013016B
法律事务 2016行政与行政诉讼 必修 90考试 90 法律事务专16301 无方向013018B
旅游管理 2016河北旅游概论 选修 36考查 20 16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14Z
旅游管理 2016计调实务 选修 36考查 36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40Z
美术教育 2016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美术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013005B
数学教育 2016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数学教育专16301 无方向013005B
音乐教育 2016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013005B
英语教育 2016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013005B
语文教育 2016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013005B
应用心理学 2016精神障碍诊断 选修 18考查 18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85Z
酒店管理本 2016酒店前厅客房管理 必修 54考试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89B
酒店管理本 2016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必修 54考试 54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84B
酒店管理本 2016酒店市场营销 必修 36考试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83B
酒店管理本 2016酒店与度假村规划开发 选修 36考查 28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40Z
酒店管理本 2016康乐服务与管理（滑雪服务） 必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90B
旅游管理 2016旅游公关实务 必修 54考查 54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59B
旅游管理 2016旅游规划与开发 必修 54考查 54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60B
旅游管理 2016旅游市场营销 必修 72考试 72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62B
旅游管理 2016旅游心理学 必修 54考试 54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6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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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2016Ⅱ旅游英语 必修 54考查 54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56B
针灸推拿学 201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36考试 36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12135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必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072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必修 54考试 54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053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毛泽东思想和特设理论实践课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137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毛泽东思想和特设理论实践课 必修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012137B
通信工程 2016毛泽东思想和特设理论实践课 必修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12137B
信息工程 2016毛泽东思想和特设理论实践课 必修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12137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毛泽东思想和特设理论实践课 必修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012137B
财务管理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动物科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012009B
动物药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动物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012009B
动植物检疫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法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12009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汉语言文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护理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化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环境设计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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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本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口腔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12009B
历史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临床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12009B
麻醉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12009B
美术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秘书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农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日语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商务英语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市场营销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通信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统计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统计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舞蹈表演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舞蹈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物理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36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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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学前教育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药物制剂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药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医学影像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12009B
音乐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英语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012009B
应用化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应用心理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园艺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园艺本16401～04 无方向012009B
针灸推拿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12009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制药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12009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12009B
中药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中医学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12009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概论 必修 72考试 72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12009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必修 72考试 7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1200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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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概论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美学 选修 20考查 20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121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民族与宗教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033Z
旅游管理 2016模拟导游实务 必修 36考查 36 旅游管理专16301 无方向013041Z
法律事务 2016票据法 选修 36考查 36 法律事务专16301 无方向013007Z
应用心理学 2016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44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社会学 必修 72考试 72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139B
酒店管理本 2016生态旅游学 选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42Z
应用心理学 2016Ⅰ实验心理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12B
历史学 2016Ⅱ世界近代史 必修 72考试 72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39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市场营销学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005Z
历史学 2016西方史学史 必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102B
应用心理学 2016心理测量学 必修 72考试 64 8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16B
应用心理学 2016心理辅导实务 必修 72考查 36 36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148B
应用心理学 2016心理问题评估 选修 18考查 18 0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12086Z
法律事务 2016刑事诉讼法 必修 90考试 90 法律事务专16301 无方向013017B
学前教育 2016学前教育学 必修 54考试 54 0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12084B
法医学 2016医事法规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12070Z
法医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12068Z
口腔医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12068Z
临床医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12068Z
麻醉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12068Z
医学影像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12068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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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学 2016医学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12068Z
学前教育 2016幼儿手工制作 选修 36考查 18 18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12105Z
法律事务 2016证券法 选修 36考查 36 法律事务专16301 无方向013008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Ⅱ政治经济学 必修 54考试 54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055B
历史学 2016中国法制史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15Z
历史学 2016中国近代文化史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8Z
历史学 2016中国历史地理 选修 18考查 18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119Z
酒店管理本 2016中国民俗文化 选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12141Z
历史学 2016中国民俗文化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07Z
历史学 2016中国史前沿讲座 选修 18考查 18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090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中国文化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12122Z
历史学 2016中国现代史 必修 72考试 72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12162B
酒店管理 2016专业实习 必修 考试 酒店管理专16301 无方向B000005
酒店管理 2016专业实习 必修 考试 酒店管理专16301 无方向B000005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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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2015SPSS原理及其应用 必修 72考试 54 18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24B
学前教育 2015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选修 27考查 9 18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51Z
酒店管理 2015毕业实习 必修 考试 酒店管理专15301 无方向B000003
酒店管理 2015毕业实习 必修 考试 酒店管理专15301 无方向B000003
应用心理学 2015变态心理学 必修 54考试 48 6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99B
历史学 2015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 必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7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发展社会学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115Z
学前教育 2015发展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25Z
法律事务 2015法律文书写作 必修 36考试 36 法律事务专15301 无方向013025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公务员知识专题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042Z
历史学 2015国际风云人物评析 选修 18考查 18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97Z
法律事务 2015国际经济法 必修 54考试 54 法律事务专15301 无方向013026B
商务英语 2015国际商法 必修 34考查 34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9B
历史学 2015国际时事专题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74Z
美术教育 2015教学法 必修 36考试 36 美术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55B
学前教育 2015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必修 36考试 36 0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30B
化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012122B
历史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数学本15401 无方向012122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2B
物理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012122B
英语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012122B
英语 2015旅游学概论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旅游方向课程01212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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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2015Ⅲ旅游英语 必修 36考查 36 旅游管理专15301 无方向013057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Ⅱ论
必修 72考试 72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119B

