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 财经 大学 教务 处
教务通知字〔2021〕**号

关于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2021 级普通本科学生

选课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部门、2021 级全体普通本科生：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新生排课工作已完成。经研究，定于 9

月 27 日 12:30—14:30 进行 2021 级新生体育课、外语分级教学和美

育类等课程选课，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课范围

本次选课包括：选择体育课项目、外语课语种及级别、美育类课

程及《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课程。

（一）体育选课

1.选课专业

2021 级全体普通本科专业（不含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预科

班、留学生）

2.选课内容

各专业体育课时间已排定，学生只需登录选课平台选择体育项

目，具体项目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击

剑、跆拳道、瑜伽、健美操、武术、散打等。

（二）外语选课

学校从 2020 级普通本科生开始，公共外语实施分类分级教学。

1.选课专业



参与英语选课的普通本科专业共分为三类：涉外类专业、艺体类

专业、普通类专业，具体范围如下：

专业类别 专业范围

涉外类 会计学（ACCA 方向）、会计学（CIMA 方向）、金融

学（FRM 方向）、市场营销（国际营销）、法学（国

际经济法）、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电子商务、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艺体类 艺术学院和体育学院所有专业

普通类 除上述涉外类和艺体类专业、国际学院和外国语学院

全部专业、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中外合作)专业外的所

有专业

特别说明：国际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全部专业、软件学院的软件

工程(中外合作)专业不需参加本次外语课选课（已在系统排定英语课

程）。

2.选课内容

学生根据所在专业类别选择所学语种和级别，具体要求如下：

（1）涉外类专业

语种选择：只能修读英语；

级别选择：英语分涉外 A 级和 B 级，对应课程如下：

级别 对应课程

涉外A级
大学英语 IV（涉外）、英语听说 II （涉外）、英

语口语 II（外教）

涉外B级
大学英语 III（涉外）、英语听说 I （涉外）、英

语口语 I（外教）

说明：A 级和 B 级自愿选择。建议英语高考单科成绩 80分及以

上（满分 100 分）或 120 分及以上（满分 150 分）同学选择 A级课程，

其他同学选择 B 级课程。



（2）艺体类专业

语种选择：可从英语、日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

中任选 1 种修读。艺体类专业已缺省按英语语种在系统中排课，若选

其他语种，则需退选英语课后再选择其他语种。

级别选择：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不分级别，日语分 A级

和 B级。各语种及级别对应课程如下：

语种 分级 对应课程

英语 - 大学英语 I、英语视听说 I

法语 - 大学法语 I

俄语 - 大学俄语 I

西班牙语 - 大学西班牙语 I

日语
A 级 大学日语 I

B 级 大学日语（预备级）

说明：A 级和 B 级自愿选择。建议高考选择日语科目考试或有一

定日语基础同学选择 A 级课程，零起点同学选择 B 级课程。

（3）普通类专业

语种选择：可从英语、日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

中任选 1 种修读。

级别选择：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不分级别，英语和日语分 A级

和 B级。各语种及级别对应课程如下：

语种 级别 对应课程

英语
普通 A级 大学英语 II、英语视听说 II

普通 B级 大学英语 I、英语视听说 I

法语 - 大学法语 I

俄语 - 大学俄语 I

西班牙语 - 大学西班牙语 I

日语 A 级 大学日语 I



B 级 大学日语（预备级）

说明：A 级和 B 级自愿选择。建议英语高考单科成绩 80分及以

上（满分 100 分）或 120 分及以上（满分 150 分）同学选择普通 A级

课程，其他同学选择普通 B级课程；高考选择日语科目考试或有一定

日语基础同学选择 A 级课程，零起点同学选择 B 级课程。

（三）美育类课程及《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课程选课

1.选课范围

（1）选课专业

2021 级普通本科各专业（不含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预科班、

留学生）

（2）选课内容

美育类课程：开课清单详见附件 3；

发展指导模块通识选修课：《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二、选课平台及方式

（一）采用新教务管理系统（网址 http://xk.jxufe.edu.cn/）

选课，具体操作见《新生选课操作指南》（附件 1）。

（二）选课方式

学生登录系统后进入网上选课页面，点击“选课（按开课计划）”

按钮，进行体育课项目选择和英语课级别选择。若需选择其他外语语

种课程、美育类课程或《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课程，请在网上选课页

面点击“选课（外年级/专业）”，输入课程名称进行检索，选择自

己所需课程。具体操作详见附件 1。

三、选课须知

（一）选课学分上限控制为26学分(包括行政班课和所选课程)。

（二）不允许跨校区选课。

http://xk.jxufe.edu.cn/。
http://xk.jxufe.edu.cn/。
http://172.29.4.99/frame14/javascript:void(0)


（三）学生只能在规定时间段登录系统选课，逾期系统将自动关

闭。请各学院及时通知学生选课按时选课。

（四）普通类专业英语课程包括大学英语和英语视听说两门课

程，涉外类专业英语课程包括大学英语（涉外）、英语听说（涉外）、

英语口语（外教）三门课程，请勿漏选。

（五）美育类课程。按培养方案要求，2021 级本科生毕业前必

须修读 2 学分美育类课程。原则上选课人数不足 15 人不予开班，不

再进行补选。

（六）《企业运营沙盘模拟》为发展指导模块通识选修课，该模

块毕业前修满 2 学分即可。《企业运营沙盘模拟》共开设 14个时间

段。感兴趣的学生在选课平台进行预选操作。预选结束后，不再进行

补选。原则上，申请修读人数达到 30人的时间段准予开班。

（七）若因学分限制、时间限制等原因无法在 211 学期选修美育

课、《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课程或所选美育课、《企业运营沙盘模拟》

课程班级因人数不足撤班的学生，可在以后学期选课修读。

（八）选课的同时要选教材，系统会自动提示。根据《江西财经

大学本科生教材建设与选用管理办法》（江财教务字〔2019〕12 号）

规定：“3+7+X”主干课程和思政课程必须选用教师指定的纸质教材。

（九）由于系统设置了缓存机制，修改密码不能立即更新，故选

课期间尽量不要修改密码。若必须修改，则登录时请重新刷新登录页

面。

四、学习要求

（一）体育课、外语分级教学课程、美育类课程开课时间:211

学期 6-17 周。



（二）《企业运营沙盘模拟》开课时间：211 学期 8-11 周。计

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根据选课名单进行分班，学生根据分班名单进行修

读。

注：上课时间10-13节为晚上四节课，上课时间为18:30-22:00。

五、其它事项

（一）请各班务必召开班会，强调选课事宜，加强对本班同学的

选课指导，使学生充分了解选课流程和注意事项。

（二）请各学院分团委通知学生关注教务处网站、“江财教务”

微信公众号（jxufe_jwc）或登录新版教务系统手机 APP（喜鹊儿）

查看相关通知。

（三）选课中发现的开课容量问题统一由学院教学秘书向教务处

运行科反映。

咨询电话：

体育学院 0791-83843636（体育选课问题）

外国语学院 0791-83843233（外语选课问题）

运行科 0791-83816509（美育课程问题）

信息科 0791-83816097（系统问题）

《企业运营沙盘模拟》课程相关问题咨询：王老师 83824812(办

公) 、13970836971(手机)。

教务处

2021年 9月 24日



附件 1.《新生选课操作指南》

附件 2.《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公共外语教学改革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附件 3.《211 学期美育类课程开课清单》

抄送：

江西财经大学教务处 2021年 9月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