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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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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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为主型

姓名 张凤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6.01.16 来校时间 1992.01.01

现从事专业 矿产资源法、民商法 现职称 副教授 评定时间 2001.05.09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9.07.01 资源产业经济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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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9

2021 春 商法学分论 必修 48 98

2020 秋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7

2020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7

2020 春 商法学分论 必修 48 98

2019 秋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8

2019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8

2019 春 商法学分论 必修 48 98

2018 秋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9

2018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8

2017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7

2017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5

2017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9

2016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2

2016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5

2016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9

2015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5

2015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7

2015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8

2014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7

2014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6

2014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9

2013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8

2013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48 95

2013 春 国际经济法学 必修 64 94

2012 秋 国际商法B 必修 48 97

2012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80 99

2012 春 国际商法A 限选 32 96

2012 春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6

2011 秋 国际商法B 必修 48 96

2011 春 国际经济法 必修 80 96

2010 秋 商法学（二） 必修 64 96

2010 秋 国际商法B 必修 48 97

2010 秋 国际经济法 必修 80 96

2009 秋 国际经济法 必修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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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商法专题 学位 32

2021 春 商法 非学位 16

2020 春 商法 非学位 16

2020 春 经济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20 春 商法专题 学位 32

2019 秋 商法 非学位 16

2019 春 商法专题 学位 32

2018 春 商法专题 非学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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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专题 学位 32

2017 春 商法 非学位 32

2017 春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学位 48

2017 春 商法专题 非学位 48

2016 秋 商法 非学位 32

2016 秋 商法专题 非学位 48

2016 秋 经济法专题 学位 32

2016 春 经济法专题 学位 48

2015 秋 商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5 春 民商法 非学位 32

2015 春 经济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4 春 国际环境法 学位 48

2013 春 国际环境法 学位 48

2012 春 国际环境法 学位 48

2011 春 国际环境法 学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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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0 47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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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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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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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的财政政策评析 资源与产业 第一作者 20110401
13(2），108－

111
核心期刊 C

矿山环境审计浅析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第一作者 20091015
19（10）,27－

28
核心期刊 C

煤层气项目综合经济评价模型研究 中国矿业 第一作者 20090415 18（4）1－3 核心期刊 C

论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条件 中国矿业 第一作者 20090315 18（3），1－4核心期刊 C

发达国家矿地复垦保证金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矿业 第一作者 20060915 15（9），5－8核心期刊 C

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矿业 第一作者 20041215
13（12），52

－53
核心期刊 C

吸引外商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 资源产业 第一作者 20020615
2002，(6)，79

－80
一般期刊 其它

多媒体技术在“法律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北京成人教育 第一作者 20010715 7，35 其它

高校国际经济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探赜 成才之路 第一作者 20171025 第30期,16－17一般期刊 其它

《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初探
特色加精品 

地质出版社
第一作者 20030101 论文集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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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国际经济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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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

专著名称 是否独立著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获奖情况

中国煤层气产业化研究                是           地质出版社 2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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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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优秀奖和教

案奖）
2005.7.6 学校级 未评等级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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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为校级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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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