历史学 2015美国史专题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14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民法学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040Z
应用心理学 2015社会心理学 必修 72考试 72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20B
历史学 2015史学概论 必修 54考试 54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43B
历史学 2015史学论文写作 必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41B
历史学 2015世界史前沿讲座 选修 18考查 18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96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必修 54考试 54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064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诉讼法学 选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114Z
学前教育 2015胎教原理与方法 选修 36考查 36 0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077Z
应用心理学 2015团体心理辅导 选修 54考查 27 27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128Z
历史学 2015西方社会思想史 选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95Z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5现代西方经济学 必修 54考试 54 思想政治教育本15401～02 无方向012069B
应用心理学 2015箱庭及催眠技术 选修 36考查 12 24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87Z
应用心理学 2015心理学研究方法 必修 72考试 72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22B
学前教育 2015学前教育发展动态 必修 54考查 54 0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11B
学前教育 2015学前教育评价 选修 36考查 36 0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04Z
法医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12069Z
口腔医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12069Z
临床医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12069Z
麻醉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1206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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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12069Z
针灸推拿学 2015医学伦理学 选修 18考查 18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12117Z
学前教育 2015幼儿感觉统合训练指导 选修 27考查 9 18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50Z
学前教育 2015幼儿园环境设计 必修 36考查 18 18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54B
学前教育 2015幼儿园教育与活动指导—健康 必修 36考试 18 18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14B
学前教育 2015幼儿园教育与活动指导—科学 必修 36考试 18 18 学前教育本15401～03 无方向012113B
法律事务 2015Ⅱ诊所式法律教育 必修 54考试 54 法律事务专15301 无方向013023B
旅游管理 2015中国民俗文化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旅游管理专15301 无方向013015Z
历史学 2015中学历史教学法 必修 72考试 72 历史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044B
应用心理学 2015专业外语 选修 54考查 54 应用心理学本15401～03 无方向012057Z
旅游管理 2015宗教文化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旅游管理专15301 无方向013016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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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考试 历史学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4
法医学 2014公文写作 选修 18考查 18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012130Z
历史学 2014教育实习 必修 考试 历史学本14401～02 无方向BY00003
口腔医学（一） 2014医事法规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12070Z
临床医学（一） 2014医事法规 选修 18考查 18 临床医学本14501～13 无方向012131Z
麻醉学（一） 2014医事法规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012070Z
医学影像学（一） 2014医事法规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012070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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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2017法学概论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1C005B
历史学 2017历史要籍选读汇报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历史学01D056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逻辑学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1B049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历史学 2017Ⅱ世界古代史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历史学01C036B
历史学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无方向01B019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1B041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学生人文讲坛 课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1D045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政治学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1B046B
历史学 2017Ⅱ中国古代史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历史学01C055B
历史学 2017Ⅱ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历史学01B028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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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草业科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电子信息类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03A002B
动物科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03A002B
动物药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动物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03A002B
动植物检疫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俄语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法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3A002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汉语言文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护理学（四）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化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环境设计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环境设计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03A002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经济与金融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酒店管理本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康复治疗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口腔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3A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3A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3A002B
麻醉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3A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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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秘书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农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日语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商务英语本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生物信息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市场营销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03A00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统计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舞蹈表演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舞蹈表演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03A002B
舞蹈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物理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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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学前教育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药物制剂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药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医学影像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3A002B
音乐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03A002B
音乐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英语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03A002B
应用化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应用心理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3A002B
园艺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3A002B
针灸推拿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3A002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3A002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制药工程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3A002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3A002B
中药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中医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3A002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32考查 32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3A002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篮球比赛组织与裁判实习 必修 考查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3B01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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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 2017篮球基础 选修 32考查 32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C003X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轮滑 选修 32考查 8 24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3B007Z
体育教育 2017轮滑 选修 32考查 32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C004X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体育教育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体育教育 2017Ⅱ体操基础 必修 64考试 64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C002B
电子商务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法律事务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护理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33002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酒店管理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酒店管理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33002B
旅游管理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旅游英语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美术教育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商务英语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数学教育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音乐教育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033002B
英语教育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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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 2017Ⅱ体育 必修 36考试 36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033002B
体育教育 2017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课 考查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D008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体育社会学 必修 32考试 32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3B020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Ⅱ体育舞蹈 选修 32考试 8 24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3B014Z
体育教育 2017武术基础 选修 32考查 32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C024Z
体育教育 2017Ⅰ学校体育现状调查 课 考查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3D012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足球 选修 32考查 8 24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3B02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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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动物科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032004B
动物药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动物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032004B
动植物检疫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法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32004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汉语言文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护理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化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环境设计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酒店管理本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口腔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32004B
历史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临床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32004B
麻醉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32004B
美术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秘书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农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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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日语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商务英语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市场营销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通信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统计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统计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舞蹈表演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舞蹈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物理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学前教育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药物制剂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药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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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医学影像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32004B
音乐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英语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032004B
应用化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应用心理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园艺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园艺本16401～04 无方向032004B
针灸推拿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32004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制药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32004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32004B
中药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32004B
中医学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0 36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32004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体育 必修 36考查 36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3200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公共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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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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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Ⅱ大学体育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3A002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基础医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40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2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护理 2017病理解剖学 必修 54考试 42 12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2B
临床医学 2017病理解剖学 必修 54考试 42 12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2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病理解剖学 必修 54考试 42 12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63012B
护理 2017病理生理学 必修 36考试 28 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3B
临床医学 2017病理生理学 必修 36考试 28 8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3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病理生理学 必修 36考试 28 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63013B
康复治疗学 2017病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6B02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病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6B025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解剖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6B064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解剖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06B064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解剖学实验 必修 考查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6D006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人体解剖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63002B
法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0E001Z
护理学（四）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口腔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Z
临床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0E001Z
临床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0E001Z
麻醉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0E001Z
医学影像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Z
护理学（四） 2017生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B038B
康复治疗学 2017生理学 必修 40考试 40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6B039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生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6B038B
药物制剂 2017生理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6B04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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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 2017生理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B041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63004B
中药学 2017生理学 必修 40考查 40 0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6B039B
法医学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80考试 48 32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6B044B
口腔医学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80考试 48 32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B044B
临床医学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96考试 64 3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6B045B
麻醉学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96考试 64 32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6B045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6B046B
医学影像学 2017系统解剖学 必修 80考试 48 32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B044B
护理学（四） 2017Ⅰ医学机能学实验 课 16考查 0 16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D009B
药物制剂 2017Ⅰ医学机能学实验 必修 16考查 0 16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6D009B
药学 2017Ⅰ医学机能学实验 必修 16考查 0 16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D009B
中药学 2017Ⅰ医学机能学实验 必修 16考查 0 16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6D009B
法医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6C018Z
口腔医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C018Z
临床医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6C018Z
临床医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6C018Z
麻醉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6C018Z
医学影像学 2017医学实验动物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C018Z
法医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6D021B
护理学（四）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D021B
口腔医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D021B
临床医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6D02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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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6D021B
麻醉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6D021B
医学影像学 2017医学形态学拓展性集中实践 课 考查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D021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运动生理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7B021B
体育教育 2017运动生理学 必修 64考试 40 24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6B056B
临床医学 2017运动系统 必修 44考试 32 1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6B057B
康复治疗学 2017组织胚胎学 选修 16考查 16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6B012Z
药学 2017组织胚胎学 选修 24考查 24 12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B011Z
医学检验技术 2017组织胚胎学 必修 54考试 30 24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63010B
法医学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6B061B
护理学（四）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44考查 32 12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6B060B
口腔医学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B061B
临床医学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6B061B
麻醉学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6B061B
医学影像学 2017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6B06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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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 2016病理生理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62016B
针灸推拿学 2016病理生理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62059B
口腔医学 2016病理学 必修 90考试 54 36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62057B
临床医学 2016病理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62067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病理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62040Z
针灸推拿学 2016病理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62060B
麻醉学 2016临床生理学 选修 18考查 18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06Z
麻醉学 2016麻醉解剖学 必修 54考试 21 33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28B
麻醉学 2016麻醉生理学 必修 54考试 42 12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9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全科医学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62003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全科医学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62003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62011B
中医学 2016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62011B
中药学 2016物理化学 选修 54考查 36 18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62032Z
口腔医学 2016医学发育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62039Z
麻醉学 2016医学发育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39Z
医学影像学 2016医学发育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62039Z
法医学 2016医学遗传学 必修 36考试 20 16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62088B
药物制剂 2016医学遗传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62037Z
药学 2016医学遗传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62010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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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 2015病理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15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病理生理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62016B
中医学 2015病理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60B
法医学 2015法医精神病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62042B
法医学 2015法医人类学 选修 36考查 18 18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62020Z
麻醉学 2015法医学 必修 42考查 30 12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62092B
口腔医学 2015口腔解剖生理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94B
法医学 2015人体断面解剖学 选修 18考查 18 0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62019Z
医学影像学 2015人体解剖学技术 选修 36考查 0 36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33Z
医学影像学 2015医学生物学 必修 48考试 30 18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2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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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 2014法医病理学 必修 126考试 90 36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062044B
法医学 2014法医物证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062045B
麻醉学（一） 2014神经解剖学 选修 54考查 18 36 麻醉学本14501 无方向062023Z
医学影像学（一） 2014神经解剖学 选修 54考查 18 36 影像学本14501～02 无方向062023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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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草业科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电子信息类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0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00E001B
动物科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B
动物药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动物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B
动植物检疫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俄语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法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00E001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汉语言文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护理学（四）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化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环境设计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环境设计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00E001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0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经济与金融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酒店管理本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康复治疗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口腔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B
临床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00E001B
临床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0E001B
麻醉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00E0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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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秘书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农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日语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商务英语本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生物信息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市场营销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试 32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00E001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体育教育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统计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舞蹈表演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试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舞蹈表演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00E001B
舞蹈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试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物理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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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0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学前教育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药物制剂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药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0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医学影像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B
音乐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00E001B
音乐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试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英语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B
应用化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应用心理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B
园艺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0E001B
针灸推拿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制药工程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0E001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0E001B
中药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中医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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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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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无考查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00E001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51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2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市场营销 2017ERP与企业经营模拟实训 必修 考试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D025B
经济与金融 2017保险学原理 选修 32考查 32 0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B005Z
财务管理 2017财经应用文写作 选修 32考查 32 0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C003Z
农林经济管理 2017财经应用文写作 选修 32考查 32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C003Z
人力资源管理 2017财经应用文写作 选修 32考查 32 0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C003Z
电子商务 2017大学语文 必修 54考试 54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33003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管理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1B
经济与金融 2017会计学 必修 32考查 32 0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B013B
财务管理 2017会计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0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4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会计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0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4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农学概论 必修 32考查 32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C025B
电子商务 2017企业财务会计 必修 72考试 72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33004B
财务管理 2017企业经营模拟实训 必修 考查 0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D005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企业经营模拟实训 必修 考查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D00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企业经营模拟实训 必修 考查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D00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人力资源规划 选修 32考查 32 0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C039Z
财务管理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经济与金融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农林经济管理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人力资源管理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市场营销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1考试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经济与金融 2017统计、会计基本技能 必修 考查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D006B
经济与金融 2017统计学 必修 32考查 32 0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B017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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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2017统计学原理 必修 54考试 54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33005B
市场营销 2017统计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2 6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8B
财务管理 2017微观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9B
经济与金融 2017微观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B019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微观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9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微观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9B
市场营销 2017微观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B019B
财务管理 2017Ⅱ微积分 必修 32考试 32 0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8B
经济与金融 2017Ⅱ微积分 必修 48考查 48 0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3B007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Ⅱ微积分 必修 32考试 32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8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Ⅱ微积分 必修 32考试 32 0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8B
市场营销 2017Ⅱ微积分 必修 32考试 32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8B
电子商务 2017西方经济学 必修 72考试 72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33006B
市场营销 2017现代企业管理 选修 32考试 32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C051Z
财务管理 2017信息管理技术 必修 32考查 24 8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B009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政治经济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3C058Z
市场营销 2017政治经济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3C058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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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6ERP系统应用 选修 36考查 18 18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50Z
人力资源管理 2016ERP系统应用 选修 36考查 18 18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32050Z
市场营销 2016ERP系统应用 选修 36考查 18 18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50Z
财务管理 2016财务管理原理 必修 54考试 54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14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财务管理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32014B
市场营销 2016财务管理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14B
财务管理 2016财务会计 必修 64考试 64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65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财务会计 必修 54考试 54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065B
市场营销 2016电子商务 必修 48考试 48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95B
电子商务 2016电子商务法 必修 48考试 48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13010B
电子商务 2016管理信息系统 必修 48考试 48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33016B
物流管理 2016管理信息系统 必修 48考试 48 0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54B
物流管理 2016国际物流与报关 必修 64考试 64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60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农业技术经济学 必修 54考试 54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101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农业经济学 必修 54考试 54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049B
电子商务 2016企业管理 必修 64考试 64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33011B
财务管理 2016企业管理综合模拟实验 选修 32考查 32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58Z
农林经济管理 2016企业管理综合模拟实验 选修 32考查 32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058Z
人力资源管理 2016企业管理综合模拟实验 选修 32考查 32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32058Z
市场营销 2016企业管理综合模拟实验 选修 32考查 32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58Z
财务管理 2016企业战略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06Z
人力资源管理 2016企业战略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32006Z
市场营销 2016企业战略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06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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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 2016区域经济学 选修 36考查 36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061Z
电子商务 2016市场营销学 必修 64考试 56 8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33012B
物流管理 2016市场营销学 必修 64考试 56 8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12B
财务管理 2016市场营销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32083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市场营销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32083B
市场营销 2016市场营销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32083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104B
物流管理 2016物流法律法规 必修 48考试 48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52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32042Z
物流管理 2016物流运筹学 必修 32考查 32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55B
电子商务 2016项目管理学 必修 48考查 48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33014B
中药学 2016药品市场营销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132069Z
电子商务 2016专业英语 必修 32考查 32 电子商务专16301 无方向133015B
物流管理 2016专业英语 必修 32考查 32 物流管理专16301 无方向13301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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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 2015财经应用文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04Z
市场营销 2015财经应用文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04Z
农林经济管理 2015产业组织理论 必修 36考试 36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94B
农林经济管理 2015发展经济学 选修 36考查 36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43Z
财务管理 2015高级财务管理 必修 54考试 54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21B
财务管理 2015高级财务会计 选修 36考查 36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12Z
人力资源管理 2015工作分析 必修 42考查 42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8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雇员培训与开发 必修 54考试 54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67B
财务管理 2015管理会计 必修 54考试 54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1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管理信息系统 必修 48考查 36 12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0B
财务管理 2015国际金融 选修 36考查 36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16Z
商务英语 2015国际贸易理论 必修 34考试 34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32097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行政管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0Z
财务管理 2015会计电算化 必修 36考查 8 28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99B
农林经济管理 2015会计电算化 选修 36考查 18 18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05Z
财务管理 2015计量经济学 选修 36考查 36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74Z
农林经济管理 2015计量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70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劳动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9B
农林经济管理 2015林业经济学 必修 48考试 48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73B
农林经济管理 2015农业投资项目评估 必修 48考查 48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75B
农林经济管理 2015农业政策学 必修 48考试 48 农林管理本15401～02 无方向132052B
市场营销 2015品牌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32Z
市场营销 2015企业供应链管理综合实验 选修 32考查 32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73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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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2015渠道管理 必修 36考试 36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41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人员招聘与配置 必修 42考查 42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102B
市场营销 2015商务谈判 必修 48考试 40 8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79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社会保障学 选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1Z
人力资源管理 2015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选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23Z
财务管理 2015审计学原理 必修 54考查 54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80B
财务管理 2015税法 必修 48考试 48 财务管理本15401～04 无方向132061B
市场营销 2015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必修 48考试 48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106B
市场营销 2015销售管理 必修 48考试 42 6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88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薪酬管理 必修 48考试 48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89B
人力资源管理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人力资源本15401～03 无方向132001Z
市场营销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市场营销本15401～03 无方向13200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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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4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必修 财务管理本14401～06 无方向

农林经济管理 2014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必修 农林管理本14401～02 无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2014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必修 人力资源本14401～03 无方向

