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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职称 副教授 申报类别 综合组 特殊破格 讲师满25年破格
申报信息

二级单位 经济管理学院 现岗位 讲师一级 申报类型 教学为主型

姓名 周俊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09.01 来校时间 2004.10.01

现从事专业 现职称 讲师 评定时间 1995.11.30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北方交通大学 1994.03.30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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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University of  Arizona 2003.9.10 20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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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一、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

层次

教

学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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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企业会计 必修 32 0

2021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0

2021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0

2021 春 会计学 必修 48 95

2021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93

2021 春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7

2020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7

2020 秋 金融企业会计 必修 32 96

2020 秋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9

2020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4

2020 春 会计学基础 任选 48 91

2020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98

2020 春 会计模拟 必修 32 0

2019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9

2019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9

2019 秋 金融企业会计 必修 32 93

2019 春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4

2019 春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3

2019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94

2018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9

2018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7

2018 春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3

2018 春 会计专业英语 任选 48 0

2017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8

2017 秋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7

2017 春 会计学基础 任选 48 0

2017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5

2016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8

2016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7

2016 秋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9

2016 春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5

2016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3

2015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7

2015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7

2015 秋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5

2015 春 金融保险业会计 必修 32 96

2015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3

2014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8

2014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3

2014 秋 会计模拟 必修 32 96

2014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4

2014 春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4

2013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6

2013 秋 会计学基础 必修 48 98

2012 秋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48 94

2012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89

2011 秋 资产评估 限选 32 93

2011 秋 基础会计学 必修 64 92

2011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87

2010 秋 资产评估 必修 48 93

2010 秋 资产评估 限选 32 96

2010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94

2009 秋 资产评估 限选 32 95

2009 秋 资产评估 必修 48 89

2009 秋 基础会计学 必修 64 93

2008 秋 资产评估 限选 32 89

2008 春 会计专业英语 必修 32 88

2007 秋 资产评估 限选 32 91

2006 秋 财务管理 必修 80 91

2006 秋 基础会计学 必修 64 88

2006 春 专业英语（会计二） 必修 32 89

2005 秋 专业英语（会计一） 必修 32 0

2005 秋 财务会计（英二） 必修 64 0

2005 秋 资本运营 限选 32 0

2005 春 公司理财 限选 32 0

2005 春 财务会计（英一） 必修 64 0

2005 春 财务管理学 必修 64 0

2004 秋 资本运营 限选 32 0

2004 秋 专业英语（会计） 必修 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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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授课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数 学生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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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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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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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中西方高等教育财经类教材对比分析 是 学校级

2015 语言能力与专业能力衔接研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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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会计英语 是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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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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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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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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教龄33年，讲师龄26年的教师，长期在一线教学岗位上，勤恳工作，认真授课，积极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为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型人才做出了贡献。

        在教学方面，先后担任《会计专业英语》、《财务会计（双语）》、《财务管理》、《基础会计学》、《资产评估》、《会计模拟》、《资本运营》、《公司理财》、《金融企业会计》

等课程主讲。工作中一丝不苟，采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模式，以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小组讨论式等多种形式，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追求良好的教学效果。辛勤的工作，得

到了师生的认可：历年教学评估均为优秀！

        每年平均指导9名本科毕业生论文，另带6名本科生;认真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参加大创项目和学科竞赛等专业培训活动;辅导就业、考研、出国深造等，认真履行

班主任职责;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良好成绩。

        在科研方面，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中西方高等教育财经类教材对比分析》、《基于风险控制的我国债券市场统一互联问题研究》（部级）、《语言能力与专业能力衔接研究》等项目;发

表、出版了《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利决策》、《英语词汇用法正误指南》、《实用会计英语》等论著。荣获市级二等奖、国家改革成果奖等荣誉。

        依据我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例第七条（五）破格申报高级职称的第3项：任讲师满25年，符合申报教学为主型副教授的教学要求。本人任讲师已超过25年，近5年来，每学年完成本学院人均

教学工作量的162%，其中独立讲授课程年均238.4学时，历年教学评价优秀;教学方面完全达到条例中要求的申报教学为主型副教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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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