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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HURM1009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数字化公司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ing the Digital Firm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 

适用专业：管理科学系学生（包含物流管理、管理 科学，人力资源管理） 

实验室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着重于在企业中与信息系统有关的管理，组织和技术问题，具体包括现代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概念，IT/IS 对企业战略的影响，组织与企业模型以及电子商务

等。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数据库创建、管理和运用 综合性 3 30-5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库的应用（以 ACCESS 为例） 

1.教学内容 

商务智能基础：数据库与信息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传统数据管理遇到的问题，数据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2）熟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数据库设计的原则，获取数据库信息的

主要技术和工具。 

（3）掌握如何通过 ACCESS 管理数据库（包括创建、查询、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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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名学生提交实验计划、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的电子档。 

2、考核方式 

根据提交实验报告，确定实验成绩。占总成绩比例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机房（100 台机器左右） 

软件：MS ACCESS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Kennethe C.Laudon,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数字化公司（影印版 11 版）,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1] Kennethe C.Laudon,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数字化公司（中译版，张政、闫大刚

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执 笔 人：李善良  

审 批 人：章小波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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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HURM3005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人力资源管理实验 

Experiment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

本课程选择了人力资源规划与设计、人力资源招聘与测评、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绩

效与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验六大模块的实验内容，使学

生能够通过“看、学、做”来有效巩固和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在情境模拟与实践操作过程中获得认识，提高学生对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的理解，加深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实操技能和方法的理解与掌

握，最终提高学生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模块一:人力资源规划与设计 

访谈提纲/职务分析问卷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2 工作说明书设计与制作 设计性 2 4-6 必修 

3 企业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编制 综合性 4 4-6 必修 

4 
模块二:力资源招聘与测评 

人力资源管理测评 
验证性 2 1 选修 

5 模拟招聘与录用 
验证性 

综合性 
4 4-6 必修 



 4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6 
模块三: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 

员工培训综合实训 
综合性 6 4-6 必修 

7 
模块四:绩效与薪酬管理 

绩效/薪酬管理方案的设计 
设计性 6 4-6 必修 

8 
模块五: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合同管理 
综合性 2 4-6 必修 

9 劳动争议诉讼 综合性 2 4-6 必修 

10 
模块六: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验 

人力资源管理 ERP 系统实验 

演示性 综

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访谈提纲/问卷调查设计与制作 

1.教学内容 

访谈提纲和职务分析问卷设计要领和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掌握编写访谈提纲和问卷设计的方法； 

（2）熟练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信息收集。 

实验项目 2：工作说明书设计与制作 

1.教学内容 

工作说明书的设计与制作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作分析书编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2）熟悉工作分析书编制的基本流程； 

（3）掌握工作说明书撰写方法。 

实验项目 3：企业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编制 

1.教学内容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供给预测方法、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编制程序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规划的总体过程； 

（2）掌握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预测方法； 

（3）掌握人力资源规划编制的程序和方法。 

实验项目 4：人力资源管理测评 

1.教学内容 

16PF 个性测验、职业锚测、职业兴趣和能力测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心理测验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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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人员素质测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 

（3）掌握分析 16PF 个性、职业锚测、职业兴趣和能力测验等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模拟招聘与录用 

1.教学内容 

人员招聘与甄选、人员录用相关知识和原理、流程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的使用和配置的主要和关键环节； 

（2）熟悉招聘与甄选的相关知识和原理、招聘与甄选遵循的基本原理； 

（3）掌握企业人员招聘与录用的流程和方法。 

实验项目 6：员工培训综合实训 

1.教学内容 

员工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制定、教学设计、培训实施及培训反馈。 

2.教学目标 

（1）掌握员工培训设计要点； 

（2）熟练掌握员工培训的流程和方法。 

实验项目 7：绩效/薪酬管理方案的设计 

1.教学内容 

绩效管理/薪酬管理方案的重新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AR 原则、平衡式记分卡原理和不同企业的薪酬体系； 

（2）熟悉绩效/薪酬设计基本理念和相关原理； 

（3）掌握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的方法。 

实验项目 8：劳动合同管理 

1.教学内容 

劳动合同起草和劳动合同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劳动合同各项条款的合理性及关联法规； 