市场营销 2014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必修 市场营销本14401～03 无方向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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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C语言程序设计 选修 64考查 64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D001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C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48考试 32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11C002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PLC设计实训 必修 考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D001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半导体材料制备原理及技术实训 必修 考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D002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Ⅰ程序训练 必修 考查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11D007B
生物信息学 2017大学物理 选修 44考查 32 12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11B006Z
制药工程 2017大学物理 必修 60考试 48 12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11B027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物理 必修 48考试 4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B023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物理实验 选修 30考查 3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D006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电工技术 选修 28考查 16 1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11C017Z
草业科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试 32 1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68B
动物科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试 32 12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B068B
动物药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试 32 12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1B030B
动物医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试 32 12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B068B
动植物检疫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试 32 12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1B068B
农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查 24 20 农学本17401～03 卓培班11C010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11B032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11B032B
园艺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查 24 20 园艺本17401～05 卓培班11B030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查 24 20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B030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8考查 32 16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11B031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概率论 选修 32考查 32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11C028Z
电子商务 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36考查 36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130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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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选修 48考试 48 0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11C097Z
数学教育 2017Ⅰ高等代数 必修 108考试 108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13039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Ⅱ高等代数 必修 80考试 80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38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Ⅱ高等代数 必修 80考试 80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11B038B
电子信息类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11B025B
化学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64考试 64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25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80考试 80 0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11B026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Ⅱ高等数学 选修 72考查 72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113018Z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Ⅱ高等数学 选修 72考查 72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113018Z
生物信息学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11B024B
统计学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80考试 80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26B
物理学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64考试 64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25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64考试 64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1B025B
应用化学 2017Ⅱ高等数学 必修 64考试 64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25B
应用化学 2017化工制图与CAD 必修 20考查 8 12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41B
动物科学 2017化学应用技术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D024B
动物药学 2017化学应用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1D025B
护理学（四） 2017基础化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C039Z
物理学 2017教师语言与书法实训 必修 考查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29B
旅游管理 2017景区经营与管理 必修 72考试 72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013082B
应用化学 2017科研技能实训 必修 考查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37B
物理学 2017Ⅱ普通物理实验 必修 24考查 24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40B
物理学 2017热学 必修 64考试 64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4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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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统计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物理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应用化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Ⅰ师范素质训练 必修 考查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44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食品仪器分析 必修 36考试 24 1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11B049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食品仪器分析 必修 36考试 24 12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11B049B
数学教育 2017Ⅱ数学分析 必修 72考试 72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1304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Ⅱ数学分析 必修 80考试 80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51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Ⅱ数学分析 必修 80考试 80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11B051B
财务管理 2017统计学原理 必修 48考试 42 6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1B069B
化学 2017Ⅱ无机化学 必修 48考试 48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C043B
应用化学 2017Ⅱ无机化学 必修 48考试 48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C043B
化学 2017Ⅱ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查 32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54B
应用化学 2017Ⅱ无机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54B
化学 2017无机化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55B
应用化学 2017无机化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56B
化学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20考查 8 12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57B
物理学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36考试 24 12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56B
动物科学 2017线性代数 选修 32考查 32 0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C07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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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线性代数 必修 54考试 54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113003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线性代数 必修 54考试 54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113003B
生物信息学 2017线性代数 选修 32考查 32 0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11B009Z
统计学 2017线性代数 必修 64考试 64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59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线性代数 必修 32考试 32 0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1C059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医用电子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11B010Z
医学影像学 2017医用电子学基础 必修 44考查 32 12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11B061B
护理学（四） 2017医用高等数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C083Z
护理学（四） 2017医用物理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C085Z
康复治疗学 2017医用物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11B062B
草业科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11B071B
动物科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B071B
动物药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1B067B
动物医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1B071B
动植物检疫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1B071B
法医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11B063B
口腔医学 2017有机化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11C088Z
临床医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11B063B
临床医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44考查 32 12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11B064B
麻醉学 2017有机化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11C088Z
农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B065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52考试 40 1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11B066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52考试 40 12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11B066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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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 2017有机化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11C088Z
园艺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11B065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11B070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11B065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48 16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11B065B
统计学 2017专业讲座 必修 考查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11D07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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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常微分方程 必修 54考试 54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37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常微分方程 必修 54考试 54 0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12037B
物理学 2016电工技术 选修 54考查 36 18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92042Z
化学 2016Ⅱ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45考试 45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2B
应用化学 2016Ⅱ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45考试 45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复变函数 必修 54考查 54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25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复变函数 选修 36考查 36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92106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12042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选修 54考查 54 0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130Z
物理学 2016概率与数理统计 选修 54考查 54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22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工程制图及CAD 选修 36考查 3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099Z
物理学 2016光学 必修 64考试 62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65B
应用化学 2016环境化学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44Z
物理学 2016近代物理 必修 72考试 70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33B
数学教育 2016近世代数 必修 72考试 72 数学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13045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模拟电路 必修 90考试 72 1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191B
化学 2016Ⅱ普通物理 必修 78考试 54 24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8B
应用化学 2016Ⅱ普通物理 必修 78考试 54 24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8B
物理学 2016Ⅳ普通物理实验 必修 30考查 30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85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数据结构 必修 72考查 54 18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12148B
数学教育 2016Ⅳ数学分析 必修 90考查 90 数学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13044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数学课例研究 选修 36考查 18 18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82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数学实验 选修 36考查 18 18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1205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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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数字电路 必修 82考试 60 2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174B
统计学 2016统计学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16Z
数学教育 2016物理学 必修 108考试 108 数学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1301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线性代数 必修 48考查 48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12023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新能源科学概论 必修 36考查 3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198B
化学 2016Ⅱ有机化学 必修 51考试 51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4B
应用化学 2016Ⅱ有机化学 必修 54考试 54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094B
化学 2016Ⅱ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51考试 51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41B
应用化学 2016Ⅱ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51考试 51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12141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自动控制原理 必修 72考试 7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12190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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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2015抽样调查 必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204B
数学教育 2015初等数论 选修 54考查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24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必修 51考试 33 1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183B
物理学 2015电动力学 必修 64考试 62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62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电力电子技术 选修 51考查 51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096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电气控制PLC 必修 68考试 50 1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197B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5电视技术 选修 72考查 36 36 电子信息专15301 无方向193004Z
物理学 2015电子测量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74Z
统计学 2015多元统计分析 必修 54考查 36 18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202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多元统计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058Z
统计学 2015泛函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85Z
数学教育 2015复变函数 必修 54考试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49B
应用化学 2015Ⅱ化工原理 必修 48考试 48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09B
应用化学 2015化工原理实验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10B
化学 2015化学教学论 必修 54考试 54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44B
化学 2015化学教学论实验 选修 36考查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71Z
化学 2015化学文献检索 选修 36考查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30Z
应用化学 2015化学文献检索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30Z
化学 2015环境化学 选修 36考查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4Z
物理学 2015激光原理 选修 36考查 36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64Z
统计学 2015金融统计分析 选修 54考查 36 18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22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近世代数 必修 72考查 72 数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36B
统计学 2015经济统计 选修 54考查 36 18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17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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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 2015科技英语与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23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科技英语与写作 选修 34考查 34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023Z
数学教育 2015离散数学 选修 54考查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25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离散数学 选修 36考查 36 数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84Z
物理学 2015量子力学 必修 64考试 62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69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80考查 48 32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170B
应用化学 2015食品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5Z
统计学 2015数据挖掘 选修 54考查 36 18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24Z
中药学 2015数理统计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77Z
数学教育 2015数学建模 选修 54考查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26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数学教学论 必修 54考试 54 数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4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数学模型 选修 36考查 36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019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数值分析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054B
物理学 2015数字电路 必修 82考试 60 22 物理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74B
化学 2015水质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2Z
应用化学 2015水质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2Z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 必修 34考试 34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193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必修 85考试 67 1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195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5太阳能与风能并网技术 选修 51考查 33 18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12097Z
统计学 2015统计案例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25Z
统计学 2015统计学与测度论基础 必修 54考试 54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211B
统计学 2015投入产出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15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微分方程数值解 选修 36考查 36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05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理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67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6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数学教育 2015微分几何 选修 54考查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27Z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5微分几何 必修 54考查 54 数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3B
化学 2015Ⅱ物理化学 必修 48考试 48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02B
应用化学 2015Ⅱ物理化学 必修 48考试 48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02B
统计学 2015现代统计理论与方法讲座 选修 36考查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21Z
应用化学 2015药物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32Z
医学影像学 2015医用物理学 必修 54考试 32 22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112007B
化学 2015仪器分析实验 必修 36考查 36 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35B
数学教育 2015运筹学 选修 54考查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28Z
统计学 2015运筹学 必修 36考试 36 统计学本15401 无方向112210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运筹学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12055B
数学教育 2015Ⅱ中学数学教材教法 必修 54考试 54 数学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13048B
应用化学 2015助剂化学 选修 36考查 36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043Z
应用化学 2015综合分析实验 必修 32考查 32 应用化学本15401 无方向11211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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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化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数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物理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物理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信息计算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应用化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应用化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4毕业实习 必修 信息计算本14401 无方向B000003
应用化学 2014工业实习 必修 应用化学本14401 无方向112163B
化学 2014教育实习 必修 化学本14401 无方向BY00003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4教育实习 必修 数学本14401 无方向BY00003
物理学 2014教育实习 必修 物理学本14401 无方向BY00003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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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8考查 32 16 农学本17401～03 普通班09B004B
园艺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8考查 32 16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9B004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44考查 24 20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9B003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机械制图基础 选修 24考查 24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9C030Z
植物保护本科 2017农事操作 选修 32考查 32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9D001X
农学 2017农学专业认知训练 必修 考试 农学本17401～03 卓培班09D017B
农学 2017农学专业认知训练 必修 考查 农学本17401～03 普通班09D017B
草业科学 2017气象学 选修 28考查 16 1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9C070Z
农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园艺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0E001Z
植物保护本科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食品工程原理 必修 56考试 32 24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9B016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食品加工机械 必修 48考查 48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9B022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细胞生物学 选修 38考查 32 6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9C109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饮食文化 选修 32考查 32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9C116Z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饮食文化 选修 24考查 24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9C117Z
园艺 2017园艺专业岗位认知训练 必修 考查 园艺本17401～05 卓培班09D049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Ⅰ植物保护专业技能训练 必修 考查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9D057B
草业科学 2017植物分类学 必修 40考试 16 24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9C07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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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 2017植物识别及标本制作 必修 考查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09D060B
农学 2017植物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农学本17401～03 卓培班09C084B
农学 2017植物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农学本17401～03 普通班09C085B
园艺 2017植物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园艺本17401～05 卓培班09B037B
园艺 2017植物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9D061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植物学 必修 60考试 48 12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9B037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植物学 必修 60考试 40 20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9B037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植物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9B038B
农学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09C086B
园艺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园艺本17401～05 卓培班09D062B
园艺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09D063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09D062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09B039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植物学教学实习 必修 考查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9D062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质量监督基础 选修 24考查 24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9C143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专业岗位认知实践 必修 考查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09D066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专业岗位认知训练 必修 考查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09D082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专业认知与社会调查 必修 考查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09D07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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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 20163DMAX 必修 54考查 18 36 园艺本16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91B
园艺 2016photoshop 必修 54考查 18 36 园艺本16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93B
农学 2016农业生态学 选修 36考查 36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92009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农业生态学 选修 36考查 36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92009Z
园艺 2016农业微生物 必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6401～04 果树方向092116B
园艺 2016农业微生物 必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6401～04 蔬菜方向092116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农业微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092117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烹调技术 选修 36考查 12 24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92062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食品机械与设备 必修 72考试 64 8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92129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食品技术原理 必修 54考试 44 10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92048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食品微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92131B
酒店管理本 2016食品营养与卫生 选修 36考查 36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092134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食品质量管理 选修 36考查 36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092063Z
园艺 2016试验与统计 必修 54考试 40 14 园艺本16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34B
农学 2016遗传学 必修 80考试 60 20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92014B
园艺 2016遗传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园艺本16401～04 无方向092146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遗传学 必修 54考查 38 16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092146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遗传学 必修 80考试 60 20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92014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遗传学 必修 80考试 60 20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92014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植物化学保护 选修 36考查 30 6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92003Z
农学 2016植物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92011B
园艺 2016植物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6401～04 无方向092011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植物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09201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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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植物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92011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植物生理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92011B
园艺 2016中外园林史 选修 36考查 36 园艺本16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92Z
农学 2016专业外语 选修 36考查 36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092119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专业外语 选修 36考查 36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092119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92002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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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焙烤食品工艺 必修 36考试 18 18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94B
园艺 2015草坪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087Z
园艺 2015草坪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087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分子植物病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5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果蔬贮藏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98B
园艺 2015果树昆虫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100B
园艺 2015果树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101B
园艺 2015果树栽培学2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169B
园艺 2015花卉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05B
植物保护本科 2015农药生物测定与药效试验 必修 54考查 34 20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12B
农学 2015农业病理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019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农业病理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019B
