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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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为主型

姓名 孟磊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10.10 来校时间 1997.07.01

现从事专业 法律 现职称 副教授 评定时间 2006.12.28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北京大学 2004.06.01 经济法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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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担任辅导员/班主任时长 4年

一、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

教

学

情

况

层次 授课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数 学生评价结果

2021 夏 教学实习 必修 4 0

2021 夏 专业实习 必修 6 0

2021 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32 0

2021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48 0

2021 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32 0

2021 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32 0

2021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6

2021 春 毕业论文 必修 12 97

2021 春 行政救济法 必修 32 99

2020 夏 专业实习 必修 6 99

2020 夏 教学实习 必修 4 99

2020 夏 教学实习 必修 4 99

2020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48 99

2020 春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98

2020 春 行政救济法 必修 32 98

2020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8

2020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8

2019 夏 教学实习 必修 4 0

2019 夏 专业实习 必修 6 0

2019 秋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97

2019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48 96

2019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6

2019 秋 行政救济法 任选 32 0

2019 秋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7

2019 春 行政法学 任选 48 0

2019 春 行政救济法 任选 32 94

2019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7

2019 春 法理学 任选 48 0

2019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8

2019 春 行政救济法 必修 32 94

2019 春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97

2018 夏 专业实习（法学） 必修 6 0

2018 夏 教学实习 必修 4 0

2018 秋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7

2018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7

2018 秋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97

2018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48 93

2018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0

2018 春 毕业实习及论文（法学） 必修 12 93

2018 春 行政诉讼法 必修 32 97

2018 春 法理学 任选 48 0

2018 春 行政法学 任选 64 0

2017 夏 认识实习（法学） 必修 4 100

2017 夏 专业实习（法学） 必修 6 0

2017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64 99

2017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9

2017 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9

2017 秋 行政诉讼法 任选 32 0

2017 春 毕业实习及论文（法学） 必修 12 99

2017 春 行政法学 任选 64 0

2017 春 法理学 任选 48 0

2017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64 95

2017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任选 48 0

2017 春 行政诉讼法 必修 32 98

2017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8

2016 夏 行政诉讼法 任选 32 0

2016 夏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0

2016 夏 刑事诉讼法 任选 64 0

2016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6

2016 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7

2016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9

2016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64 98

2016 春 行政诉讼法 必修 32 99

2016 春 法理学 任选 48 0

2016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任选 48 0

2016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96

2016 春 行政法学 任选 48 0

2016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64 94

2016 春 行政法学 任选 64 0

2016 春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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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2016 春 法理学 任选 64 0

2015 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8 99

2015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96

2015 秋 法理学 必修 64 98

2015 秋 刑事诉讼法 任选 48 0

2015 秋 行政法学 必修 64 99

2015 秋 刑事诉讼法 任选 64 0

2015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64 98

2015 春 法理学 任选 64 0

2015 春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8 100

2015 春 行政诉讼法 必修 32 98

2015 春 法理学 任选 48 0

2015 春 毕业实习及论文（法学） 必修 1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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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实务模拟（诉讼、仲裁、调解） 非学位 48

2021 秋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学位 32

2021 秋 法学名师讲堂 非学位 16

2021 春 行政法 学位 32

2020 秋 法学名师讲堂 非学位 16

2020 秋 法律实务模拟（诉讼、仲裁、调解） 非学位 48

2020 春 行政法 学位 32

2020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非学位 48

2019 秋 法学名师讲堂 非学位 16

2019 秋 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学位 32

2019 秋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学位 32

2019 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非学位 48

2019 春 行政法 学位 32

2018 秋 法学名师讲堂 非学位 16

2018 秋 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学位 32

2018 秋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学位 32

2018 春 刑事诉讼法专题 学位 32

2018 春 行政法专题 学位 48

2018 春 行政法 学位 48

2018 春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学位 48

2017 秋 法学方法论 非学位 48

2017 秋 模拟法庭训练 非学位 32

2017 秋 行政法 学位 48

2017 春 土地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17 春 行政法专题 学位 48

2017 春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学位 48

2016 秋 法学方法论 非学位 48

2016 秋 模拟法庭训练 非学位 32

2016 春 行政法专题 学位 48

2015 秋 法学方法论 非学位 32

2015 秋 模拟法庭训练 非学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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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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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子课题科研合同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孟磊 1 20210426 20210930