（2）掌握劳动合同起草的技能、劳动合同管理各环节的法律风险及管理要点； 

（3）掌握合同管理各环节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9：劳动争议诉讼 

1.教学内容 

劳动关系诊断、劳动争议诉讼 

2.教学目标 

（1）了解企业劳动关系诊断的基本流程、劳动争议案件的常见类型； 

（2）熟悉劳动争议诉讼的运作程序和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  

（3）掌握企业劳动关系诊断的工作准则和方法、劳动争议案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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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人力资源管理 ERP 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构建人力资源管理 ERP 系统、HR 基础设置、人事管理、薪资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 ERP 系统的各项功能； 

（2）熟悉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步骤； 

（3）掌握获取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平时成绩：作业+考勤+提问，占总成绩的 10%。 

2.实验操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能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力和团队的集体优势，完

成实绩情况，占总成绩的 50%。 

3.实验报告：能够准确的表达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步骤以及实训效果等并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占总成绩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硬件：  70 台 

多媒体投影仪： 1 台 

计算机软件：  用友 ERP 软件单机版/网络版 

互联网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葛培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验（实训）指导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 

畅铁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实训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萧鸣政，《人力资源管理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高毅蓉，《ERP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执 笔 人：熊   伟   

审 批 人：章小波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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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概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LOGM1004                 课程学分：2 分 

课程名称（中/英）：物流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Logistics Manage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课程内容：   

物流管理即供应链运作中，以满足客户要求为目的，对货物、服务及相关信息在

生产与消费地之间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正向及反向流动与存储所进行的计划实施与

控制过程。物流管理概论就是从物流基本要素、基础理论出发，对物流基本问题——

运输管理、仓储管理、库存管理、采购与物料管理、实物分拨、国际物流和供应链管

理等内容的论述和分析。  

现代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被广泛认为是企业在降低物资消

耗、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外的重要利润源泉，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物流过程连接了众多组织与活动，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促进

企业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学目标 

1.从物流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出发，去理解物流管理的重要性； 

2.从物资在企业间的流动过程分析中，去 理 解物流的功能及物流管理的内容、过程与

方法； 

3.从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的转变分析中，去思考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 

教学要求 

《物流管理概述》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可

以系统了解我国物流的发展现状，掌握物流的基本概念、物流研究的基本方法、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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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的主要内容，物流合理化的实施，了解当前国际先进水平的物流技术和管理

方法，结合案例分析和训练，使学生对现代物流有一个比较全面地认识，并为进一步

学习和研究物流，进行物流实务操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啤酒游戏 验证式实验 6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啤酒游戏 

1.教学内容 

一、实验目的 

通过扮演供应链成员角色，进行模拟经营，以感性认识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找到减少供应链“泡沫”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1、注册游戏角色 

2、根据实验材料进行模拟经营 

3、根据经营结果进行实验分析，并撰写报告 

涉及的知识点包括： 

1、供应链管理 

2、库存管理 

三、实验原理、方法和手段 

实验原理：供应链管理与库存管理相关理论 

方法和手段：指导教师讲解，学生 3 人一组进行模拟操作 

四、实验组织运行要求 

采取集中式教学，学生根据教师讲解单独操作完成，指导教师现场指导。 

五、实验条件 

电脑、啤酒游戏系统。 

六、实验步骤 

1、注册游戏角色 

2、模拟供应链经营 

3、导出经营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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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数据分析，撰写实验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牛鞭效应”的特征、产生原因 

（2）熟悉“牛鞭效应”产生的背景，表现特征，减弱及消除“牛鞭效应”的措

施与方法 

（3）通过扮演供应链成员角色，进行模拟经营，以感性认识供应链上的“牛鞭

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掌握减少供应链“泡沫”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啤酒游戏系统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雷震.物流管理基础(第 3 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36465-8. 

2.参考书： 

包兴，肖迪.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执 笔 人：张小洪  

审 批 人：章小波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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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供应链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LOGM3003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物流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物流管理、管理科学 专业学生 

实验室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的联系和区别，较好地熟悉现代物

流活动的内容、过程和方法，掌握现代物流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的动态，学

会用管理的眼光去认识企业物流活动中的诸多问题，掌握物流管理的基本方法，为参

与物流管理的实践奠定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供应链预测及整体计划 综合性 3 30-50 必修 

2 供应链仿真实验 综合性 3 30-5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供应链预测及整体计划 

1.教学内容 

掌握供应链中的预测技术以及整体规划的制定 

2.教学目标 

熟练运用 EXCEL、Stata 等相关软件进行预测，利用 EXCEL、lingo 进行整体计

划编制。并考察产品促销时机对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 

实验项目 2：供应链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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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周转库存获取规模经济；聚集策略补货策略对安全库存的影响；以及