植物保护本科 2015农业环境保护 选修 36考查 36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034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农业环境保护 选修 36考查 36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034Z
农学 2015农业机械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126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农业昆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080B
植物保护本科 2015Ⅰ农业昆虫学 必修 54考试 40 14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079B
植物保护本科 2015Ⅰ农业植物病理学 必修 54考试 40 14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081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乳制品工艺学 必修 54考试 40 14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123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食品高新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70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 选修 54考查 44 10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127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食品原料学 选修 36考查 36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27Z
食品营养与检测 2015食品专题讲座 必修 28考查 28 食品营养专15301 无方向09307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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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8Z
园艺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108Z
园艺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08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8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108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食用菌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8Z
农学 2015市场营销 选修 36考查 36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121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市场营销 选修 36考查 36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121Z
园艺 2015蔬菜昆虫学 必修 54考试 40 14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36B
园艺 2015蔬菜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37B
园艺 2015蔬菜栽培生理 必修 36考查 30 6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38B
园艺 2015蔬菜栽培学 选修 54考查 40 14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40Z
园艺 2015蔬菜栽培学各论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39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糖果工艺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68Z
农学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30 6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117Z
园艺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117Z
园艺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117Z
园艺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17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30 6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117Z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药用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30 6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117Z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饮料工艺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149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油脂工艺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69Z
园艺 2015园林规划设计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7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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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 2015园林树木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52B
园艺 2015园林植物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0 22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154B
园艺 2015园艺植物研究法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096Z
园艺 2015园艺植物研究法 选修 36考查 26 10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96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园艺植物栽培学 选修 36考查 30 6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101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植物保护实验技术 必修 54考查 54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75B
植物保护本科 2015植物病原线虫学 选修 36考查 26 10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057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植物检疫学 选修 36考查 30 6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016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植物免疫学 选修 36考查 36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4Z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植物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031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028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种子贮藏与加工 必修 54考试 38 16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036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食品本15401～03 无方向092002Z
园艺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园艺本15401～04 果树方向092002Z
园艺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园艺本15401～04 蔬菜方向092002Z
园艺 2015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园艺本15401～04 观赏园艺方向092002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专业英语（病理） 选修 18考查 18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7Z
植物保护本科 2015专业英语（昆虫） 选修 18考查 18 植物保护本15401～02 无方向092106Z
农学 2015作物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022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作物育种学 必修 72考试 52 20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022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5作物栽培概论 必修 64考查 48 16 植物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92164B
农学 2015Ⅰ作物栽培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农学本15401～02 无方向092165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5Ⅰ作物栽培学 必修 54考试 38 16 种子本15401～02 无方向09216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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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考查 农学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4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食品本14401～03 无方向B000004
园艺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园艺本14401～04 无方向B000004
植物保护本科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植物保护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4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植物科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种子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农学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考查 农学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2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食品本14401～03 无方向B000002
园艺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园艺本14401～04 无方向B000002
植物保护本科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植物保护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2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植物科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2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4毕业生产实习 必修 种子本14401 无方向B000002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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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 2016文献检索 选修 18考查 18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5200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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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 2015文献检索 选修 18考查 18 0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52009Z
麻醉学 2015文献检索 选修 18考查 18 0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52009Z
医学影像学 2015文献检索 选修 18考查 18 0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52009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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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财务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草业科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电子信息类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14A002B
动物科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动物科学本17401～04 无方向14A002B
动物药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动物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动物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4A002B
动植物检疫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法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法医学本17501 无方向14A002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汉语言文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护理学（四）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化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环境设计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环境设计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4A002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经济与金融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经济与金融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酒店管理本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酒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康复治疗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口腔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口腔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14A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临床医学本17501～09 无方向14A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14A002B
麻醉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麻醉学本17501 无方向14A002B
美术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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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农林经济管理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农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农学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人力资源管理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人力资源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社会体育指导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生物信息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食品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食品质量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市场营销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0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4A00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体育教育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统计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统计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舞蹈表演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舞蹈表演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4A002B
舞蹈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物理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物理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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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信息计算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学前教育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药物制剂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药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医学影像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影像学本17501～02 无方向14A002B
音乐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4A002B
音乐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应用化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应用化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应用心理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应用心理学本17401～02 无方向14A002B
园艺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园艺本17401～05 无方向14A002B
针灸推拿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14A002B
植物保护本科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植物保护本17401～04 无方向14A002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植物科学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制药工程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14A002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14A002B
中药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中医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14A002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64考试 64 种子本17401～03 无方向14A002B
俄语 2017俄罗斯文化展演 必修 考查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14D005B
俄语 2017Ⅰ俄语视听说 必修 32考查 8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14C039B
俄语 2017Ⅱ俄语语法 必修 32考试 32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14B04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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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 2017Ⅱ泛读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05B
英语教育 2017Ⅱ泛读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05B
俄语 2017Ⅱ基础俄语 必修 96考试 96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14B033B
日语 2017Ⅱ基础日语 必修 96考试 96 0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30B
商务英语本 2017Ⅱ基础英语 必修 96考试 96 0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27B
英语 2017Ⅱ基础英语 必修 96考试 96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B027B
日语 2017Ⅱ口语 必修 48考试 48 0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24B
英语 2017Ⅱ口语 必修 32考查 32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B023B
旅游英语 2017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必修 36考查 36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57B
日语 2017日本世情 必修 考查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D012B
商务英语本 2017Ⅱ商务英语听说 必修 32考试 32 0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43B
商务英语本 2017商务英语听说技能 必修 考查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D018B
俄语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日语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商务英语本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英语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00E001Z
日语 2017Ⅰ听力 必修 64考试 64 0 日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22B
商务英语 2017Ⅱ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11B
英语 2017Ⅱ听力 必修 32考试 32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B019B
英语教育 2017Ⅱ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11B
俄语 2017Ⅰ言语交际实践 选修 32考查 32 俄语本17401 无方向14C092Z
电子商务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电子商务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法律事务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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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查 72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143002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酒店管理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酒店管理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临床医学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143002B
旅游管理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美术教育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数学教育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查 72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查 72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音乐教育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43002B
语文教育 2017Ⅱ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02B
商务英语 2017Ⅱ英语口语 选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02Z
英语教育 2017Ⅱ英语口语 选修 36考查 36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02Z
旅游英语 2017Ⅱ英语听说 必修 108考查 108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48B
英语 2017英语阅读实训 必修 考查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D027B
商务英语 2017语法 必修 72考查 72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46B
商务英语本 2017语法 必修 32考试 32 0 商务英语本17401～02 无方向14B049B
英语 2017语法 必修 32考试 32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B049B
英语教育 2017语法 必修 72考查 72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46B
英语 2017Ⅱ阅读 必修 32考试 32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B018B
英语 2017中级写作 选修 32考查 32 0 英语本17401～04 无方向14C08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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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英语 2017Ⅱ综合英语 必修 144考试 144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52B
商务英语 2017Ⅱ综合英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43018B
英语教育 2017Ⅱ综合英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4301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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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6Ⅰ初级口译 选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046Z
财务管理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动物科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动物科学本16401～04 无方向142004B
动物药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动物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动物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动物医学本16401～04 无方向142004B
动植物检疫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动植物检疫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法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142004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汉语言文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护理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化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环境设计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酒店管理本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酒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口腔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142004B
历史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历史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临床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142004B
麻醉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142004B
美术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秘书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农林经济管理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农林管理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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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农学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食品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市场营销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数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思想政治教育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通信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统计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统计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舞蹈表演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舞蹈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物理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物理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375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信息计算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学前教育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药物制剂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药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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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142004B
音乐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应用化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应用化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应用心理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应用心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园艺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园艺本16401～04 无方向142004B
针灸推拿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142004B
植物保护本科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植物保护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植物科学与技术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植物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制药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142004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142004B
中药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142004B
中医学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0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142004B
种子科学与工程 2016Ⅳ大学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种子本16401～03 无方向142004B
日语 2016泛读 必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087B
商务英语 2016Ⅳ泛读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07B
英语教育 2016Ⅳ泛读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07B
英语 2016高级阅读 选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054Z
旅游英语 2016国际会展英语 必修 34考试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61B
商务英语 2016Ⅱ国际贸易实务 必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09B
日语 2016Ⅳ基础日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051B
商务英语 2016Ⅳ基础英语 必修 102考试 102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012B
英语 2016Ⅳ基础英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012B
商务英语 2016Ⅱ基础英语写作 必修 34考试 34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12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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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6Ⅳ口语 必修 72考查 72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107B
商务英语 2016Ⅳ口语 必修 34考查 34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106B
英语 2016Ⅳ口语 必修 36考查 36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106B
商务英语 2016跨文化交际 选修 34考查 34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083Z
旅游英语 2016旅游地理 必修 34考试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62B
旅游英语 2016Ⅱ旅游英语视听说 必修 68考试 68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59B
旅游英语 2016Ⅱ旅游综合英语 必修 34考试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56B
商务英语 2016Ⅱ商务英语听说 必修 34考试 34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134B
商务英语 2016市场营销学 选修 34考查 34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085Z
日语 2016Ⅳ听力 必修 72考试 72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116B
商务英语 2016Ⅳ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13B
英语 2016Ⅳ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020B
英语教育 2016Ⅳ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13B
商务英语 2016Ⅱ外贸业务与函电 必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26B
日语 2016写作 必修 36考试 36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070B
口腔医学 2016医学专业英语 选修 18考查 18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52009Z
商务英语 2016英美报刊选读 选修 17考查 17 商务英语本16401～02 无方向142071Z
英语 2016英美报刊选读 选修 18考查 18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071Z
商务英语 2016Ⅳ英语口语 选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04Z
英语教育 2016Ⅳ英语口语 选修 36考查 36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04Z
旅游英语 2016Ⅳ英语听说 必修 34考查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50B
商务英语 2016Ⅱ英语写作 必修 36考查 36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32B
英语教育 2016Ⅱ英语写作 必修 36考查 36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3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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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6影视欣赏 选修 18考查 18 日语本16401 无方向142074Z
英语 2016应用文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英语本16401～04 无方向142088Z
旅游英语 2016中国旅游文化 必修 34考查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63B
英语教育 2016Ⅰ中学英语教学法 必修 36考查 36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43B
旅游英语 2016Ⅰ主要客源国概况 必修 34考查 34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64B
旅游英语 2016Ⅳ综合英语 必修 102考试 102 旅游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54B
商务英语 2016Ⅳ综合英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商务英语专16301 无方向143020B
英语教育 2016Ⅳ综合英语 必修 108考试 108 英语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43020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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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2015Ⅱ第二外语 必修 36考试 36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91B
商务英语 2015Ⅱ第二外语 选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07Z
商务英语 2015Ⅱ第二外语 选修 68考试 68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52Z
英语 2015Ⅱ第二外语 选修 72考试 72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52Z
英语教育 2015Ⅱ第二外语 选修 18考查 18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07Z
商务英语 2015Ⅱ翻译 必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34B
英语教育 2015Ⅱ翻译 必修 18考查 18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34B
日语 2015翻译理论与实践 必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95B
日语 2015Ⅱ高级日语 必修 72考试 72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63B
英语 2015Ⅱ高级英语 必修 72考试 72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24B
商务英语 2015公关技巧 选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08Z
日语 2015国际贸易实务 选修 18考查 18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57Z
英语 2015Ⅰ口译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翻译方向课程142099B
英语 2015美国社会与文化 选修 27考查 27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58Z
英语 2015欧洲文化 选修 18考查 18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59Z
日语 2015日本史 选修 18考查 18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61Z
日语 2015日文报刊选读 选修 18考查 18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64Z
日语 2015Ⅱ日语视听说 选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49Z
商务英语 2015Ⅱ商务谈判 必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36B
英语 2015商务英语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商务方向课程142110B
商务英语 2015Ⅱ商务英语 必修 18考试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38B
商务英语 2015Ⅱ商务英语函电写作 必修 34考试 34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131B
商务英语 2015Ⅱ商务英语阅读 必修 34考试 34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136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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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2015实用翻译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翻译方向课程142111B
英语 2015外贸业务与函电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商务方向课程142041B
英语 2015Ⅱ英国文学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28B
商务英语 2015英美电影 选修 17考查 17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72Z
英语 2015英美电影 选修 18考查 18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72Z
商务英语 2015Ⅱ英美概况 必修 18考查 18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40B
英语教育 2015Ⅱ英美概况 必修 18考查 18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40B
英语教育 2015Ⅱ英美文学 选修 18考试 18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13Z
英语 2015英语文体学 必修 36考查 36 英语本15401～04 教育方向课程142143B
英语 2015Ⅱ语言学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30B
英语教育 2015语言学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15Z
商务英语 2015中国文化 选修 34考查 34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89Z
英语 2015中级笔译 选修 36考查 36 英语本15401～04 无方向142077Z
日语 2015中级口译 选修 36考查 36 日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040Z
商务英语 2015Ⅱ综合商务英语 必修 51考试 51 商务英语本15401～02 无方向142145B
商务英语 2015Ⅵ综合英语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5301 无方向143022B
英语教育 2015Ⅵ综合英语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4302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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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历史学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思想政治教育 2017Ⅱ大学英语 必修 无考试 无 无 思想政治教育本17401 无方向14A002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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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 2017Ⅱ大学语文 必修 36考试 36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23018B
英语教育 2017Ⅱ大学语文 必修 36考试 36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18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读书报告会 必修 考查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12D003B
秘书学 2017读书报告会 课 考查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D004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读书报告会 课 考查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2D004B
汉语言文学 2017Ⅰ古代文学 必修 40考查 40 0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12B020B
语文教育 2017Ⅰ古代文学 必修 72考查 7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23B
秘书学 2017汉语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B028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基础写作 必修 56考试 32 24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2B029B
秘书学 2017Ⅱ秘书理论与实务 必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B004B
