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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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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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为主型

姓名 陈雪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7.01.05 来校时间 2018.09.01

现从事专业 法学 现职称 讲师 评定时间 2018.09.01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位

最高学历
重庆大学 2015.12.28 经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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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行政学院 201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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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8年9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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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春 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 必修 32 97

2020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88

2021 春 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 必修 32 97

2021 秋 法理学 必修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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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专题 非学位 32

2021 秋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学位 32

2020 秋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学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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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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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发展权视域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法律制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陈雪 8 20210701 20240630

中央国家机关不动产登记办法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陈雪 8 20181130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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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制度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

资助项目
陈雪 5 2017.11.13 2018.6.30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机制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院级科研项

目
陈雪 5 2017.4.1 2017.12.15

村民自治组织在土地征收中的作用研究
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

地开放课题
陈雪 1 2017.5.16 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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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与城中村治理之契合及路径 河北学刊 通讯作者 20200701
40,4,219－2

26
CSSCI B

依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新中国70年来党的领导法规制

度变迁为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通讯作者 20191207 23,6,88－96 CSSC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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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长效协调机制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第一作者 2017.11.15 10（6） 132－136 B 0.520 中文核心

美日生态农业法律制度经验借鉴 行政管理改革 第一作者 2017.6.10 （6） 56－60 B 2.359
CSSCI扩展板;中

文核心

农产品质量欺诈规制之信用途径 法学论坛 独立作者 2015.11.10 30(06) 134－140 B 5.152 CSSCI;中文核心

立宪视野下的财税转型理论之构建 理论与改革 第一作者 2015.9.24 (05) 79－82 B 2.796 CSSCI;中文核心

“反窃电”低效问题的理论检视与制度完善－－以

《电力法》修订为背景
河北学刊 独立作者 2014.11.1 34(06) 162－165 B 1.206 CSSCI;中文核心

我国个人住房房产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作者 2014.1.15 39(01) 74－77 B 1.388
CSSCI扩展板;中

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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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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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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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任现职以来所发表论文《依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新中国70年来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变迁为视角》所载期刊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本文发表于该刊2019年第6期，该刊

于2019年第1期更名，曾用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中，《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为权威期刊，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师职称评

审条例（试行）》（中地大京发(2020)82号）属于A类期刊。期刊更名证明见附件。

2、CSSCI扩展版在论文检索证明中体现不出来，可以根据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查询。

3、自2019年11月4日至2020年4月27日请产假，证明见附件。

任现职以来其他成果及贡献：

1、自获得授课资格以来，平均每学年完成本学院人均教学工作量的80%以上，其中讲授课程年均100学时以上。

2、参加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刑事诉讼模拟法庭虚拟仿真项目”。

3、任现职以来，指导10071831班教学实习，指导10071831班专业实习，指导10071931班教学实习。

4、2019－2020年指导6名法学（双学位）学生毕业论文;2020－2021年指导4名法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指导2名法学（双学位）学生毕业论文。

5、任现职以来指导大创项目2项。

6、任现职以来作为第二导师指导2020级研究生3名，2021级研究生2名。

7、自2018年9月入职以来一直担任2018级法学本科班主任。

8、任现职以来，教学评价均为优良。

9、参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实务指引与案例解读（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10、2020年9月受聘为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法律专家组专家，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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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