利用仿真实验考查快速响应以及延迟策略对供应链绩效产生的影响。 

2.教学目标 

熟练利用 EXCEL 和水晶球进行数值仿真实验。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名学生提交实验计划、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的电子档。 

2、考核方式 

根据提交实验报告，确定实验成绩。占总成绩比例 1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机房（100 台机器左右） 

软件： EXCEL、lingo、stata 以及水晶球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Sunil Chopra、Peter Meindl 著，供应链管理：战略规划与运作（第五版，影

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1] Sunil Chopra、Peter Meindl 著，供应链管理：战略规划与运作（第五版，中

译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David Simchi-Levi Philip Kaminsky Edith Simchi-Levi,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

念、战略与案例研究（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执 笔 人：李善良  

审 批 人：章小波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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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统计软件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RMA3008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SPSS（统计软件应用）/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城市管理（必修）、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选修）等 

实验室名称：电子政务综合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SPSS（统计软件应用）是一门介绍权威统计软件 SPSS 实验操作的课程。通过本

门课程的讲授和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运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的相关技能，重点把

握 SPSS 命令的选择与管理，以及软件执行结果的解释与进一步编辑。具体要求为：

（1）了解 SPSS 软件的安装，掌握 SPSS 语言配置及常见窗口布局，掌握 SPSS 数据

文件建立、数据录入，熟悉 SPSS 获取外部文件及基本编辑操作，掌握常见 SPSS 数

据管理过程；（2）掌握 SPSS 统计描述分析基本过程的操作要点及结果考察；（3）掌

握 SPSS 统计图、表的专业绘制及进一步编辑；（4）掌握 SPSS 均值比较 t 检验过程、

方差分析过程及计数资料卡方检验过程的操作及结果解释；（5）掌握相关分析、回归

分析的 SPSS 操作及结果解释；（6）能够根据实际数据分析任务，在进行必要的数据

准备和编辑的基础上，选择和使用适宜的 SPSS 操作过程完成统计分析，并对 SPSS

软件输出结果进行恰当的解释和编辑。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数据准备与管理 基础性 3 1 必修 

2 描述统计及参数估计 基础性 3 1 必修 

3 统计图、表绘制及编辑 基础性 3 1 必修 

4 均值比较与卡方检验 基础性 3 1 必修 

5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基础性 3 1 必修 

6 数据管理及分析综合 基础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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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PSS 数据准备与管理 

1.教学内容 

SPSS 软件概述、安装及配置、常见 SPSS 窗口、帮助系统；根据问卷定义变量

及变量属性；获取 EXCEL、文本文件格式外部数据；基本的 SPSS 数据整理和编辑

操作；SPSS 变量计算、编码、离散化等基于变量的数据编辑；SPSS 数据重组及添加

等等基于文件的数据编辑。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SS 软件概述、安装及配置、常见 SPSS 窗口、帮助系统； 

（2）熟悉熟悉 SPSS 外部文件获取及基础编辑操作； 

（3）掌握 SPSS 语言配置及常见窗口布局，掌握 SPSS 数据文件建立、数据录

入，掌握常见 SPSS 数据管理过程。 

实验项目 2：SPSS 描述统计及参数估计 

1.教学内容 

SPSS 统计描述和参数估计的功能分布；连续性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参数估计：频

率过程、描述过程和探索过程；分类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参数估计：频率过程、交叉表

格过程；多选题的描述统计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SS 报告等菜单功能及结果的简单编辑、输出； 

（2）熟悉多选题的定义和统计描述分析； 

（3）掌握 SPSS 频率过程、描述过程、探索过程、交叉表格过程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3：SPSS 统计图、表绘制及编辑 

1.教学内容 

SPSS 专业制表过程对话框布局及专业统计图绘制、结果编辑；使用 SPSS 图表

构建器绘制专业统计图及其编辑；其他统计图表绘制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SS 统计图、表绘制的多种实现路径； 

（2）熟悉 SPSS 图形画板模板选择程序统计图绘制； 

（3）掌握 SPSS 专业制表过程、图表构建器统计图表绘制及编辑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4：SPSS 均值检验和卡方检验 

1.教学内容 

SPSS 比较平均值模块的基本功能；SPSS 均值比较和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

配对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分类数据 SPSS 描述和卡方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变量方差分析的 SPSS 实现； 

（2）熟悉比较平均值模块的平均值和单样本 T 检验过程； 

（3）掌握 SPSS 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

验的操作要点和结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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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SPSS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1.教学内容 