秘书学 2017秘书心理学 必修 32考试 32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B045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汉语言文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秘书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戏剧影视文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语文教育 2017Ⅱ文学概论 必修 54考查 54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04B
秘书学 2017文学作品分析 必修 48考查 48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B035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Ⅱ文学作品分析 必修 32考查 32 0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2B006B
汉语言文学 2017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 课 考查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12D018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Ⅱ现代汉语 必修 64考试 64 0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12B037B
汉语言文学 2017Ⅱ现代汉语 必修 52考试 40 12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12B038B
语文教育 2017Ⅱ现代汉语 必修 72考查 7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06B
汉语言文学 2017Ⅱ现代文学 必修 40考查 40 0 汉语言本17401～03 无方向12B009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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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 2017Ⅱ现代文学 必修 72考查 7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20B
语文教育 2017Ⅱ写作 必修 72考试 7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23022B
汉语国际教育 2017Ⅱ英语精读 必修 32考试 32 0 汉语国际本17401 无方向12C046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原典阅读 课 考查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2D026B
戏剧影视文学 2017Ⅱ中外电影史 必修 48考试 48 0 戏剧影视本17401～02 无方向12C062B
秘书学 2017专题知识讲座 课 考查 秘书学本17401 无方向12D02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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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 2016编剧概论 必修 54考试 36 18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129B
汉语言文学 2016Ⅱ当代文学 必修 54考试 54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122006B
语文教育 2016Ⅱ当代文学 必修 54考查 54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23028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电影理论 必修 54考试 36 18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046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必修 54考试 54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122132B
秘书学 2016公共关系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22073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Ⅱ古代汉语 必修 72考查 72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122135B
汉语言文学 2016Ⅱ古代汉语 必修 54考查 54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122008B
语文教育 2016Ⅱ古代汉语 必修 72考试 72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23030B
汉语言文学 2016Ⅲ古代文学 必修 54考查 54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122011B
语文教育 2016Ⅲ古代文学 必修 72考查 72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23025B
汉语国际教育 2016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122139B
语文教育 2016逻辑学 必修 54考试 54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23001B
秘书学 2016秘书礼仪实训 选修 36考查 36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22079Z
秘书学 2016民俗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22112Z
秘书学 2016市场营销学 必修 54考查 54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22080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Ⅰ视听语言 必修 36考查 24 12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055B
语文教育 2016Ⅰ外国文学 必修 72考查 72 语文教育专16301 无方向123015B
汉语言文学 2016Ⅱ外国文学 必修 54考查 54 0 汉语言本16401～03 无方向122014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艺术欣赏 选修 36考查 18 18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087Z
汉语国际教育 2016Ⅱ英语口语及听力 必修 36考试 36 汉语国际本16401 无方向122180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Ⅰ影视作品解读 必修 36考查 20 16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117B
戏剧影视文学 2016中国文化概论 选修 36考查 28 8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046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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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文学 2016Ⅱ中外经典剧作导读 必修 36考试 24 12 戏剧影视本16401～02 无方向122177B
秘书学 2016中外秘书比较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秘书学本16401 无方向122126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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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 2015《红楼梦》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4Z
语文教育 2015比较文学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3Z
戏剧影视文学 2015表演艺术基础 选修 36考查 18 18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094Z
汉语言文学 2015东方文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99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必修 54考试 54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33B
汉语言文学 2015古代文论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09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汉语写作 必修 54考试 54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38B
汉语国际教育 2015汉语语法学 选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019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汉语语义学 选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03Z
汉语言文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139B
秘书学 2015经济法 选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07Z
秘书学 2015领导科学 选修 32考查 26 6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08Z
汉语言文学 2015美学 必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22B
秘书学 2015Ⅰ秘书电子速录 必修 32考查 10 22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41B
秘书学 2015秘书沟通协调与谈判技巧 选修 32考查 22 10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10Z
秘书学 2015秘书会务管理 必修 32考试 32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44B
秘书学 2015秘书心理学 必修 48考试 48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48B
秘书学 2015秘书英语口语与听力 必修 48考查 24 24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05B
秘书学 2015Ⅱ秘书应用写作 必修 48考试 30 18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51B
秘书学 2015商务文化 选修 32考查 32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13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涉外礼仪 选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14Z
语文教育 2015宋词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1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外国文化通论 必修 54考查 54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5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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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 2015Ⅱ文学概论 必修 54考试 54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16B
汉语国际教育 2015西方语言学流派 必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161B
戏剧影视文学 2015戏剧理论 必修 54考试 36 18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051B
戏剧影视文学 2015戏剧美学 选修 36考查 22 14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119Z
戏剧影视文学 2015Ⅰ戏剧作品鉴赏与批评 必修 54考试 32 22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111B
语文教育 2015新时期小说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19Z
戏剧影视文学 2015新闻采访与写作 选修 36考查 22 14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048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训诂学基础 选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010Z
汉语言文学 2015训诂学基础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10Z
戏剧影视文学 2015Ⅱ影视非线性编辑 必修 36考查 18 18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168B
戏剧影视文学 2015Ⅱ影视剧本写作 必修 54考试 32 22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170B
戏剧影视文学 2015Ⅰ影视评论写作 必修 36考查 22 14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171B
秘书学 2015影像技术 选修 32考查 16 16 秘书学本15401～02 无方向122122Z
汉语言文学 2015应用文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07Z
语文教育 2015语文教育心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5Z
汉语国际教育 2015语用学 选修 36考查 36 汉语国际本15401 无方向122022Z
戏剧影视文学 2015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选修 36考查 28 8 戏剧影视本15401～02 无方向122092Z
汉语言文学 2015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124Z
汉语言文学 2015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62Z
语文教育 2015中国小说史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0Z
语文教育 2015中国语文教材研究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6Z
语文教育 2015中国语言学史 选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22Z
语文教育 2015Ⅱ中学语文教学论 必修 36考查 36 语文教育专15301 无方向12303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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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 2015Ⅱ专业写作 必修 54考查 54 0 汉语言本15401～04 无方向122019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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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 2017C程序设计 必修 48考试 24 24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19B008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C程序设计实训 课 考查 0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19D002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C程序设计实训 课 考查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19D002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C程序设计实训 必修 考查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9D002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C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193008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C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193008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WEB前端开发技术 选修 48考查 24 24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19C021Z
医学信息工程 2017WEB前端开发技术 选修 56考查 32 24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9C020Z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7电工电子技术 必修 120考试 96 24 计算机网络专17301 无方向193018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7电工电子技术 必修 120考试 96 24 计算机应用专17301 无方向193018B
电子信息类 2017电路分析基础 必修 66考试 48 18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19B010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电路分析基础 必修 56考试 32 24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9B011B
电子信息类 2017电子测量仪器实习 课 考查 0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19D017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离散数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19B012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64考试 32 32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19B013B
医学信息工程 2017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56考试 32 24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19C023B
草业科学 2017软件技术应用 必修 28考查 16 12 草业科学本17401 无方向19B016B
动物医学 2017软件技术应用 必修 28考试 16 12 动物医学本17401～04 无方向19B016B
动植物检疫 2017软件技术应用 必修 20考试 8 12 动植物检疫本17401～03 无方向19B015B
电子信息类 2017Ⅰ社会实践 课 考查 0 电子类本17401～06 无方向00E001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Ⅰ社会实践 课 考查 0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Ⅰ社会实践 课 考查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医学信息工程 2017Ⅰ社会实践 课 考查 0 医学信息工程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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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 2017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选修 32考查 16 16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9C064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数字逻辑电路 必修 56考试 32 24 计算机本17401～02 无方向19B022B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7现代教育技术 必修 32考试 20 12 数学本17401 无方向19B023B
体育教育 2017现代教育技术 选修 40考查 16 体育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9C080Z
农林经济管理 2017信息管理技术 必修 32考查 20 12 农林管理本17401～02 无方向19B023B
市场营销 2017信息管理技术 必修 32考试 20 12 市场营销本17401～02 无方向19B023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信息管理学概论 必修 48考查 48 0 信息本17401～02 无方向19B025B
法律事务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法律事务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酒店管理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93001B
酒店管理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酒店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93001B
旅游管理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旅游管理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旅游英语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旅游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商务英语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商务英语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数学教育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数学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医学检验技术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查 40 32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193001B
英语教育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英语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语文教育 2017信息技术基础 必修 72考试 40 32 语文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93002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医学信息技术 选修 16考查 16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19B003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医学信息技术 选修 36考查 24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19B002Z
针灸推拿学 2017医学信息技术 选修 32考查 32 0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19C098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医学信息技术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19C098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102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4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net程序设计 必修 80考试 48 32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192095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ARM体系结构 选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207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Java程序设计 选修 36考查 18 18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132Z
医学信息工程 2016Java程序设计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11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Linux操作系统 必修 50考试 32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089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6VB程序设计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网络专16301 无方向193021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VB程序设计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应用专16301 无方向193021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WEB前端开发技术 必修 72考试 36 36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93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Windows程序设计 必修 72考查 36 36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114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必修 33考试 24 9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077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必修 54考试 54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18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必修 72考试 54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163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必修 18考查 0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19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电磁兼容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0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085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电路CAD 必修 36考试 24 12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164B
通信工程 2016电子线路CAD 选修 36考查 12 24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80Z
法医学 2016多媒体技术应用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192005Z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6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必修 90考试 54 36 计算机网络专16301 无方向193022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必修 90考试 54 36 计算机应用专16301 无方向193022B
信息工程 2016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必修 62考试 32 30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21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选修 54考查 18 36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208Z
信息工程 2016复变函数与微分变换 选修 36考查 36 0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82Z
电子信息工程 2016高频电子线路 必修 64考查 4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2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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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 2016高频电子线路 必修 70考试 60 1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65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6汇编语言 选修 62考查 42 20 计算机网络专16301 无方向193008Z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汇编语言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应用专16301 无方向193049B
医学影像学 2016计算机辅助系统 选修 54考查 18 36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192023Z
信息工程 2016计算机网络 必修 80考试 48 32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044B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6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网络专16301 无方向193017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计算机网络技术 选修 54考查 36 18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079Z
电子信息工程 2016计算机组成原理 必修 36考试 36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25B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计算机组成原理 必修 90考试 70 20 计算机应用专16301 无方向193005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必修 18考查 0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26B
通信工程 2016科技文献检索 选修 30考查 30 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86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必修 90考试 54 36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192024B
通信工程 2016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选修 46考查 36 1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88Z
通信工程 2016嵌入式系统 必修 80考试 60 2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72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02003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002003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002003B
通信工程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002003B
信息工程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002003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社会实践 必修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002003B
财务管理 2016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财务管理本16401～03 无方向192175B
人力资源管理 2016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人力资源本16401～02 无方向192175B
市场营销 2016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市场营销本16401～02 无方向192175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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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 2016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必修 108考试 72 36 计算机网络专16301 无方向193024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必修 72考试 36 36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008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数据库原理与SQLserver开发 必修 80考试 50 30 计算机本16401～02 无方向192176B
信息工程 2016数字电路 必修 54考试 36 18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77B
医学信息工程 2016数字电路 必修 48考试 36 12 医学信息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77B
通信工程 2016算法与数据结构 必修 54考试 54 0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142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图形图像技术 选修 18考查 0 18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007Z
医学影像学 2016图形图像技术 选修 54考查 18 36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192006Z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6网络组建技术 必修 54考试 44 10 计算机应用专16301 无方向193037B
电子信息工程 2016信号与系统 必修 72考试 54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145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信号与系统 必修 72考试 54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145B
通信工程 2016信号与系统 必修 76考试 60 16 通信工程本16401 无方向192057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6信息管理学概论 必修 54考查 54 0 信息本16401～02 无方向192032B
信息工程 2016信息论基础 选修 36考查 36 0 信息工程本16401～02 无方向192063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6虚拟仪器与应用 选修 36考查 18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6401～02 无方向19219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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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 2015DSP技术及应用 必修 76考试 40 36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10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DSP芯片原理与应用 必修 69考试 51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159B
电子信息工程 2015FPGA应用技术 选修 54考查 2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29Z
医学信息工程 2015IOS移动开发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30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Java程序设计 选修 54考查 3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090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JSP开发与实训 选修 54考查 36 18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33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Linux操作系统 选修 36考查 22 14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049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Linux操作系统 必修 54考试 36 18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089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R语言编程基础 选修 3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218Z
信息工程 2015WEB前端开发技术 选修 54考查 36 18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10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WEB应用程序开发 必修 72考试 36 36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13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WindowsPhone移动开发技术 选修 36考查 18 18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74Z
医学信息工程 2015WindowsPhone移动开发技术 选修 36考查 18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74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ZigBee技术 选修 18考查 18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37Z
信息工程 2015ZigBee技术开发 必修 54考试 36 18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74B
电子信息工程 2015ZigBee技术实验 选修 36考查 0 36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38Z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5编码理论基础 选修 36考查 36 信息计算本15401 无方向192033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操作系统 必修 72考试 54 18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042B
移动通信技术 2015测量与维护 必修 60考试 40 20 移动通信专15301 无方向193077B
电子信息工程 2015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17B
信息工程 2015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必修 54考试 36 18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17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单片机及其应用 选修 3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054Z
信息工程 2015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选修 54考查 36 18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39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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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技术 2015电力电子技术 必修 30考查 30 移动通信专15301 无方向193076B
电子信息工程 2015电路CAD 选修 18考查 18 0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41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电路CAD实验 选修 36考查 0 36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41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电子测量技术 必修 54考试 3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05B
信息工程 2015电子商务 选修 54考查 54 0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79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电子综合设计 选修 54考查 0 54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143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工程制图 选修 36考查 18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46Z
通信工程 2015光纤技术 必修 46考试 42 4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66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计算机网络 选修 45考查 27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058Z
通信工程 2015交换原理及技术 必修 46考试 42 4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68B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5局域网技术应用 选修 54考查 18 36 电子信息专15301 无方向193005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科技论文写作 选修 1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034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科技英语与写作 选修 36考查 36 0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074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可编程辑辑器件与VHDL设计 必修 69考试 51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169B
通信工程 2015扩频通信 选修 54考查 36 18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87Z
医学信息工程 2015临床信息系统 必修 54考试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96B
口腔医学 2015临床信息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192204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及应用 必修 69考试 51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173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软件测试 选修 3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53Z
信息工程 2015软件工程 必修 48考试 32 16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096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软件工程及UML系统建模 必修 54考试 30 24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34B
电子信息工程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002003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00200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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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002003B
通信工程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002003B
信息工程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002003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002003B
医学信息工程 2015社会实践 必修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98B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生物医学信号检测 选修 36考查 18 18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55Z
信息工程 2015数据编码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0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09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 选修 36考查 18 18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56Z
电子信息工程 2015数字图像处理 选修 54考查 36 18 电子信息工程本15401～04 无方向192158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算法分析与设计 选修 3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60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图像处理技术 必修 72考试 48 24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44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网络规划与网络管理 选修 36考查 32 4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63Z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15网页制作 选修 54考查 18 36 电子信息专15301 无方向193006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选修 36考查 24 12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65Z
通信工程 2015卫星通信 选修 36考查 36 0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94Z
医学信息工程 2015物联网概论 必修 48考试 36 12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97B
通信工程 2015现代调制解调技术 选修 36考查 36 0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96Z
信息工程 2015信息安全基础 必修 46考试 36 10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104B
通信工程 2015信息论与编码技术 必修 36考试 36 0 通信工程本15401～02 无方向192184B
医学信息工程 2015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必修 54考试 54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146B
医学影像学 2015医疗仪器学 选修 18考查 18 0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52009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医学情报学概论 选修 18考查 18 0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18Z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医学文献分类与检索 必修 54考试 36 18 信息本15401～02 无方向19214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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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工程 2015医学影像及设备 选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信息工程本15401 无方向192212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语音信号处理 选修 45考查 27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203Z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5智能终端软件开发 选修 54考查 36 18 电子信息科学本15401 无方向192122Z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智能终端软件开发 必修 90考试 54 36 计算机本15401～02 无方向192150B
信息工程 2015自动控制原理 选修 36考查 36 0 信息工程本15401～03 无方向19207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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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 2014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必修 电子信息工程本14401～03 无方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4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4401 无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必修 计算机本14401～03 无方向

