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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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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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科研型

姓名 任景波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08.20 来校时间 2006.07.01

现从事专业 经济学 现职称 讲师 评定时间 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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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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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东北大学 岩手大学 

爱知大学
1994.10.31 2006.3.23

博士后经历

基

本

情

况

是否有辅导员/班主任经历 否 担任辅导员/班主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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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春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0

2022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0

2022 春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0

2021 秋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0

2021 秋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32 0

2021 春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0

2021 春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0

2021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93

2020 秋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97

2020 秋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0

2020 秋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32 96

2020 秋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0

2020 春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0

2020 春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98

2020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96

2019 秋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32 93

2019 秋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89

2019 秋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任选 16 95

2019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97

2019 春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任选 32 0

2018 秋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98

2018 秋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必修 32 97

2018 秋 期货交易 任选 32 0

2018 秋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32 97

2018 春 期货交易 必修 32 97

2018 春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94

2018 春 国际贸易实务 必修 2 0

2018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0

2017 秋 公共经济与财政 任选 48 0

2017 秋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99

2017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4

2017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3

2017 春 都市与房地产经济 任选 32 94

2017 春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必修 48 99

2016 夏 公共经济与财政 任选 48 0

2016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6

2016 春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6

2016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6

2016 春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任选 32 0

2016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5

2015 秋 国际贸易 必修 48 96

2015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6

2015 秋 公共经济与财政 任选 48 0

2015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5

2015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7

2015 春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6

2014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8

2014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5

2014 春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8

2014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6

2013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7

2013 秋 金融学 必修 48 96

2013 秋 金融学概论 任选 32 94

2013 春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7

2013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9

2013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9

2012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6

2012 秋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必修 64 96

2012 春 房地产经济学 必修 48 93

2012 春 中央银行学 限选 32 94

2012 春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5

2012 春 公共经济与财政 必修 48 93

2011 秋 房地产经济学 限选 32 90

2011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5

2011 秋 国际贸易A 必修 48 95

2011 秋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必修 64 96

2011 春 期货交易 限选 32 94

2011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90

2010 秋 房地产经济学 任选 32 92

2010 秋 房地产经济学 限选 3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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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2010 秋 国际贸易A 必修 48 93

2010 秋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必修 64 95

2010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87

2009 夏 认识实习（经济） 必修 4 0

2009 秋 房地产经济学 限选 32 94

2009 秋 国际贸易A 必修 48 87

2009 春 期货交易 限选 32 90

2009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94

2008 秋 房地产经济学 限选 32 90

2008 春 财政学 必修 48 84

2007 秋 房地产经济学 限选 3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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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21 春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21 春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21 春 财政与金融专题 非学位 32

2020 秋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20 秋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20 春 财政与金融专题 非学位 32

2019 秋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19 春 财政与金融专题 非学位 32

2019 春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7 秋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17 秋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7 秋 产业经济学 学位 48

2016 秋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5 秋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15 秋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5 春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4 秋 珠宝收藏与投资 非学位 32

2014 秋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非学位 32

2011 春 高等教育经济学 非学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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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公共经济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启

示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任景波 7 20101116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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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节能政策的基本框架、战略演变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

（2015）
通讯作者 20150501 核心期刊 C

刍议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险的条件－以日本为例 商业时代 第一作者 20140630

2014－18,20

14－18,120

－122

核心期刊 C

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调整 经济研究导刊 第一作者 20140305
2014－7,201

4－7,1－6
核心期刊 C

西南五区可持续发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届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论文集
第一作者 20101101

2010,2010,3

07－316
一般期刊 其它

循环经济的出发点－－以日本水循环经济为例 环境科学与管理 第一作者 20080709
－,7,157－1

61
核心期刊 C

中央银行独立性及政策目标

日本经济蓝皮书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

（2008）

第一作者 20080519
－,－,235－

246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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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における通貨制度－カレンシーボード制度 経済論集 任景波 2006.7.1 2006.7 51－86 A －
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收录

中国大陸部におけるマルチメディア支援教授 COM 任景波 2006.3.1 2006.3 49－65 B －
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收录

魯迅から王朔へ－中国大陸における市民社会の形

成
文学論叢 任景波 2006.2.1 2006.2 209－234 B －

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收录

王朔の小説とその時代背景 言語と文化 任景波 2006.1.3 2006.1 55－76 B
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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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与市场的边界》 是 学校级

2020 《资本市场及投融资》 专业硕士课程模式研究 是 学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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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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战略转型与对策 第一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4.3.1

流动性问题与对策研究 第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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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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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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教育

系统先进个人
2011.11.1 部级 未评等级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第一

优秀调研成果 2011.7.1 地市级 未评等级
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组委会
第一

优秀本科论文指导教师 2020.6.1 学校级 未评等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第一

六、现任职以来需要说明的其他成果及贡献

进入本校后独立或第一作者论文30篇，期中EI检索论文篇，核心论文多篇。

第一作者著作一部，第二作者著作一部，参与写作一部。

前一工作单位日本爱知大学第一作者论文6篇。

教学科研外，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基于专业素养，积极对北京市以及国家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多次获得相关部门表彰，获得民进海淀区委成立20周年工作优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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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