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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1年度申报教师系列正高级职称基本情况表

申报职称 教授 申报类别 综合组 特殊破格 副教授满15年破格
申报信息

二级单位 经济管理学院 现岗位 副教授一级 申报类型 教学科研型

姓名 王丽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09.19 来校时间 1988.09.01

现从事专业 行政法经济法法学基础 现职称 副教授 评定时间 1997.11.01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中国政法大学 1988.07.01 法律 学士

留学国家/地区 留学单位 出访时间 回国时间 进站单位 出站时间
海外

留学经历
博士后经历

基

本

情

况

是否有辅导员/班主任经历 担任辅导员/班主任时长

一、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

层次

本科

授课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数 学生评价结果

2021 秋 矿产资源法 必修 32 0

2021 秋 合同法 必修 32 0

2021 秋 法学专业导论 任选 16 0

2021 秋 环境法与矿产资源法 必修 16 0

2020 秋 法学专业导论 任选 16 98

2020 秋 合同法 必修 32 96

2020 秋 环境法与矿产资源法 必修 16 99

2020 秋 矿产资源法 必修 32 95

2019 秋 环境法与矿产资源法 必修 16 97

2019 秋 合同法 必修 32 99

2019 秋 矿产资源法 必修 32 98

2019 秋 法学专业导论 任选 16 98

2018 秋 合同法 必修 32 99

2018 秋 法学专业导论 任选 16 99

2017 秋 合同法 必修 48 99

2017 秋 合同法 必修 32 98

2017 秋 法学专业导论 任选 16 99

研究生

授课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数 学生评价结果

2021 秋 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 学位 48

2021 春 商法 非学位 16

2021 春 环境法专题 学位 32

2021 春 合同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21 春 商法 非学位 16

2020 秋 合同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20 秋 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 学位 48

2020 春 环境法专题 学位 32

2020 春 商法 非学位 16

2020 春 合同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9 秋 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 学位 48

2019 秋 商法 非学位 16

2019 春 合同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9 秋 法理学专题 学位 32

2019 春 环境法专题 学位 32

2018 秋 法理学专题 学位 32

2018 秋 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 学位 48

2018 秋 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 学位 48

2018 春 环境法专题 学位 32

2018 春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学位 48

2018 春 商法 非学位 24

2017 秋 商法 非学位 24

2017 秋 法理学 学位 48

2017 春 法理学 学位 48

2017 春 商法 非学位 32

2017 春 矿产资源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7 春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学位 48

2017 春 环境法专题 学位 32

教

学

情

况

独立指导研究生人数
独立指导博士研究生人数 独立指导硕士研究生人数 独立指导已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 独立指导已毕业硕士研究生人数

0 63 0 48

二、任现职以来科研工作情况（最多填5项代表性项目）

主持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项目负责人 合同经费 开始日期 结项日期

美国矿业权登记与监管制度研究 专题（课题） 王丽艳 20 20151201 20161231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矿业权登记管理政策技术研究 专题（课题） 王丽艳 20 20140503 20150430

矿业发达国家矿业权登记管理政策制度研究 专题（课题） 王丽艳 20 20130301 20140301

矿业发达国家矿业权设置登记管理与布局优化制度研究 专题（课题） 王丽艳 20 20120629 20121215

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责任和争议裁决、仲裁制度 国土资源部科技计划项目 王丽艳 20 20081012 20090331

说明：此部分内容为来校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非第一完成单位并且符合评审条例认定的项目（由本人填写并需附相关证明）

其他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项目负责人 合同经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生态法治背景下的煤矿采矿区居住环境满意度

调查的模型研究
基本科研 李林 10 2019.1.21 2021.1.30

我国绿色矿业发展研究 地调项目 雷涯邻 130 2014.1.10 2015.12.31

国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经验与启示 地调项目 石云龙 10 2014.1.10 2015.7.31

政策法律环境变化对地质工作体制机制影响研

究(B)
地调项目 曹希绅 8 2010.12.29 20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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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现职以来论文和专利情况（最多填10项代表性成果）

说明：此部分内容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并且第一完成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论文(由科研系统导入)