通信工程 2014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必修 通信工程本14401～02 无方向

信息工程 2014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必修 信息工程本14401～05 无方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4毕业实习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4401 无方向B00000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4毕业实习 必修 信息本14401～02 无方向B000003
电子信息工程 2014参观见习 必修 电子信息工程本14401～03 无方向192162B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4参观见习 必修 电子信息科学本14401 无方向192162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参观见习 必修 计算机本14401～03 无方向192162B
通信工程 2014参观见习 必修 通信工程本14401～02 无方向192162B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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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2017爵士舞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22C001Z
舞蹈学 2017爵士舞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22C001Z
舞蹈表演 2017拉丁舞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22B002Z
舞蹈学 2017拉丁舞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22C002Z
舞蹈学 2017摩登舞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22C003Z
环境设计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00E001Z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00E001Z
数字媒体艺术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舞蹈表演 2017书法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C055Z
音乐学 2017Ⅰ舞台表演训练 必修 48考查 36 1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22C001B
舞蹈表演 2017职业素养训练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22B008Z
舞蹈表演 2017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22B009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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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108考试 54 54 医学检验技术专17301 无方向063023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分析化学 必修 72考试 48 24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2B012B
药物制剂 2017Ⅰ分析化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2B011B
药学 2017Ⅰ分析化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2B011B
制药工程 2017Ⅰ分析化学 必修 32考试 32 0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B011B
药物制剂 2017Ⅰ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查 0 32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2D001B
药学 2017Ⅰ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查 0 32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2D001B
制药工程 2017Ⅰ分析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查 0 32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D001B
制药工程 2017化工制图 必修 32考查 32 0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B014B
药物制剂 2017Ⅰ化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2D004B
药学 2017Ⅰ化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2D004B
制药工程 2017Ⅰ化学综合实训 必修 考查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D004B
药物制剂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药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制药工程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0E001Z
护理 2017药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5B
临床医学 2017药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63015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药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6301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24考查 24 0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2B024B
药物制剂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2B022B
药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2B022B
制药工程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B022B
中药学 2017有机化学 必修 48考试 48 0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2B02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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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 2017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48考查 0 48 药物制剂本17401 无方向02D021B
药学 2017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48考查 0 48 药学本17401～03 无方向02D021B
制药工程 2017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48考查 0 48 制药工程17401 无方向02D021B
中药学 2017有机化学实验 必修 32考试 0 32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2D02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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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 2016波谱分析 选修 72考查 54 18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22011Z
药学 2016波谱分析 选修 72考查 54 18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22011Z
制药工程 2016机械设计基础 必修 36考试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35B
制药工程 2016计算机辅助设计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24Z
药学 2016生药学 必修 90考查 54 36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22016B
药物制剂 2016数理统计 必修 54考查 54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22017B
药学 2016数理统计 必修 54考查 54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22017B
制药工程 2016物理化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38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22018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22018Z
医学影像学 2016药理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22022B
制药工程 2016药物合成反应 必修 36考试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41B
制药工程 2016药用高分子材料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33Z
药学 2016药用植物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22005B
药学 2016野外实训（采药） 必修 36考查 36 药学本16401～02 无方向022029B
制药工程 2016有机波谱分析 选修 72考查 54 18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22034Z
中药学 2016中药不良反应概论 选修 18考查 18 0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2200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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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 2015波谱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22002Z
法医学 2015法医毒物分析 必修 54考试 36 18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22002B
法医学 2015临床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22013Z
临床医学 2015临床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22013Z
药物制剂 2015临床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13Z
药学 2015临床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药学本15401～03 无方向022013Z
医学影像学 2015临床药理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22013Z
药学 2015临床药物治疗学 必修 108考查 72 36 药学本15401～03 药学方向022008B
麻醉学 2015麻醉药理学 必修 45考试 30 15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22032B
药物制剂 2015生物制药工艺学 选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14Z
药物制剂 2015天然药物化学 选修 72考查 54 18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16Z
药学 2015天然药物化学 必修 108考试 64 44 药学本15401～03 无方向022007B
制药工程 2015天然药物化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07B
药物制剂 2015物理化学 必修 72考试 36 36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19B
药学 2015物理化学 选修 72考查 54 18 药学本15401～03 临床药学方向022004Z
药学 2015物理化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药学本15401～03 药学方向022019B
药物制剂 2015药剂学 必修 108考试 64 44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20B
制药工程 2015药剂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39B
中医学 2015药理学 必修 72考查 54 18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22022B
药物制剂 2015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选修 36考查 18 18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05Z
药学 2015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选修 36考查 18 18 药学本15401～03 无方向022005Z
药物制剂 2015药事管理学 必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24B
制药工程 2015药物分析 必修 90考试 54 36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40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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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 2015Ⅱ药学专业外语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32Z
药物制剂 2015Ⅱ药学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08Z
药学 2015Ⅱ药学专业英语 选修 36考查 36 药学本15401～03 无方向022008Z
制药工程 2015药用辅料学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20Z
药物制剂 2015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药物制剂本15401 无方向022028B
制药工程 2015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5401～02 无方向022035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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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考试 药物制剂本14401 无方向B000004
药学 2014毕业论文 必修 考试 药学本14401～03 无方向B000004
药物制剂 2014毕业实习 必修 考查 药物制剂本14401 无方向B000003
药学 2014毕业实习 必修 考查 药学本14401～03 无方向B000003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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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2017寄生虫学 必修 36考查 18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1B
临床医学 2017寄生虫学 必修 36考查 18 18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1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寄生虫学 必修 36考查 18 1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83001B
护理学（四） 2017人体寄生虫学 选修 28考查 16 12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8C017Z
生物信息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0E001Z
护理学（四） 2017生物化学 必修 44考查 32 12 护理学本17401～03 无方向08B008B
生物信息学 2017生物化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8B009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生物化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8B009B
生物信息学 2017生物化学技能训练 必修 考查 生物信息本17401 无方向08D007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生物化学实验 必修 考查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8D010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7生物化学实验 必修 考查 医学检验本17401～03 无方向08D011B
临床医学 2017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必修 112考试 88 24 临床医学本17501～09 器官系统整合08B013B
临床医学 2017实验诊断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6B
护理 2017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3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83003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7微生物学技能培训 必修 考查 卫生检验本17401 无方向08D015B
护理 2017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护理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7B
临床医学 2017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7B
医学影像技术 2017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医学影像专17301 无方向083007B
临床医学 2017预防医学 必修 36考试 36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08300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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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48考查 48 0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82038Z
临床医学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48考查 48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82038Z
麻醉学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48考查 48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38Z
制药工程 2016分子生物学 选修 36考查 36 制药工程16401～02 无方向082020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分子诊断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024B
法医学 2016公共卫生体系 选修 18考查 18 0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12Z
医学检验技术 2016临床检验基础 必修 135考试 66 69 医学检验技术专16301～02 无方向083015B
医学检验技术 2016临床生化检验 必修 126考试 36 90 医学检验技术专16301～02 无方向083016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临床营养学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82022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临床营养学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022Z
临床医学 2016人体寄生虫学 必修 36考查 18 18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82106B
麻醉学 2016人体寄生虫学 选修 18考查 12 6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32Z
医学影像学 2016人体寄生虫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82078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人体寄生虫学 选修 18考查 12 6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82032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生物材料检验 必修 54考试 36 18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82095B
医学检验技术 2016生物化学技术 必修 54考查 54 医学检验技术专16301～02 无方向083017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生物信息学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82024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生物信息学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024Z
针灸推拿 2016实验诊断学 必修 32考试 22 10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83006B
药物制剂 2016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82010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82040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细菌学检验 必修 66考试 36 30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82111B
麻醉学 2016血栓与止血新技术 选修 27考查 27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17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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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 2016血型与输血 选修 36考查 36 0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16Z
护理学 2016循证医学 选修 27考查 27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82042Z
临床医学 2016循证医学 选修 18考查 18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82001Z
法医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13B
口腔医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82013B
临床医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82013B
麻醉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13B
药物制剂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36考查 36 药物制剂本16401 无方向082014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27考试 27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071B
针灸推拿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36考查 24 12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82071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82013B
法医学 2016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法医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80B
口腔医学 2016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口腔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82080B
临床医学 2016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临床医学本16501～08 无方向082080B
麻醉学 2016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63考试 45 18 麻醉学本16501 无方向082079B
医学影像学 2016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影像学本16501～02 无方向082080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医学专业英语 必修 45考查 45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10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仪器分析 必修 54考试 36 18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112130B
护理学 2016预防保健 选修 18考查 18 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82044Z
护理学 2016预防医学 必修 64考查 44 20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8210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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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SPSS软件应用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03Z
法医学 2015分子生物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82075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分子生物学 必修 36考试 36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20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寄生虫学及检验 必修 48考试 16 32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85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检验与临床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30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空气理化检验 必修 72考试 36 36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49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临床生物化学及检验 必修 96考试 48 4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91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临床实验室管理 必修 32考试 32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92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临床输血学 必修 32考试 24 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93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临床血液学 必修 64考试 56 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34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临床血液学及检验 必修 88考试 40 4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94B
中医学 2015人体寄生虫学 选修 18考查 12 6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82032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生物安全学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26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生物安全学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26Z
法医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52考试 40 12 法医学本15501 无方向082015B
临床医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52考试 40 12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82015B
麻醉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36考试 32 4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82016B
针灸推拿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45考试 35 1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82015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82015B
中医学 2015实验诊断学 必修 48考查 36 12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8201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食品理化检验 必修 72考试 36 36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50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输血技术学 必修 56考试 32 24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66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水质理化检验 必修 72考试 36 36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5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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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脱落细胞学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25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脱落细胞学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25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微生物学及检验 必修 112考试 48 64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97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卫生检验检疫学 必修 36考试 36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48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卫生学 必修 36考试 36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45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血栓与止血新技术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29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血栓与止血新技术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29Z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5血型与输血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5401 无方向082028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血型与输血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无方向082028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血液制品学 必修 32考查 32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038B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5医学检验综合设计性实验 必修 48考查 48 医学检验本15401～06 分方向课程082102B
医学影像学 2015医学免疫学 必修 54考查 36 18 影像学本15501～02 无方向082013B
口腔医学 2015医学统计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口腔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82031Z
临床医学 2015医学统计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82020B
麻醉学 2015医学统计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82020B
针灸推拿学 2015医学统计学 必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82021B
中医学 2015医学微生物学 必修 54考查 54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86B
临床医学 2015预防医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82081B
麻醉学 2015预防医学 必修 36考试 24 12 麻醉学本15501 无方向08208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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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 2014循证医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法医学本14501 无方向082001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循证医学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82002Z
中医学(一) 2014循证医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82001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艺术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123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2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数字媒体艺术 2017WEB界面设计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C104B
