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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函件 

教教[2020] 096 号  

                                               

关于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 2019级学生网上选课的通知 

各学院、各班级：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网上选课（重补修除外）分三个阶段：预选阶段、正选阶

段、补退选阶段。为了体现选课的公平性，避免选课拥挤，系统将在预选结束后对选课人

数大于课容量的课程自动抽签，能否中签不受选课先后影响，请各位同学不要在开选后第

一时间集中上网选课，以免造成网络堵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选课程 

（一）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文化素质选修课，列在选课系统“校任选课”备选框内 

1.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2019 级共开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30 门次，具体课程可查阅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表（2019 级）》（附件 2）和《2020-2021 学

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简介》（附件 3）。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六类：文学艺术、历史研究、外国文化、哲学方法、社会分析、

科学探索（详见附件 4《南京农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一览》）。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

须修满 10 学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每个类别中分别选修 1-2 门课。各类别分别须修

满：文学艺术 2 门课（2 学分）、历史研究 1 门课（2 学分）、外国文化 1 门课（1 学分）、

哲学方法 2 门课（2 学分）、社会分析 1 门课（1 学分）、科学探索 1 门课（2 学分）。 

说明：学生不得修读与主修专业内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2. 文化素质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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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共开设文化素质选修课 113 门次，具体课程可查阅《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文化素质选修课课程表》（见附件 5）。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须修满 2 学分

文化素质选修课，方可毕业，但不得修读与主修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二）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分别列在选课系统“必修选课”和“选修选课”备选框内 

1. 必修课一般由学校统一置入选课系统，学生无需选课（部分英语必修课除外）。 

2019 级学生英语课共开设“跨文化交际”、“英语演讲艺术”、“实用笔译实践”、“英语

文学赏析”、“传媒英语阅读”、“国际交流英语”、“综合英语Ⅲ”七门课。选课系统中学生预

置课程如下： 

（1）普通班英语课开设“跨文化交际”、“英语演讲艺术”、“实用笔译实践”、“英语文学

赏析”、“传媒英语阅读”，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课（5 选 1）； 

（2）精英班英语课为定制课程 “国际交流英语”，直接预置，无需选课； 

（3）表演专业班修读“综合英语Ⅲ”（系统预置）。 

补退选结束后，学生未“选中”意向的英语课程，由教务处随机指派课程，不可更改。 

请同学们开学前上网查看个人课表，确认自己应修课程，根据课表安排上课。 

2. 开设专业选修课的专业，学生可在“选修选课”备选框内选择相应课程修读，也可

以放弃选修。 

注意：（1）请在“选修选课”备选框内完成专业选修课的选课，以免选错课堂。 

  （2）申请参加研究生免试推荐的学生，须在学术研究类课程组内修满全部学分，

方取得资格。 

（三）其他专业推荐选修课，列在“其他专业推荐选修课”备选框内 

这是一组跨专业大类课程，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和需要选修，但不得选修与主修专业内

容和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课程。请学生选课前仔细查阅教务系统中“学籍成绩→方案完成情

况”，选择列入“其他专业推荐选修课”模块的课程修读，一般不在列表中为不可选。该组

课程不单独开班，学生跟班选修，在校学习期间须修满 10 学分。具体课程可查阅《2020-

2021 学年第一学期其他专业推荐选修课课程表》（见附件 6）。 

二、选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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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阶段采用分年级、分时段选课，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选课，否则无法进入选

课系统。各年级选课时间安排如下： 

选课阶段 起止时间 

预选阶段（学生应参加预

选，预选阶段所有课程不受人数限

制，但预选阶段的选课结果不是最

终选课结果） 

2019 级各专业（包括 2019 级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 

6 月 23 日上午 8:30—6 月 28 日上午 12:00 

正选阶段（学生可以查看课

程中签情况，选修仍有课余量的课

程，退选已选中的课程。） 

6 月 29 日下午 14：30—7 月 3 日上午 8:30 

补退选阶段（学生可补选有

余量的课程，也可退选已选中的课

程，补退选阶段学生应密切关注课

程停开信息，以及时补选）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第 1-2 周 

注：预选阶段选课人数大于课容量的课程将抽签，本专业推荐选修课在系统抽签时将

优先中签，正选阶段和补退选阶段学生按先到先得原则选修尚有课余量的课程。请学生务

必参加预选，本专业推荐选修课一旦被其他专业学生选满，将导致本专业学生无法选课。 

三、选课方法 

1.学生访问校园信息门户主页：http://my.njau.edu.cn，在用户名、密码输入框中分别输

入用户名（学生的用户名是学号）与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然后点击登录按

钮（首次登录系统的用户需初始化个人资料）。 

学生进入校园信息门户主界面，点击“教务系统”即可进入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进行选

