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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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破格
申报信息

二级单位 经济管理学院 现岗位 副教授二级 申报类型 教学科研型

姓名 方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10.10 来校时间 2007.08.01

现从事专业 现职称 副教授 评定时间 2019.01.01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北京理工大学 2007.07.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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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15.2.19 20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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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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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春 系统分析与设计 必修 48 0

2021 秋 Oracle数据库应用 必修 48 0

2021 春 系统分析与设计 必修 48 96

2020 秋 Oracle数据库应用 必修 48 98

2020 春 系统分析与设计 必修 48 98

2019 秋 Oracle数据库应用 必修 48 99

2019 春 系统分析与设计 必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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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科学进展 学位 48

2021 秋 管理科学前沿 学位 32

2021 春 经济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21 春 管理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21 春 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学位 32

2021 春 经济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21 春 管理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21 春 经济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21 春 经济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20 秋 管理科学前沿 学位 32

2020 秋 管理科学进展 学位 48

2020 春 管理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20 春 管理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20 春 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学位 32

2020 春 经济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20 春 经济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19 秋 管理科学前沿 学位 32

2019 秋 管理科学进展 学位 48

2019 春 管理研究方法 学位 48

2019 春 经济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19 春 管理模型与工具 学位 48

2019 春 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学位 32

2019 春 经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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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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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首都功能疏解对北京及其新两翼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与协同提升

策略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方伟 6 20201215 20220630

典型地区遥感解译与生态质量预警 专题（课题） 方伟 65 20190606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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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x causalities between the carbon market and the stock 

markets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通讯作者 20211130 国外期刊 B 2.522

Time－varying causality inference of different nickel 

markets based on the convergent cross mapping method
RESOURCES POLICY 通讯作者 20211012 74 国外期刊 A 5.634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Role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obility Network in 

China

Complexity 第一及通讯作者 20210513 5 国外期刊 B 2.833

Self－similar behaviors in the crude oil market Energy 通讯作者 20200826 211:118682 国外期刊 A 7.147

Heterogeneit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across the entire air 

quality spectrum in Chinese cities: A spatial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通讯作者 20200224 262: 114259 国外期刊 A 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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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memory dynamics of crude oil price spread in 

non－dollar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s
Energy 通讯作者 20190611 182: 753－764国外期刊 A 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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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信息技术类课程大案例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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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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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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学生多维特征的培养系统改革与创新 2021.8.31 学校级 二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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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Paper 

Award（最佳论文奖）
2019.5.19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Finance

2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

学术创意大赛“优秀指导教

师”

2020.7.15 三等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 

数学研究会
1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
2019.5.10 三等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组织委员会
1

六、现任职以来需要说明的其他成果及贡献

[1]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可持续管理体系优化”（71991481）的课题核心成员，负责专题三，2021/01－2024/12;

[2]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2份：1份获得中央领导批示，1份获得部长和局长批示;

[3]担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环境承载力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理事;中国高校能源管理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理事;

[4]担任Applied Energy，Resources  Policy，Ecological  Indicators，Ecological  Informatic等10多本国际SCI/SSCI期刊的审稿人;

[5]任现职以来科研项目累计到账经费136.5万元;

[6]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SSCI/SCI论文29篇，JCR  1区论文20篇，中科院TOP期刊14篇）;出版著作4部;

[7]参与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第四轮和第五轮学科点评估，学位点评估，博士后流动站评估;参与自然资源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重点实验室验收评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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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