发表论文

（一）

论著题目 刊物名称 作者情况 发表时间
卷号/期号/起

止页码
收录情况 成果类别 影响因子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Eco－Tourism Visitor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第一作者 20170210 15,2,91－101 国际SCI B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立法的若干思考 资源产业 第一作者 20020101
2002(06):120

－121+132
一般期刊 C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社会思潮传播载体探析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

报
第一作者 20120229 2012，2 一般期刊 C

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研究 法制与社会 第一作者 20080630
2008(06):77－

78
一般期刊 C

浅析环境侵权法的功能 牡丹江大学学报 第一作者 20090225

第18卷第二期,

2009年第二期,

83－85

一般期刊 C

浅谈矿业权流转制度中国家权利的合理运用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第一作者 20170306
2017,30(06):3

3－38+65
一般期刊 C

说明：此部分内容为来校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非第一完成单位并且符合评审条例认定的论文(由本人填写并需附相关证明)

发表论文

（二）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名称 作者情况 发表日期 卷号期号 起止页码 成果类别 影响因子 收录情况

发明

专利

专利名称 授权时间 专利范围

四、任现职以来教材与教改项目(最多填5项代表性成果或项目)

教改

项目

申报年度 项目名称 是否主持 级别

2016 法学专业导论课程建设 是 学校级

2019 矿产资源法教程 是 学校级

教材

教材名称 是否主编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是否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 获奖情况

矿产资源法教程 是 地质出版社 2019.11.30 否

专著

专著名称 是否独立著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获奖情况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国际合作战略研究 否 地质出版社 20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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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现职以来教学科研获奖情况

教学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奖励级别 获奖等级 发证机关 本人排名

艰苦累行业院校工商管理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2008.12.30 学校级 一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第五

地球科学与商务复合型国际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7.10.30 学校级 二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第四

基于社会福利多元理论对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中

心建设发展模式的研究
2015.10.31 省级 一等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指导教师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背景下的环境公益诉讼

现状的调查研究
2017.8.31 省级 三等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指导教师

我国地缘热泵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黑

龙江省为例
2013.6.30 省级 二等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指导教师（二）

科研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科研奖励级别 科研获奖等级 发证机关 科研本人排名

其他

其他奖励名称 其他获奖时间 其他奖励级别 其他获奖等级 其他发证机关 其他本人排名

六、现任职以来需要说明的其他成果及贡献

 一、法学学科建设方面

    1.在本科专业建设方面：1999年主持法学本科专业申报并获批;2005年完成本科教学评估;负责完成了三轮法学本科培养方案的编制与论证，确定了本科人才培养的环境资源法方向以及与地学

交叉符合的特色;主持并负责建立了模拟法庭实验室。与西城区法院、雨仁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主持了法学双学位的申报与建设等。

    2.在研究生专业建设方面：负责硕士环境资源法专业硕士点的申报，并于2004年招生;主持法学一级学科的申报，并获得比准。主持教育部法学硕士点合格评估，并通过评审。

二、其他教学改革成果

    在担任经管学院副院长期间，作为主要参与者，对导师制度进行调研，在学院建立并推行了本科导师制度;参与进行本科招生制度改革，在全校首先实施经济、管理、法学大类招生;积极探索

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组织了法学、工商管理、会计的双学位的申报并获得批准;参与探索交叉符合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与滑铁卢大学建立“地球科学与商务2+2专业的招生”;注重国际化视野的

人才培养，建立中美暑期课堂等。

三、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

    本人担任自然资源部法律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为国土资源法律政策的制定、实践问题的研究等提供专业咨询。担任中国矿业联合会国际调解仲裁中心专家成员，为国际矿业纠纷提供法

律咨询;担任内蒙古司法厅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法律专家组成员，为政府专项法律治理提供专业咨询。本人还是中国环境学会环境资源法分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保护法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矿产经济学会矿产资源法分会常务理事等，不仅为社会、政府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还为学校与国土资源领域沟通、协调、参与提供平台与途径，也提升了法学专业在国土资源领域

方面的影响。

七、政治表现及师德师风情况（基层党组织填写）

(签章)

        年    月    日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内容均属实，如有虚假自愿放弃申报资格 二级单位审核意见：

经审核, 同志以上所填内容属实

审核人： 审核单位负责人：

申请人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①该表内容应与《职称申报表》一致且高度综合、言简意赅。②请用A3纸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