课。 

学生应在选课前主动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入教务系统查阅“学籍成绩→方案

完成情况”），仔细查阅《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选课指导和操作手册》（见附件 1）。 

2.网上正选阶段结束后，凡选修人数未达到要求的课程将由开课学院确认是否停开，

停开课程信息将在退补选阶段开始前公布，选择该课程学生的选课数据将被清空，有关学

生可在补退选阶段补选其它课程。 

3.补退选结束后，请学生及时查询个人选中课表，按抽完签后“选中”的课表上课。 

四、注意事项 

1.校园信息门户的登录密码请妥善保管，如有疑问，请与信息化建设中心联系（理科实

http://my.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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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楼南楼一楼网络信息服务大厅或 106 室，电话：025-84396018）。 

2.为确保选课顺利，建议使用网络较好的电脑选课，使用谷歌、IE8.0 及以下版本浏览

器选课（IE8.0以上版本,需在 IE“工具”菜单选项中选择兼容性视图）。选课完成后，务必点

击教学一体化服务平台主界面右上方的“注销”按钮，退出选课系统，然后点击校园信息门户

主界面右上方的“退出登录”按钮，退出校园信息门户。若因未完全退出而导致课程多选、漏

选等情况，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3.为保证选课结果的准确，请勿委托他人代为选课。 

4.同时开设理论课和实验课的专业选修课，学生在选课时须同时选修。其他专业推荐选

修课可以选修理论课，不选修实验课，但选修实验课须同时选修理论课。 

5.每学期修读的最高学分不得超过 33 学分，一旦超出，将无法继续选课。 

6.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完成选课、退选、改选等工作。未正确选课者不能参加该

课程的学习和考核，不能取得学分。选课后无故不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或参加考核不交卷按

旷考论处，课程成绩记为零分，学分绩点以零计；考核无论合格与否，其成绩均记入学生成

绩单，计入平均学分绩点（GPA），并归入学生本人学籍档案。 

特别提醒同学们严格遵守学校选课规则，认真慎重选课。选课结束后，及时查阅个人课

表，错选、漏选、多选课程，不予补退选。 

学生如对课表或选课课程有疑问请咨询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为方便快速查询处理，所

有咨询或建议请务必注明姓名、学号、课程名称等具体信息。 

选课时如有系统或其他问题，请与教务处教务科联系，电话：025-84395387,电子邮

箱:haopeipei@njau.edu.cn。 

各学院教务办联系方式： 

学院名称 办公电话 联系人 备注 

生科院 025-84396671 潘老师 QQ 号：994541608 

农学院 025-84395323 汪老师 QQ 号：707381915 

植保院 025-84399002 张老师 QQ 号：251355091 

资环院 025-84396696 王老师 QQ 号：1395077664 

园艺院 025-84395266 陈老师 QQ 号：184695700 

动科院 025-84395355 李老师 QQ 号：35455284 

经管院 025-84396037 刘老师 QQ 号：724318990 

动医院 025-84395223 金老师 QQ 号：1780869677 

食品院 025-84396676 董老师 QQ 号：398938517 

信息院 025-84395929 秦老师 QQ 号：1158859034 

公管院 025-84396261 徐老师 QQ 号：20884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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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院 025-84395755 胡老师 QQ 号：2499308076 

马克思院 025-84399580 李老师 QQ 号：651062161 

理学院 025-84395554 陈老师 QQ 号：294874204 

草业院 025-84396130 周老师 QQ 号：871547450 

金融院 025-84396662 吴老师 QQ 号：1928666951 

人文院 025-84396661 胡老师 QQ 号：3060529412 

体育部 025-84395977 陈老师 QQ 群号：1081232747 

 

附件： 

附件 1：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选课指导和操作手册（2019 级） 

附件 2：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课程表 

附件 3：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简介 

附件 4：南京农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一览 

附件 5：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文化素质选修课课程表 

附件 6：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其他专业推荐选修课课程表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6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