音乐学 2017Ⅰ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必修 32考试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B059B
音乐学 2017Ⅱ钢琴 必修 16考试 16 音乐学本17401～02 声乐方向18D037B
音乐学 2017Ⅱ钢琴 必修 16考试 16 音乐学本17401～02 器乐方向18D037B
音乐学 2017Ⅱ钢琴基础与即兴伴奏 课 16考查 16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D004B
音乐教育 2017Ⅱ钢琴与即兴伴奏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15B
美术学 2017构成形式基础 必修 32考查 32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B061B
美术学 2017国画基础 必修 48考查 16 32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B063B
舞蹈表演 2017合唱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C104Z
舞蹈学 2017合唱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C104Z
环境设计 2017环境艺术设计简史 必修 32考查 32 0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8B064B
舞蹈表演 2017基础钢琴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B104B
舞蹈表演 2017基础钢琴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B065B
舞蹈学 2017基础钢琴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B104B
音乐教育 2017Ⅰ基础和声学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33B
舞蹈表演 2017基础声乐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B105B
舞蹈表演 2017基础声乐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B066B
舞蹈学 2017基础声乐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B105B
音乐学 2017Ⅱ基础声乐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1～02 器乐方向18C076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计算机辅助设计 必修 48考查 16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B067B
环境设计 2017空间形式语言 必修 48考试 48 0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8B068B
环境设计 2017空间形式语言 必修 48考查 48 0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8B068B
音乐学 2017Ⅱ乐器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1～02 声乐方向18C080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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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2017Ⅰ琴法 必修 32考试 16 16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8C037B
环境设计 2017人机工程学 必修 32考查 32 0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8B070B
美术教育 2017色彩风景 必修 48考查 24 24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83005B
美术教育 2017色彩静物 必修 96考试 60 36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83006B
环境设计 2017设计初步 必修 32考查 32 0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8C040B
环境设计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美术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视觉传达设计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舞蹈表演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舞蹈表演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00E001Z
舞蹈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音乐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00E001Z
音乐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音乐教育 2017Ⅱ声乐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27B
音乐学 2017Ⅱ声乐 必修 16考试 16 音乐学本17401～02 声乐方向18B020B
学前教育 2017声乐基础 必修 32考查 16 16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8C043B
音乐教育 2017Ⅱ视唱练耳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21B
音乐学 2017Ⅱ视唱练耳 必修 32考试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B071B
音乐学 2017Ⅱ视唱练耳 必修 32考试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B028B
环境设计 2017Ⅰ室内设计 必修 32考查 32 0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8C045B
舞蹈表演 2017书法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C055Z
舞蹈学 2017书法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C055Z
数字媒体艺术 2017数据库基础与原理 必修 24考查 24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C05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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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 2017数字图像处理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B118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图形创意 必修 48考查 16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C055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图形创意 必修 40考查 16 24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C056B
舞蹈表演 2017外国音乐史与欣赏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C113Z
舞蹈学 2017外国音乐史与欣赏 选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C113Z
数字媒体艺术 2017网页设计与制作 必修 32考查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C107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文字与版式 必修 48考查 16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C059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文字与版式 必修 40考查 40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C060B
舞蹈表演 2017Ⅱ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2考试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C082B
舞蹈表演 2017Ⅱ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2考试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B075B
舞蹈学 2017Ⅱ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2考试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C082B
学前教育 2017舞蹈基础 必修 32考试 16 16 学前教育本17401～02 无方向18C061B
音乐学 2017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B083B
环境设计 2017乡土调研 课 考查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8D013B
环境设计 2017乡土调研 课 考查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8D013B
音乐学 2017形体 选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C011Z
音乐学 2017形体 选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C011Z
音乐教育 2017Ⅱ形体训练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36B
环境设计 2017艺术概论 必修 32考查 32 0 环境设计本17402 无方向18B085B
美术教育 2017艺术概论 必修 24考查 24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83007B
音乐教育 2017Ⅱ艺术实践课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11Z
美术学 2017艺术写生 课 考查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D016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艺术写生 课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D016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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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2017艺术写生 课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D016B
音乐学 2017Ⅰ应用和声 必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B088B
美术学 2017油画基础 必修 48考查 16 32 美术学本17401～02 无方向10B003B
美术教育 2017油画技法 必修 72考查 72 美术教育专17301 无方向183008B
音乐学 2017职业认知 必修 考查 音乐学本17401～02 无方向18D036B
音乐学 2017职业素质训练 课 考查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D017B
音乐学 2017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选修 32考查 32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C098Z
舞蹈表演 2017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C099B
舞蹈表演 2017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B091B
舞蹈学 2017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2考查 32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C099B
音乐教育 2017Ⅱ中国音乐史与欣赏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38B
音乐学 2017Ⅱ中外乐器 必修 16考试 16 音乐学本17401～02 器乐方向18B046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中外设计艺术史 必修 32考试 32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B098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中外设计艺术史 必修 32考试 32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B098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专业基础考察实践 课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D019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专业基础考察实践 课 考查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D020B
数字媒体艺术 2017专业基础考察实践 课 考查 数字媒体本17401～02 无方向18D020B
舞蹈表演 2017专业考察 必修 考查 舞蹈表演本17401 无方向18B116B
舞蹈表演 2017专业考察 必修 考查 舞蹈表演本17402 无方向18D031B
舞蹈学 2017专业考察 必修 考查 舞蹈学本17401 无方向18B116B
环境设计 2017专业制图 必修 48考试 48 0 环境设计本17401 无方向18B099B
音乐教育 2017Ⅱ专业主项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7301～02 无方向183040B
音乐学 2017Ⅱ专业主项 课 16考试 16 音乐学本17403 无方向18D026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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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2017装饰图案 必修 48考查 16 32 视觉传达本17401 无方向18B100B
视觉传达设计 2017装饰与图案 必修 48考查 48 视觉传达本17402～03 无方向18B10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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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 2016版画 必修 72考查 72 美术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0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标志设计 必修 60考试 36 24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272B
美术学 2016丙烯画创作实践 选修 40考查 40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112Z
环境设计 2016传统工艺美术欣赏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52135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传统工艺美术欣赏 选修 16考查 16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099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大众传播学 必修 48考查 24 24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274B
音乐学 2016Ⅲ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065B
环境设计 2016风景油画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132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风景油画 选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133Z
音乐学 2016Ⅳ钢琴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6401～02 声乐方向182191B
音乐学 2016Ⅳ钢琴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6401～02 器乐方向182191B
音乐教育 2016Ⅳ钢琴与即兴伴奏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7B
环境设计 2016公共环境设计 必修 60考查 36 24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277B
音乐学 2016Ⅳ合唱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022Z
音乐学 2016Ⅳ合奏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018Z
美术学 2016花鸟技法 必修 48考查 48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42B
美术学 2016花鸟小品创作实践 选修 40考查 40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138Z
美术学 2016花鸟写生创作 必修 40考试 16 24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43B
音乐学 2016Ⅳ基础声乐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器乐方向18219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计算机辅助设计2 必修 48考查 24 24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286B
舞蹈表演 2016Ⅳ技巧组合训练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167Z
舞蹈学 2016Ⅳ技巧组合训练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82167Z
环境设计 2016家具设计 必修 48考查 48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21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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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 2016建筑设计史 必修 48考试 48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289B
环境设计 2016景观设计基础 必修 60考查 36 24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291B
环境设计 2016居住空间设计 必修 48考查 24 24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292B
舞蹈表演 2016爵士与踢踏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293B
环境设计 2016卡通形象创作 选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105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卡通形象创作 选修 32考查 16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105Z
音乐学 2016Ⅳ乐器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学本16401～02 声乐方向182193B
学前教育 2016美术基础 必修 36考查 18 18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182157B
音乐教育 2016配器法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49B
学前教育 2016琴法 必修 36考查 18 18 学前教育本16401～02 无方向182154B
音乐教育 2016Ⅱ曲式与作品分析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6Z
美术学 2016山水画技法 必修 48考查 48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48B
音乐教育 2016Ⅳ声乐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29B
音乐学 2016Ⅳ声乐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6401～02 声乐方向182194B
音乐教育 2016Ⅳ视唱练耳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23B
音乐学 2016Ⅳ视唱练耳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041B
美术学 2016书法基础 必修 60考试 36 24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50B
环境设计 2016水彩画 选修 32考查 32 环境设计本16401 无方向182143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水彩画 选修 16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144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图形创意 必修 32考试 3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015B
美术教育 2016外国美术史 必修 24考试 24 美术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1B
音乐教育 2016Ⅱ外国音乐史与欣赏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46B
音乐学 2016舞蹈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028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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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2016Ⅳ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108B
舞蹈学 2016Ⅳ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82108B
舞蹈表演 2016Ⅳ舞台表演实践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161Z
舞蹈学 2016Ⅳ舞台表演实践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82161Z
音乐教育 2016Ⅱ艺术美学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48B
音乐教育 2016Ⅳ艺术实践课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3Z
美术学 2016油画风景技法 必修 48考试 48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55B
美术学 2016油画风景写生创作 必修 40考查 16 24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56B
美术教育 2016油画静物 选修 72考查 72 美术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05Z
美术学 2016油画静物技法 必修 48考试 48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58B
美术学 2016油画静物写生创作 必修 40考查 16 24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259B
美术学 2016油画静物作品赏析 选修 16考查 16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124Z
美术教育 2016油画人物 选修 72考试 72 美术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06Z
视觉传达设计 2016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必修 32考查 32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320B
舞蹈表演 2016中国古典舞身韵 必修 72考查 72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321B
舞蹈学 2016中国古典舞身韵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82115B
舞蹈表演 2016Ⅳ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6401 无方向182101B
舞蹈学 2016Ⅳ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学本16401 无方向182101B
音乐学 2016Ⅳ中外乐器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6401～02 器乐方向182195B
视觉传达设计 2016中外设计艺术史 必修 48考试 24 24 视觉传达本16401 无方向182324B
音乐教育 2016中外声乐与歌剧欣赏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18Z
美术学 2016中西风景绘画作品赏析 选修 16考查 16 美术学本16401～02 无方向182126Z
音乐教育 2016Ⅳ专业主项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教育专16301～02 无方向183042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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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2015包装设计 必修 72考查 36 36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270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包装效果图制作 选修 16考查 40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096Z
美术教育 2015毕业创作 必修 108考试 48 60 美术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13B
环境设计 2015壁画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30Z
环境设计 2015电影赏析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31Z
音乐学 2015Ⅴ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必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067B
环境设计 2015服装设计 选修 40考查 40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34Z
音乐学 2015Ⅵ钢琴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5401～02 声乐方向182200B
音乐学 2015Ⅵ钢琴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5401～02 器乐方向182200B
音乐学 2015钢琴教学法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032Z
音乐教育 2015Ⅵ钢琴与即兴伴奏 必修 9考试 9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19B
音乐教育 2015Ⅱ歌曲作法 必修 27考试 27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51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广告学与广告招贴设计 必修 72考试 36 36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281B
音乐教育 2015Ⅱ合唱指挥 必修 27考查 27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53B
舞蹈表演 2015Ⅵ技巧组合训练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69Z
舞蹈学 2015Ⅵ技巧组合训练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69Z
美术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2B
舞蹈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012122B
音乐学 2015教育心理学 必修 36考试 36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012122B
舞蹈表演 2015民族民间舞剧目表演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295B
舞蹈表演 2015民族民间舞剧目排练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296B
舞蹈学 2015民族民间舞剧目排练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296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Ⅵ企业形象设计（ ） 必修 84考试 36 48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298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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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2015人体写生 必修 108考查 36 72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46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商业展示设计赏析 选修 16考查 40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107Z
音乐教育 2015Ⅵ声乐 必修 9考试 9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31B
音乐学 2015Ⅵ声乐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5401～02 声乐方向182201B
音乐学 2015声乐教学法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023Z
美术学 2015实验水墨 选修 32考查 32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119Z
音乐教育 2015Ⅵ视唱练耳 必修 18考查 18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25B
音乐教育 2015Ⅱ手风琴基础 选修 18考查 18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22Z
美术学 2015书法作品赏析 选修 16考查 16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120Z
视觉传达设计 2015书籍设计赏析 选修 16考查 40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142Z
美术学 2015水墨人物技法 必修 48考试 48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51B
美术学 2015水墨人物写生创作 必修 40考试 16 24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52B
舞蹈表演 2015通俗歌曲表演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45Z
舞蹈学 2015通俗歌曲表演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45Z
音乐学 2015通俗歌曲表演 选修 36考查 36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145Z
环境设计 2015无障碍设计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46Z
舞蹈表演 2015舞蹈创编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25B
舞蹈学 2015舞蹈创编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25B
舞蹈表演 2015Ⅵ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10B
舞蹈学 2015Ⅵ舞蹈基本功训练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10B
舞蹈表演 2015Ⅵ舞台表演实践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63Z
舞蹈学 2015Ⅵ舞台表演实践 选修 36考查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63Z
音乐学 2015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必修 54考试 54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311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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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2015现代油画语言探索 选修 32考查 32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148Z
视觉传达设计 2015现代装置艺术 选修 40考查 16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150Z
环境设计 2015小区规划 必修 84考查 36 48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315B
舞蹈表演 2015音乐教学法 必修 54考查 54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203B
舞蹈学 2015音乐教学法 必修 54考查 54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203B
音乐学 2015音乐教学法 必修 54考查 54 音乐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03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影视广告视听语言 选修 40考查 16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153Z
美术学 2015油画现代表现技法 必修 60考试 36 24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63B
美术学 2015油画着衣人物技法 必修 72考试 36 36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64B
美术学 2015油画着衣人物写生创作 必修 56考查 32 24 美术学本15401～02 无方向182265B
环境设计 2015园艺基础 必修 60考试 36 24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319B
环境设计 2015展示设计 选修 40考查 40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54Z
环境设计 2015中国传统建筑赏析 选修 16考查 16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155Z
环境设计 2015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必修 72考查 36 36 环境设计本15401 无方向182322B
视觉传达设计 2015中国画 选修 16考查 16 视觉传达本15401 无方向182156Z
舞蹈表演 2015Ⅵ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6考查 36 舞蹈表演本15401 无方向182103B
舞蹈学 2015Ⅵ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必修 36考试 36 舞蹈学本15401 无方向182103B
音乐学 2015Ⅵ中外乐器 必修 18考试 18 音乐学本15401～02 器乐方向182204B
音乐教育 2015Ⅵ专业主项 必修 9考试 9 音乐教育专15301～02 无方向183044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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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环境设计本14401 无方向

