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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候选人简要事迹
（共29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1.马国强
男，1962年出生，1981年入伍，1985年

退伍，社旗县桥头镇马蹬移民新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退伍后，他凭着对党的赤
诚之心，凭着对家乡的挚爱，带领群众克服
重重困难，把一个经济落后的乡村，建设成
为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文明村，连续三年
被河南省政府授予“南水北调先进村”、南阳
市“精神文明先进村”、南阳市委表彰为“先
进基层党组织”、南阳市“新农村示范村”、南
阳市“清洁家园”。（南阳市推荐）

2.马建亮
男，回族，1969年出生，1986年入伍，2001

年转业，宁陵县谢西村村支部书记。服役期
间荣立三等功1次。转业后，他选择放弃城
市的优越生活，回到家乡创业，带领村民致
富。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后，他积极发展养
殖业，兴建新型养殖场。他积极化解村民矛
盾，改变村民形象，2011年荣获商丘市第四
届民族进步团结先进个人。（商丘市推荐）

3.王飞
男，1976年出生，1997年入伍，2002年

退伍，现任郑州市金水区颐和老年公寓院长
兼书记。退伍后，他自筹资金创办养老院，
并将养老院建设成含图书馆、健身房、医务
室、休息室、餐厅及上门服务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托老服务中心。他被河南省民政厅评
定为“专业养老委员”和“居家养老领头人”，
入选中国互联网“时代先锋”，2010年因特殊
行业复转军人创业事迹突出受到军委领导
亲切接见。（郑州市推荐）

4.王建国
男，1964年出生，1982年入伍，2004年

选择自主择业，信阳金长城有限公司董事
长。转业后，他先后创办了信阳市长城信息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信阳金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和信阳市中小企业产权股权交易
所，带动就业和用工1600人次，实现税费
2600万元。2008年，被河南省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领导小组评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十
大创业标兵”。2009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评为“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信阳市推荐）

5.王息辰
男，1975年出生，1990年入伍，2003年

转业，濮阳市盛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2次。回乡后，他
选择自主创业，做过的哥，干过运输，最终成
为拥有六个子公司、350余名职工、年产值
30亿元的企业家。他先后获得濮阳市劳动
模范、濮阳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个人、濮阳
市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2012年度感动濮阳十大年度人物等。（濮
阳市推荐）

6.亓国杰
男，1964年出生，1979年入伍，1982年

退伍，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工业园
区、渤海路办事处工委书记。服役期间荣立
三等战功、五次受到部队嘉奖。退伍后，他
30年如一日照顾牺牲战友的父母，在当地传
为佳话。他先后被评为“鹤壁市十大好事”
之一、鹤壁市道德模范。2011年，入选中央
文明办、中国文明网评选的“中国好人榜”。
2013年，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河南
省爱国拥军先进个人”。（鹤壁市推荐）

7.江长治
男，1966年出生，1983年入伍，1989年

退伍，新安县南李江村镇江村农民。退伍
后，他先后承包了南李江村镇和正村镇屠宰
场，连续24年到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小
浪底、洛阳市区等驻军单位进行慰问，送去
猪肉3万余斤。2012年，被洛阳市表彰为双
拥先进个人，2013年，被评为洛阳市第二届
优秀复转军人年度新闻人物，荣获洛阳市

“五一劳动奖章”。（洛阳市推荐）

8.刘汉杰
男，1971年出生，1987年入伍，2000

年转业，开封市龙亭区民政局局长。2006年
3月任民政局长后，他创新低保管理、困难救
助、拥军优属等工作机制。在村改居工作

中，他完成了5619户、55635人的户口转户
和社区服务站建立等，先后获得市五一劳动
奖章、市关心支持国防建设先进个人、市民
政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
号。（开封市推荐）

9.刘庆言
男，1968年出生，1987年入伍，2007年

转业，濮阳市部寨镇许窑村党支部书记。服
役期间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2008
年任村支书，捐资2万元为村里安装路灯。
2010年，他筹资16万元硬化了村里的主街道。
新架水利用电电缆600米，新打机井14眼，
硬化水渠2000米，改善了农田水利环境，为
村民致富创造了条件。（濮阳市推荐）

10.刘德坤
女，1961年出生，1976年入伍，1982年

退伍。现任鹤壁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服役期间2次荣立三等功。她任职期间，鹤
壁市民政局相继被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民政
工作先进集体，被省民政厅表彰为全省民政
工作先进集体，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
明单位，在2013年度鹤壁市优化环境提升效
能民主评议中，综合得分位居市直部门前五
名。她个人荣获全省爱国拥军模范和省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鹤壁市推荐）

