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崇明广博 第1场 8：30-10:00 运营管理/31305840 1

海德南翔 第2场 10:30-12:00 大学英语2/31100542 1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1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3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4

计算机应用/31100830 2

第2场 10:30-12:00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5

会计信息系统/31300930 1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2

第4场 15:00-16: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4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31100630 1

计算机应用/31100830 1

第2场 10:30-12:00 大学英语2/31100542 1

第3场 13:00-14:30 财务会计1/31101541 1

第4场 15:00-16:30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1

第3场

8：30-10:00

13:00-14:30

第1场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金成石化

金山枫泾

第1场

8：30-10:00

考试地址

崇明社区学院东门路340号204教室

南翔佳通路31号3号楼603室

金山区石化卫清东路3098号201室

金山区枫泾枫丽路163号社区学校2#203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20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61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31100630 38+1

计算机应用/31100830 22

大学英语2/31100542 32+1

公共关系学/31BZX036 8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6

财务会计1/31101541 4

金融概论/31107840 21

金融学/31303340 17

银行会计学/31309540 5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6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27+1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2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76

第1场 8：30-10:00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3

第3场 13:00-14:30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3

青浦培新

坤阳人才、
天宝路

（18Z10176
0101黄远彬
3门课）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第3场

第4场

10:30-12:00

13:00-14:30

15:00-16:30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1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2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3

青浦车站支一路10号青浦培新一教室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3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4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1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2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3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1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2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3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4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4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1

黄兴路217号C座7楼坤阳教室2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第1场 8：30-10:00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1

第2场 10:30-12:00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1

第3场 13:00-14:30 金融学/31303340 1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1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2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1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2

计算机应用/31200830 3

大学英语二/31200352 3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1

微积分/31200140 2

会计信息系统/31300930 1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4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2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2

13:00-14:30

15:00-16:30

荣庆教育

上川路

第4场 15:00-16:30

第1场

第2场

第3场

第4场

8：30-10:00

10:30-12:00

上川路995号金保楼401

北京东路668号西楼4B2第一教室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管理/31101940 54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中原路692号 商城路1088号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27 中原路692号 三阳路56号5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沪南路938号5

楼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63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大学英语四/31200354 20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27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31100630 72
沪南路938号5

楼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个人理财/31304140 9 商城路1088号

计算机应用/31100830 27
沪南路938号5

楼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运营管理/31305840 9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计算机应用/31200830 17 商城路1088号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财经应用文写作/31GXK006 6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中原路692号

成本会计/31101730 19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大学英语2/31100542 65
沪南路938号5

楼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大学英语二/31200352 12 商城路1088号

公共关系学/31BZX036 24 商城路1088号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公司信贷/31309840 9 商城路1088号

管理会计/31301230 28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国际商务函电/31306430 9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29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微积分/31200140 15 商城路1088号

市中教育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10:30-12:00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会计1/31101541 42
沪南路938号5

楼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管理会计/31101830 18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国际贸易/31302630 8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会计信息系统/31300930 16
沪南路938号5

楼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金融学/31303340 17 商城路1088号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人力资源管理/31105730 8 中原路692号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人力资源管理/31305930 6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市场营销学/31106430 9 中原路692号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市场营销学/31305740 6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银行会计学/31309540 1 商城路1088号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55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金融市场学/31304040 9 商城路1088号

个人贷款/31309920 10 商城路1088号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68
沪南路938号5

楼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60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统计学原理/31101130 23 中原路692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67
沪南路938号5

楼
中原路692号 商城路1088号 三阳路56号5楼

中山北路2439
号4楼

浦东南路1630
号5楼

中央银行学/31309320 12 商城路1088号

第1场 8：30-10:00 审计学/31301830 1

第2场 10:30-12:00 经济法/31303430 1

第3场 13:00-14:30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1

市中教育

第4场 15:00-16:30

松江财会

第3场 13:00-14:30

松江区老城秀水新路21号松江财会五教室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管理/31101940 8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11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4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31100630 11

运营管理/31305840 1

成本会计/31101730 6

大学英语2/31100542 4

大学英语二/31200352 1

公共关系学/31BZX036 1

管理会计/31301230 9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6

微积分/31200140 3

财务会计1/31101541 9

管理会计/31101830 6

会计信息系统/31300930 14

金融学/31303340 5

跨国公司财务/31303640 4

人力资源管理/31105730 1

人力资源管理/31305930 2

市场营销学/31106430 1

银行会计学/31309540 1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9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3

税法/31BZX034 4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6

统计学原理/31101130 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4

第3场

15:00-16:30

松江大学城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10:30-12:00

13:00-14:30

第4场

文翔路2800号3DM13

文翔路2800号3DM14

文翔路2800号3DM13

文翔路2800号3DM14

文翔路2800号3DM13

文翔路2800号3DM14

文翔路2800号3DM13

文翔路2800号3DM14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管理/31101940 13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4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6

大学英语四/31200354 2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1

个人理财/31304140 1

运营管理/31305840 8

成本会计/31101730 1

公司信贷/31309840 1

管理会计/31301230 2

经济法/31303430 2

微积分/31200140 1

财务会计1/31101541 2

管理会计/31101830 1

金融学/31303340 2

市场营销学/31305740 8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5

金融市场学/31304040 1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9

统计学原理/31101130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1

新江进修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10:30-12:00

第3场 13:00-14:30

第4场 15:00-16:30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沪太路2388弄文渊楼207教室1

沪太路2388弄文渊楼207教室1

沪太路2388弄文渊楼207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沪太路2388弄文渊楼207教室1
金钟路658弄11号6楼教室1

沪太路2388弄文渊楼207教室1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管理/31101940 20

财务管理学/31301340 31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19

大学英语四/31200354 2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31100630 22

个人理财/31304140 2

国际金融/31107540 2

计算机应用/31200830 13

审计学/31301830 5

成本会计/31101730 9

大学英语2/31100542 13

大学英语二/31200352 2

公共关系学/31BZX036 1

公司信贷/31309840 2

管理会计/31201830 3

管理会计/31301230 33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13

经济法/31303430 6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31107340 2

微积分/31200140 7

徐汇校区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10:30-12:00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201L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1号楼6楼2号机房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201L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学习站点 场次 时间 课程 人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补考安排

考试日期：2019年1月19日（周六）

考试地址

财务会计1/31101541 30

管理会计/31101830 13

会计信息系统/31300930 31

金融市场学/31304040 2

金融学/31202840 2

金融学/31303340 1

跨国公司财务/31303640 2

银行会计/31107440 2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46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一）/31100231

15

税法/31BZX034 2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31301030 35

统计学原理/31101130 1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7

中央银行学/31107220 2

大学英语二/31300462 1

电子商务（高）/31GXK039 1

公共关系学/31BZX036 1

金融学原理/31BZX037 1

第3场 13:00-14:30 中级财务会计1/31301441 1

个人贷款/31309920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1300220 1

中央银行学/31309320 1

徐汇校区

宇森教育

第1场 8：30-10:00

第2场

第4场

10:30-12:00

15:00-16:30

第3场 13:00-14:30

第4场 15:00-16:30

凤城路101号1号楼4楼教室一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201L

中山西路2230号4-201L

中山西路2230号4-201L

中山西路2230号4-102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中山西路2230号4-103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