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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  伟 

职    称：教  授 

所在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方向：Focus Area：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 政治文化与政府创新（Political Culture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教三楼 C218b 

电子邮箱：wwfancy@ncepu.edu.cn 

    办公电话：010-61773210 

 

个人简介及主要荣誉称号： 

王  伟，男，1978年出生，汉族，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华北电力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硕士生导师、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管理学硕士，郑州大学文学学士，美国特拉华大

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国务院学位办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兼任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研究员；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会理事、共青团北京市委“圆明园学者”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员、中

国能源研究会会员等。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与创新、政府制度史、能源政策、能源监管、能源互联网，近五

年来共发表文章 30余篇，其中 CSSCI-A 区文章 8篇（其中《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1篇、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全文转载 3篇），CPCI（原 ISTP）-B区 1篇，CSSCI-C区 3篇、EI检索 3 篇、人民日报理论

版文章 1篇。获得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省部级）1项；获得国家能源局

年度软科学奖二等奖、三等奖（省部级）各 1项，1部著作和 1部研究报告获得国家能源局采纳证

明，获学校科技先进工作个人奖 2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

京市社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北京市社科基地建设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等项目共 10项，到账经费

120 万元；出版著作 7部，1部独著，5部合著，1部译著，总字数达到 123.93万。主持校内教改立

项 2 项，出版教材 2部。2016年入选华北电力大学第四期教学名师培养计划，获学校教学优秀特等

奖 1 次，年度教学优秀奖 1次。主持大型课程思政慕课《<易经>的政治智慧》，2018年上线以来，

在学堂在线等平台累计选课人数突破 6万人，2020年登录学习强国平台。 

教学与人才培养情况: 

（参考模板） 

1.教学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 A，2006-2020年，48学时，1500 人 

  西方行政思想史，2006-2020年，32学时，1200 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0年起，80学时，72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2020年起，32学时，1500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20年起，32学时，1200人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20年起，32学时，220人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2016年起，16学时，600人 

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哲学，2016年起，24学时，300人 

2.学生培养 

毕业硕士： 柯婉志 李叶伟 孙 妍 何晶轩 袁 野 张 营 黄琳程 白雪冬 马 雯 刘 璇 杨薪潼 

孙钰良 刘 月 李若岩 张子玲 陈 曦 黄 乐 尹盛澜 殷 航 黄 珂 李希喆 曾学华 范婷婷 郑世俊 

韩江雪 梁晓丽 蔺奕丹 高晶晶 吴 琼 王冀超 王少聪（留学生） 莫里斯（留学生） 

3. 学生获得荣誉 

  蒋美佳，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论文（本科），2019，导师：王  伟 

  韩江雪，国家奖学金，2016，导师：吴志功、王伟 

梁晓丽，国家奖学金，2017，导师：王伟 

主要科研项目情况 

[1]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京津冀地区清洁能源发展的市场主体利益激励机制优化研究，2017-2020,20

万 

[2]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京津冀农村能源革命的技术路径与政策选择，2016-2019,10 万元 



[3]中国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欧盟能源监管优化理论、实践与中国借鉴，2011-2012,3 万 

[4]北京市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支持北京市绿色城市建设的能源政策体系研究，2010-2012,8 万 

[5]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共服务型政府能源监管职能研究，2007-2010，8 万 

[6]北京市社科规划办，支持北京市能源效率提高的能源教育发展模式研究，2009-2010，30 万 

主要获奖 

[1]华北电力大学，2019年，2018-2019年度教学优秀特等奖，校级，独立 

[2]国家能源局，2015年，国家能源局软科学奖，省部级二等奖，排名第 4 

[3]国家能源局，2014年，国家能源局软科学奖，省部级三等奖，排名第 4 

[4]北京市，2010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部级二等奖，独立 

[5]华北电力大学，2010年，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工作先进个人，校级一等，独立 

代表性论著 

[1]王伟等：《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研究报告 2017》，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 年 4月 1日出版。 

[2]王伟、曹丽媛，《公共管理专业英语阅读精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 3月 1日出版。 

[3]徐唐堂、王伟，《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 2016：“十二五”北京能源发展大事述略与“十三五”

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 3月 1日出版。 

[4]王伟、曹治国：《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 2014》，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 1月 1日出版。 

[5][英]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著，张素芳、王伟、刘喜梅译：《中国能源治理：低碳经济转型之

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 9月出版。 

[6]王伟、曹治国：《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 2013》，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8月 1日出版。 

[7]王伟、曹丽媛：《公共管理案例分析：社会治理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 8月第 1版。 

[8]王伟、郭炜煜：《低碳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年 1月出版。 

[9]王伟：《北京市建设新能源中心的政策与法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1月出版。 

[10]吴志功、王伟、郭炜煜：《国际能源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11月出版。 

[11]王伟、唐兵、杨建成：《构建与嬗变：中国政府改革发展 30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月出版。 