SPSS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功能布局；两变量相关分析操作及结果解释；一元、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操作及结果解释。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SS 相关和回归分析功能分布； 

（2）熟悉多元线性相关及回归分析的 SPSS 实现； 

（3）掌握 SPSS 两变量相关分析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操作要点及结果解释。 

实验项目 6：数据管理及分析综合即期末考试 

1.教学内容 

SPSS 综合案例：（1）外部数据获取、专业制表及结果摘录；（2）数据整理和分

组、专业制图及结果编辑；（3）变量加权、均值比较的 t 检验或方差分析、结果解释

及摘录；（4）数据文件的建立、编辑和卡方检验、结果解释和摘录；（5）相关和回归

分析的综合运用、结果解释和核心信息摘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统计分析的一般过程； 

（2）熟悉变量计算、离散化等数据管理操作和结果摘录； 

（3）掌握 SPSS 功能的综合应用，即在运用 SPSS 进行数据准备和必要的数据

重组、添加等操作的基础上，实现专业统计图表绘制、统计描述指标选择和特定统计

分析过程，并能够对结果进行编辑、解释。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平时成绩（10%）：不旷课、正常听讲。 

实验项目 1-5（45%）：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关操作任务并将软件输出结果电邮

老师指定邮箱。 

实验项目 6 即期末考试（45%）：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关操作任务并将软件输

出结果电邮老师指定邮箱，完成期末试卷笔试部分。实验操作和笔试成绩比例为 1:1。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投影设备     1 台 

计算机      7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张文彤、邝春伟.SPSS 统计分析基础教程（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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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 

薛薇.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何丽娟.SPSS 统计应用与解析(第 3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冯国生、吕振通、胡博、 等.SPSS 统计分析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2006。 

徐秋艳.SPSS 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实验教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统计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孙允午.统计学: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车莲鸿   

审 批 人：黄建洪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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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URMA3015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政务  Electronic Govern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 

实验室名称：电子政务综合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在模拟实践中体会电子政务给政府传统办公带来的巨大变革，掌握大量电子政务

系统的操作技巧，领悟实现电子政务的真正意义 

通过实践课程的学习，对电子政务形成感性认识，通过实际操作体验电子政务的

基本功能，从而感受到实施电子政务的重要性，并能够初步掌握实施电子政务的基本

方法和策略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档案管理系统 综合型 2 60 必修 

2 政府信息门户 综合型 3 60 必修 

3 行政审批系统 综合型 3 60 必修 

4 政府办公系统 综合型 3 60 必修 

5 公文传输平台 综合型 2 60 必修 

6 招标采购平台 综合型 2 60 必修 

7 移动数字城管 综合型 3 60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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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序号 实验内容 教学要求 

1 
档案管理

系统 

初步掌握档案管理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档案管理系统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档案管理的相关流程。 

2 
政府信息

门户 

初步掌握政府信息门户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完成政府信息门户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政府信息门户系统中的流程。 

3 
行政审批

系统 

初步掌握行政审批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完成行政审批系统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行政审批系统中的流程。 

4 
政府办公

系统 

初步掌握政府办公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政府办公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政府办公的相关流程。 

5 
公文传输

平台 

初步掌握公文传输平台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完成公文传输平台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公文传输平台中的流程。 

6 
招标采购

平台 

掌握招投标管理机构对供应商、采购商和评标专家的审核、管理，

以及对每一个招投标项目的跟踪管理。 

了解企业如何制定及提交采购项目。 

掌握供应商如何申请投标，如何填写标书及提交，并对招标过程和

结果提出合理质疑。 

掌握评标专家如何对采购项目进行评标。 

7 
移动数字

城管 

初步掌握移动数字城管的相关知识点； 

了解完成移动数字城管所涉及的角色，以及各角色所涉及的功能； 

了解移动数字城管系统中的相关流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每名学生提交实验计划、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的电子档。 

2、 考核方式 

根据提交实验报告，确定实验成绩。占总成绩比例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序号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计算机 标准配置 每人一机 接入互联网 

2 
软件系统 

电子政务套装软件 1 套  

3 移动数字城管模拟系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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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张锐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电子政务基础》，汪玉凯 赵国俊，北京：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2012 

《中国电子政务领导干部知识读本》，季金奎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电子政务基础知识读本》，汪玉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美］比尔．盖茨，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 

 

 

 

 

 

执 笔 人：张   晨  

审 批 人：黄建洪   

完成时间： 2016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