美术学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美术学本14401～02 无方向

视觉传达设计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视觉传达本14401 无方向

舞蹈表演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舞蹈表演本14401 无方向

舞蹈学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舞蹈学本14401 无方向

音乐学 2014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 必修 音乐学本14401～02 无方向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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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0E001Z
针灸推拿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0E001Z
中药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0E001Z
中医学 2017Ⅰ社会实践 选修 考查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0E001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医古文 必修 48考查 48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B020B
中医学 2017医古文 必修 48考试 48 0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7B020B
康复治疗学 2017针灸见习 课 考查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7D011B
康复治疗学 2017针灸学 必修 32考试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7B023B
康复治疗学 2017针灸学实训 选修 32考查 0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7D004Z
康复治疗学 2017针灸学实训 选修 32考查 0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7D004Z
针灸推拿学 2017中国医学史 选修 16考查 16 0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7C014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中国医学史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B006Z
中医学 2017中国医学史 选修 24考查 24 0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7B005Z
康复治疗学 2017中药方剂学 选修 32考试 32 康复治疗本17401～02 无方向07B008Z
针灸推拿学 2017中药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7B024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中药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B024B
中药学 2017中药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7B024B
中医学 2017中药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7B024B
中药学 2017中药综合实训 课 考查 中药学本17401 无方向07D019B
临床医学 2017Ⅰ中医学 必修 45考查 45 临床医学专17301～03 无方向163009B
针灸推拿学 2017中医哲学基础 选修 16考查 16 0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7C027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中医哲学基础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B01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开课部门:  中医学院

专业名称 年级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总
课时

考核
方式

理论
课时

实验
课时

上课班级

136

学年第 学期教学任务下达正式方案

实践

2

2017-2018 2

开课学期:

备注课程代码

2017.12.01报表日期: 第 页

针灸推拿学 2017中医诊断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7B027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中医诊断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B027B
中医学 2017中医诊断学 必修 64考试 64 0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7B027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7Ⅰ中医综合实训 课 考查 中西临床本17501～03 无方向07D023B
针灸推拿学 2017Ⅰ中医综合实训 课 考查 针灸推拿本17501～02 无方向07D023B
中医学 2017Ⅰ中医综合实训 课 考查 中医学本17501～02 无方向07D023B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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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学 2016金匮要略 选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72014Z
中医学 2016金匮要略选读 必修 72考试 66 6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72015B
针灸推拿学 2016经络腧穴学 必修 90考试 60 3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72068B
针灸推拿 2016康复医学 选修 48考查 36 12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06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内经选读 选修 54考查 54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72027Z
针灸推拿学 2016伤寒论选读 选修 54考查 54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72013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伤寒论选读 必修 54考试 54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72051B
针灸推拿 2016神经病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05Z
中药学 2016实验诊断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72028Z
针灸推拿 2016推拿治疗学 必修 48考试 24 24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19B
针灸推拿学 2016温病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72015Z
中医学 2016温病学 必修 72考试 66 6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72016B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6循证医学 选修 18考查 18 卫生检验本16401 无方向082002Z
医学检验技术本 2016循证医学 选修 18考查 18 医学检验本16401～03 无方向082002Z
中药学 2016药用植物学 必修 72考试 54 18 中药学本16401 无方向072054B
中医学 2016药用植物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72031Z
护理学 2016针灸推拿学 选修 36考查 18 18 护理学本16401～02 无方向072061Z
针灸推拿 2016针灸治疗学 必修 80考试 50 30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20B
针灸推拿 2016中医传统康复技能 选修 32考查 24 8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08Z
针灸推拿 2016中医妇科学 选修 48考查 42 6 针灸推拿专16301 无方向073002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中医养生康复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72059Z
中医学 2016中医养生康复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72049Z
针灸推拿学 2016中医英语 选修 18考查 18 0 针灸推拿本16501～02 无方向07205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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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6中医英语 选修 18考查 18 0 中西临床本16501～03 无方向072051Z
中医学 2016中医英语 选修 18考查 18 0 中医学本16501～02 无方向072051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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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学 2015精神病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152019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精神病学 选修 36考查 27 9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152019Z
中医学 2015精神病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152019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全科医学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62003Z
中医学 2015全科医学概论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03Z
中医学 2015医学遗传学 选修 36考查 24 12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62010Z
中药学 2015针灸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72033Z
针灸推拿学 2015针灸医籍选读 必修 54考试 54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72075B
针灸推拿学 2015中成药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72035Z
中药学 2015中成药学 必修 36考试 36 0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72055B
中药学 2015中药鉴定学 必修 108考试 72 36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72058B
中药学 2015中药炮制学 必修 72考试 44 28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72059B
中医学 2015中医儿科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25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中医妇科学 必修 54考查 45 9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72020B
中医学 2015中医各家学说 必修 54考试 54 0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49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中医骨伤科学 必修 54考试 45 9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72028B
中医学 2015中医急诊学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43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中医类执业医师技能培训 选修 18考查 0 18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72057Z
中医学 2015中医类执业医师技能培训 选修 18考查 0 18 中医学本15501～02 无方向072057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5Ⅱ中医内科学 必修 54考试 45 9 中西临床本15501～03 无方向072079B
针灸推拿学 2015中医外科学 必修 36考查 36 0 针灸推拿本15501～03 无方向072031B
临床医学 2015中医学 必修 54考试 36 18 临床医学本15501～10 无方向072080B
中药学 2015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选修 18考查 18 0 中药学本15401 无方向072050Z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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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学 2014神经病学 必修 32考查 24 8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69B
针灸推拿学 2014实验针灸学 必修 48考查 16 32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70B
针灸推拿学 2014西医外科学总论 必修 64考试 48 16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72B
针灸推拿学 2014医患沟通学基础 选修 16考查 16 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32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医患沟通学基础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72055Z
中医学(一) 2014医患沟通学基础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72032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中医儿科学 必修 36考查 28 8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72026B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中医急诊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72043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中医科研思维与方法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72044Z
针灸推拿学 2014中医眼科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58Z
中医学(一) 2014中医眼科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72048Z
针灸推拿学 2014中医养生康复学 选修 32考查 32 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49Z
针灸推拿学 2014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选修 16考查 16 0 针灸推拿本14501～02 无方向072050Z
中医学(一) 2014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选修 16考查 16 0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72050Z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14中医医案选读 选修 36考查 36 0 中西临床本14501～02 无方向072006Z
中医学(一) 2014中医医案选读 选修 32考查 32 0 中医学本14501～02 无方向072006Z

任务下达部门： 教务处

说明： 1. 教学单位依据培养方案对所属专业及所属课程进行核实，编制本单位教学任务执行计划，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第9周报教务处。修改请在空白处或另附纸张。
2. 各教学单位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任务，但须按照《河北北方学院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的要求报批，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任务执行计划中。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