地质调查法律法规及相关背景研究 专题（课题） 孟磊 10 20200601 20201231

依法规范职业索赔行为与引导企业合规经营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孟磊 20 20191209 20200630

自然资源基本法基础理论研究 其他横向项目 孟磊 15 20190808 20200331

地质调查法律法规及相关背景研究 专题（课题） 孟磊 20 20190506 20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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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体制机制，培养“碳中和”法治人才 中国教育报 第一作者 20211220 报刊文章 B

我国新法学教育的理念和路径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 第一及通讯作者 20211220
核心期刊CS

SCI
B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法治基础 红旗文稿 第一作者 20211220
核心期刊CS

SCI
B

我国应急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一作者 20211215 报刊文章 其它

我国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探究 中国高教研究 第一作者 20211120
2021年第11期

第70－74

核心期刊CS

SCI
B

底土资源立法研究 中国矿业 第一及通讯作者 20200715
2020年第7期第

20－24
核心期刊 B

矿业权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建构初探 中国自然资源报 第一作者 20190214 报刊文章 其它

矿业领域法治建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自然资源报 第一作者 20181219 报刊文章 其它

自然资源基本法的起草与构建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第一作者 20180820
2018年第4期第

103－108

核心期刊CS

SCI
A

欧洲绿色税收改革研究 中国矿业 第一作者 20080815
2008年第8期第

16－18
核心期刊 B

发表论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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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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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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刑事诉讼模拟法庭模拟仿真实践教学项目 是 学校级

2021 教育部2021年第一批产学合作育人项目 是 部级

2011 土地法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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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自然资源法治创新70年 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12.1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

划项目

民法物权编实务指引与案例解读 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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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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本科指导论文 2017.6.30 学校级 未评等级

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优秀指导老师 2016.12.1 省级 二等

优秀本科指导论文 2019.6.30 学校级 未评等级

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优秀指导老师 2020.12.1 省级 二等

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优秀指导老师 2019.12.1 省级 二等

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优秀指导老师 2015.12.1 省级 二等

北京市模拟法庭竞赛最佳个人指导老师 2020.12.1 省级 二等

北京市模拟法庭竞赛最佳个人指导老师 2019.12.1 省级 二等

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最佳个人指导老师 2018.12.1 省级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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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师十佳教师 2002.12.1 学校级 未评等级

师德先进个人 2018.9.1 学校级 未评等级

优秀共产党员 2018.6.30 学校级 未评等级

我爱我师十佳教师 2004.12.10 学校级 未评等级

六、现任职以来需要说明的其他成果及贡献

教学成果

1、近5年年均课堂教学工作量394学时，综合评价“优秀”;

2、主持校级教改项目2项;

3、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项;

4、在《中国高教研究》《中国教育报》《宁夏社会科学》发表教学法核心期刊论文3篇;

5、指导学生获得校级本科生优秀论文2人次;

6、指导学生获得北京市模拟法庭比赛团体二等奖5次，最佳个人二等奖3次。

著作

7、李显冬 孟磊主编：《土地管理法适用指南与案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8、李显冬 孟磊主编：《新中国自然资源法治创新70年》，“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社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9、丁志忠 孟磊著：《矿产资源税费改革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7月版;

10、李显冬主编 孟磊等副主编：《公共资源交易法律规范系统的构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5月版;

11、李显冬 孟磊主编：《民法典物权编实务指引与案例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2、[美] 海琳·夏波，马歇尔·夏波 著，陈文勤，李毅然，孟磊，杨明 译：法学院无忧指南：美国法学院新生必备手册（第三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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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