[12]王伟：《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以北京市为例》，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月出版。 

[13]周凤翱、王伟等：《北京能源发展研究 2007》，同心出版社，2007年 3月出版。 

[14]王伟、刘璇：北京市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

年第 2期。 

[15]王伟等：电能替代商业模式创新及其政策选择，中国电业，2019年第 3期。 

[16]王伟：发达国家的能源扶贫怎么做？，能源评论，2019年第 4期。 

[17]Wang wei、Liu xuan，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s Electricity Regulatory 

System Reform, Atlantis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2018-07-29.（CPCI） 

 



[18]王伟：新电改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 5期。（CSSCI） 

[19]王伟：十八大以来大部制改革深层问题及未来路径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 10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体制改革》2017年第 1期全文转载）（CSSCI） 

[20]Wei wang，chun-yang：The Influence of "Micro-Blo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2016-7-16.

（CPCI（原 ISTP）） 

[21]Wei Wang，Qiong Wu：Financial Modes of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lant Development and 

its Revelation，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2015-12-30.(ISTP) 

[22]王伟、汤爱学：京津冀雾霾治理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1月 7日出版（北

大中文核心）。 

[23]Sufang Zhang,Wei Wang，Lu Wang ,Xiaoli Zhao :Review of China’s wind power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tus quo,determinant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5(43):1333-1342.(SSCI/SCI) 

[24]Wei Wang, Lihui An: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lar thermal power in China and its 

policy-thinking，power and energy，2014-11-30.(EI) 

[25]Wei Wang,Daoxin Peng,Zhongfu Tan,Chao Qin: Wind power and thermal power turbines 

performance replacement optimization model based on chance constrained programming, 2014 

IEEE Workshop on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 Industry Applications 

(WARTIA),2014-09-30.(EI) 

[26]王伟、孔静怡：中国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及其现代化，《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 10期。（CSSCI） 

[27]王伟、黄珂：《电能替代战略：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

年第 4期，第 1-5页。 

[28]Wei wang,Qin Zhu,and Shuaibin Huang.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rural biogas, Applied Social 

Science,2014,vols.52,ISBN:978-1-61275-066-8;ISSN:2160-1070,pp115-120.(EI) 

[29]Wei Wang，Chen Zhang，Wenyan Liu.Impact of Coal-Electricity Integration on China’s 

Power Grid Development Strategy,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3-11-12,ISSN:1022-6680,pp2600-2605.(EI) 

[30]王伟：实施电能替代，促进环境改善，《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年 4月 16日 07版。(CSSCI) 

[31]王伟：安全发展核电，必要而紧迫，《中国经济导报》，2014年 5月 6日 A3版。 

[32]王伟、曹丽媛：食品安全治理中的部际协调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 年第 3 期，6

月，第 75-80页。(《新华文摘》2014年第 13期论点摘编，168页。)(CSSCI) 

[33]王伟、曹立春：大数据时代的政府信息公开，《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 年第 5

期。 



[34]王伟、张靖：2012年 CNKI服务型政府研究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 5期。（CSSCI）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3年第 7期全文转载）。(CSSCI) 

[35]王伟、曹丽媛：作为任务型组织的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 4期。（CSSCI，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3年第 10期全文转载）(CSSCI) 

[36]王伟：企业文化建设的国学思考，《中国电力企业管理》（综合版），2013 年第 5期。 

[37]王伟、李希喆：多伦多绿色建筑发展经验及其启示，《新视野》，2013年第 4期。（CSSCI） 

[38]王伟、罗曼：欧盟最小化中小企业监管负担的做法及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 5期。

（CSSCI） 

[39]王伟、殷航：中国输配电体制改革的演进、问题与对策，《新视野》，2012年第 3期，（CSSCI） 

[40]王伟、黄乐：英国能源监管优化项目实践、经验及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2期。 

[41]王伟、尹盛澜：欧盟能源监管最新进展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期。 

[42]王伟：国外电力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0 年第 10 期，10 月份

出版。(CSSCI) 

[43]吴志功、王伟：大力发展能源教育，建设低碳社会，《北京教育》，2010 年第 6-7 期，7 月份

出版。 

[44]王伟、范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文化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对策，《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

科版），2010年第 1期，1月份出版。 

[45]王伟、柯婉志：纽约市能源新政策及其对北京的启示，《新视野》，2009 年第 5 期，9 月份出

版。(CSSCI) 

[46]王伟、赵春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理论创新，《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

年第 2期，4月份出版。 

[47]王伟、赵军：政府电力监管能力及其提高途径，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1 月份出

版。 

[48]吴志功、王伟：国际能源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 11期，

11月出版。（CSSCI） 

[49]王伟：服务型政府建设：发展民主的有效途径，《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 3期，

6月份出版。（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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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吴志功、王伟：中国能源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 3期，6月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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