11.孙宏伟
男，1969年出生，1986年入伍，1990年

退伍，武陟县电业局局长。他带领员工成立
了全县首家以企业冠名的慈善基金——电
业慈善光明基金，先后捐资4.5万元资助贫
困学生，捐资16.8万元资助特困家庭，1442
人从中受益。他先后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河南省“安康杯”竞赛优秀个人、河南
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焦作市推荐）

12.闫磨生
男，1960年出生，1978年入伍，1984年

退伍，卫辉市狮豹头乡柳树岭村电工。服役
期间荣立三等战功1次。柳树岭村地处太行
深山，交通极为不便，退伍后，他负责6个自
然村40多家农户用电设备的维修维护，并在
此岗位默默奉献30年，先后被评为卫辉市

“优秀农电工”、“五一劳动奖”，新乡市“优秀
农电工”，河南省电力公司“优秀党员”等。
（新乡市推荐）

13.许大海
男，1963年出生，1983年入伍，1987年

退伍，长葛市东方威尼斯商务酒店董事长。
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1次。退伍后，他艰苦
创业。事业有成后，他不忘回报社会，先后
捐助18万元慰问部队官兵，酒店每年为军人
优惠服务达500多人次。2013年他的公司
被评为许昌市十佳爱国拥军先进单位，他也
被授予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许昌市推荐）

14.何广山
男，1955年出生，1972年入伍，1978年

退伍，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检察院监察科科
长。服役期间获嘉奖6次，七级伤残军人。
由他创立的“案件跟踪督察机制”经验被高
检院《纪检监察工作情况》转发。他6次被市
检察院评为“先进工作者”，3次荣立三等功，
1次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集中查办破坏社
会主义经济秩序渎职犯罪‘先进个人’”。
2013年，被评为平顶山市第二届“十佳检察
官”。（平顶山市推荐）

15.李华超
男，1984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

退伍，安阳县伦掌镇东柏涧村党支部书记。
过去，东柏涧村是典型的乱村、差村。2010
年，李华超成为东柏涧村新任支书后，积极
改善村容村貌，多种形式筹集资金20余万
元，并把自己多年积攒的5万元用于修路修
渠，与村委“一班人”按照“四议两公开”要
求，筹资35万元新建村标准化卫生所，新村
委会以及文化娱乐广场，在全镇率先建起阳
光家园。（安阳市推荐）

16.陈凤伟
男，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1989年

退伍，平舆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大队长。服

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获得过全
军优秀班长，济南军区“活着的刘英俊”等荣
誉称号。退伍后，他荣立过二等功4次、三等
功2次，两次荣获建功章。2005年9月，平舆
县号召全县政法系统向他学习。（驻马店市
推荐）

17.陈晓磐
男，1971年出生，1989年入伍，2000

年转业，临颍县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服役
期间荣立三等功2次。转业从警后，他累计
解决上访积案40余起。他协调捐建“留守儿
童温馨家园”，帮助4位迷失人员重回家中，
跨省抓捕逃犯6名。入警后，荣立一等功1
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并荣获全省政
法系统中原卫士等荣誉40多项，2011年荣
登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国好人
榜”，2012年当选第二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
卫士”。（漯河市推荐）

18.杨钟敏
男，1961年出生，1978年入伍，2000年

转业，唐河县电业局局长。服役期间荣立三
等功3次。转业后，他积极推进电网科学发
展，带领企业步入技术上水平、管理上档次、
效益上台阶的发展新阶段，企业6次荣立集
体三等功，被授予国家二级档案管理先进单
位、省级文明单位、省一流供电企业等荣
誉。他被省政府授予南水北调移民迁安先
进个人，被河南省纪委评为廉洁工作先进个
人。（南阳市推荐）

19.郑春光
男，1990年出生，2010年入伍，2012年

退伍，生前为淮阳县郑集乡民兵应急排排
长。2014年1月30日晚，淮阳县郑集乡一
服装店突发大火，正在附近照看水果摊的郑
春光放下手头的生意，毫不犹豫地冲进火
海，在转移群众过程中不幸牺牲。他的事迹
经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媒体报道后，引
起强烈社会反响。淮阳县综治委授予他“见
义勇为青年”称号，共青团周口市委授予他

“周口市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称号，周口市
委、市政府、军分区联合授予他“优秀退伍军
人舍身救火英雄”称号。（周口市推荐）

20.姜同焕
男，1958年出生，1976年入伍，2005年

转业，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开封市交
通战备办公室主任。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4
次，二等功1次。转业到开封市任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开封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主任后，
他按照“平战结合、军民融合”要求，坚持

“军、政、民统一组织，路、水、空综合运用”的
方针，努力实现服务经济和服务国防协调发
展。开封市交通战备办公室自2010年以
来，连年被评为济南军区交通战备工作先进
单位。（省交战办推荐）

21.胡军伟
男，1975年出生，1990年入伍，1992年

退伍，梁园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大队长。
他担任梁园区城管大队大队长后，关心支持
国防建设，在大队成立了民兵应急队伍，这
支队伍相继肩负区基层民兵建设、区应急维
稳工作任务，队伍由小到大、装备由弱到强、
民兵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商丘市完成重大应
急抢险任务的骨干力量，连年代表梁园区参
加省军区民兵应急队伍抢险救灾大型演练
活动，多次被评为支持国防建设先进单位、
武装部建设先进单位。（商丘市推荐）

22.“留庄英雄民兵营”
“留庄英雄民兵营”始建于抗日战争时

期，是一支久经考验、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
群体。新中国成立后，该营薛平华、范瑞礼
等民兵英模先后5次应邀赴京，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4年，中共河
南省委、河南省军区发出“向留庄英雄民兵
营学习”的号召，同年7月，被原中共中央
中南局、原武汉军区命名为“英雄民兵
营”。新时期，“留庄英雄民兵营”广大复退
军人主动发挥作用，不断赋予“留庄英雄民
兵营”新的精神内涵，积极带动周边村民致
富。（济源市推荐）

23.赵登义
男，1965年出生，1982年考入空军某航

院，1987年退伍，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党
委书记。他抢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扎
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仅2013年花园口镇合村并城、石武高铁
沿线绿化等省市重点项目就完成投资16.89
亿元。他先后被郑州市评为“城区整治”、“环
境卫生整治”、“双拥工作”先进个人，被郑州
市政府记三等功，并荣获郑州市“新长征突
击手”和“五一劳动奖章”。（郑州市推荐）

24.秦治章
男，1944年出生，1963年入伍，1969年

退伍,河南省卢氏县横涧乡横涧村农民。他
培育的梅花优良品种被引种到全国20多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创建的中国梅花豫西研
究所拥有生产基地300余亩，有国内外各种
稀贵优良梅花抗寒品种260多个，大小苗木
50余万棵，总价值500余万元，带动周边5个
村100多户农户培育梅花，为农民致富创造
了条件。秦治章致富不忘家乡，几十年来，
他坚持走访该乡驻军、困难群众等，共捐赠
慰问金20多万元。（三门峡市推荐）

25.夏振红
男，1971年出生，1987年入伍，1991年

退伍，平顶山市纳利亨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服役期间曾获军区射击比赛第二名，先
后被军区评为优秀士兵、神枪手。退伍后，
供职于平顶山某银行，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2006年，他下海创办平顶山市纳利亨食
品有限公司，开发出上海、江苏等大都市喜
欢的生活调味品，并连续获得10项发明专
利，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安排了30多名
复员军人和困难群众就业，并为困难群众捐
款30多万元。（平顶山市推荐）

26.高空
男，1962年出生，1979年入伍，1992年

退伍，南召县文广新局广播电视发射台副台
长。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1次。退伍后，他
扎根在海拔600多米的太子山巅21年，默默
无闻地守护着发射塔。他自学维修技术，

“承包”了设备维修工作，为国家节约资金
200多万元。21年来，他连续多年被市、县
党委和广电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好台
长、好技术人员、先进工作者，入围“中国好
人榜”2013年度候选人，荣登2013年度“河
南好人榜”，入围南阳市第三届道德模范候
选人。（南阳市推荐）

27.高岩飞
男，1982年出生，1988年入伍，2010年

退伍，洛阳高氏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服役
期间荣立三等功1次。退伍后，他先后创办
河南省万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高氏米业有限公司。在创业的同时，他先后
捐助学校3个、资助贫困生12名、安置下岗
职工和退伍军人45人。2013年，他被评为
洛阳市第二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新闻人物，
荣获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洛阳市推荐）

28.常华杰
男，1965年出生，1982年入伍，2008年

转业，圆琳程集团公司董事长。服役期间荣
立三等功7次、二等功1次。2008年，他选择
自主择业，成立了圆琳程集团公司，创建农
业科技园花卉生产区，拥有苗木基地310亩、
花卉基地80亩、现代农业科技园206亩，承
接各类园林绿化工程。他牵头成立了“文明
生活与本土文化研究会”，创办了精美会刊
《博生活》。常华杰的“现代科技大农业”经
营开发模式，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
好评。（驻马店市推荐）

29.温飞
男，1975年出生，1992年入伍，2000年

退伍，封丘县荆宫乡后桑元村希望幼儿园园
长。2008年，他在国家级贫困县封丘县荆宫
乡后桑元村黄河滩区创办了一所“爱心免费
幼儿园”。几年来，累计投入资金60余万元，
免收学费110多万元，免费培养照顾留守儿
童1200余人。2012年，他获得“河南最美乡
村教师”、“感动中原”十大人物提名奖。（新
乡市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