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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17年省市两级征兵办公室
聘请廉洁征兵监督员名单及监督举报电话

本报讯 近日，省征兵办公室举行廉
洁征兵监督员聘任仪式，为当选的8名省
级廉洁征兵监督员颁发聘任证书。至此，
河南省市县乡四级和各高校聘任的近万名
监督员，全部持证上岗。他们将深入征兵
一线，走进应征青年家中，全时段、全过程、
全领域对征兵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省军区
党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省军区
纪委副书记李小平参加仪式。

河南省是全国第一兵员大省，征集任

务重、工作环节多、涉及部门广、参与人员
多。为坚决防止和纠正征兵中的不正之
风，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今年，省市县
乡四级和各高校，分别从应征青年家长、转
业退伍军人、退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热心群众中，按照个人自愿申请、单位
推荐，兵役机关综合衡量、择优选取的办
法，聘请廉洁征兵监督员。其中，省市两级
征兵办公室聘请7至8名，县级征兵办公
室聘请5至6名，各乡镇（街道）武装部和

高校聘请3至5名，全程参与征兵工作监
督。

廉洁征兵事关党委、政府和兵役机关
形象，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李小平要求
廉洁征兵监督员要学好政策规定，成为征
兵工作政策通、明白人，进行有效监督；大
胆履职尽责，全程参加征兵工作，及时发现
不正之风的苗头和问题；注重方式方法，在
受理举报电话、现场查看监督的同时，从工
作、生活所在地向外辐射，及时发现问题解

决隐患；树立服务意识，接到群众举报后，
认真做好记录，及时通报反映情况，切实代
表广大群众行使好监督职能，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征兵环境，为打造好、维护好过硬的

“河南兵”品牌作出积极贡献。

河南省 2017 年省市两级征兵办公室
聘请廉洁征兵监督员名单及监督举报电话
附后

省征兵办公室举行廉洁征兵监督员聘任仪式

近万名廉洁征兵监督员正式上岗

河南省军区纪委
0371-81670263
河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1-81672973

河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董广安 人大代表 18538792629
李 峰 人大代表 18538792628
高 委 政协委员 18538792627
崔秉哲 政协委员 18538792625
李安生 退休干部 18538792624
杨 磊 教职员工 18538792623
杨亚琼 媒体记者 18538792621
许贺钧 退役军人 18538792620

郑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张文随 人大代表 13323824391
牛雷莉 政协委员 18137804781
蔡金亮 退休干部 13346933809
高景收 教职员工 18137818426
杨 柳 媒体记者 15346576706
乔山峰 热心群众 18137877745
张成德 热心群众 13333840509
高 强 热心群众 13346950283

开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焦晓颖 政协委员 13803789255
张 昂 政协委员 13783998816
冯东辉 人大代表 0371-22733169
陈 林 人大代表 13903780909
刘国伟 热心群众 15537899999
席自强 教职员工 0371-22199696
闫广平 应征青年家长 0371-23589454

洛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张晓理 人大代表 13803888877
张 三 人大代表 13803791623
娄金萍 政协委员 13503880118
薛松涛 政协委员 15538800017
王玉荣 热心群众 15138771766
翟国安 教职员工 18337908167
杨延卿 热心群众 13633797688

平顶山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李泓华 人大代表 13525394677
刘选启 人大代表 13603758619
于敏杰 政协委员 13837559360
李金祥 政协委员 13903901062
宋晓利 退休干部 13903759651
郭秀丽 教职员工 15038873698
华 谦 媒体记者 13503429678
郭铁峰 退役军人 13781878969

许昌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梁少雨 人大代表 13903991111
罗学军 政协委员 13782378369
朱绍辉 退役军人 18768840179
藏红旗 应征青年家长 13569944797
李民生 退休干部 13782306777
高江涛 热心群众 13598965888
刘浩亮 退役军人 13137881906
唐红亮 教职员工 13949805176

漯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李保川 人大代表 13603956888
张进军 政协委员 13839582288
周全明 教职员工 13507657869
马国华 教职员工 13839505298
郭新良 教职员工 13781731988
齐增光 退役军人 13353953888
邵全斌 应征青年家长 18956745688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梁洪有 人大代表 15003980927
许海星 政协委员 13803980909
刁新斌 纪检干部 18603981817
杜克云 退役军人 13613980665
朱玉新 应征青年家长 15303756777
雷振宇 教职员工 13569607222

南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孟 祥 人大代表 13598229085
李 军 政协委员 13803777888
李清刚 职工 13838792858
范道岭 退休干部 13803778798
许海滨 教职员工 18623991919
刘保成 应征青年家长 15670213721
惠元杰 公安干警 13633998289

商丘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王 敏 人大代表 0370-3288679
冯培东 人大代表 0370-3638568
赵廷显 人大代表 0370-3638596
韩建东 政协委员 15903700789
刘 红 政协委员 15937077888
路文胜 退休干部 13837079785
贺学海 教职员工 13592308616
丁自超 应征青年家长 13903700112

安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赵玉生 人大代表 13837221996
张红静 政协委员 18703727899
梁庆立 退役军人 13937237839
王 翔 退休干部 18790857208
苏利军 应征青年家长 13937232866
闫 杰 退役军人 13937262577
王志刚 热心群众 13939975906
陈 旭 教职员工 18537272169

鹤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董克海 人大代表 13839233888
李健灵 政协委员 13603928389
雷利锋 热心群众 13839217575
寇 翔 教职员工 15939286296
郑丙军 应征青年家长 18239260367
张天顺 退休干部 13939282882
刘向晖 退役军人 18603927787

新乡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李艳玲 人大代表 13072608780
崔中沈 人大代表 13937359921
毛 军 政协委员 13803808008
肖翠平 政协委员 13937311026
牛踏宇 教职员工 13409212772
李 科 热心群众 13839095668
赵 丹 热心群众 13598741396

焦作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原火金 政协委员 13839150078
张立新 政协委员 13949680126
赵 辉 人大代表 13303911030
罗利民 退休干部 13839192009
李伟伟 退休干部 13838901888
张座峰 热心群众 13803910529
申喜欢 热心群众 13839103665

濮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李晋生 政协委员 13839250059
郑学文 政协委员 13903930822
付晓燕 人大代表 13603431019
刘延同 热心群众 13939315888
王洪伟 热心群众 13703839866
武建国 热心群众 13839288556
师宪立 教职员工 15239992828

信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仝卫东 政协委员 13837640445
张 杰 人大代表 13598559141
饶 鑫 纪检干部 18603766698
付孔智 退役军人 13939719567
曹永根 入伍青年家长 13949491080
李玉山 退休干部 13837632065
包恒星 退役军人 13937663080

周口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赵建设 人大代表 13603873560
刘 涛 政协委员 13938085505
王国有 政协委员 13323878666
李 伟 机关干部 15690820006
王振修 教职员工 15290009525
张景豪 公安干警 18336507699
李德民 退休干部 13839417583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张勤书 退休干部 13513982158
李翠芳 人大代表 13938366867
吴 萍 政协委员 18639669918
何 威 教职员工 15836603232
张胜利 职工 15836727666
赵中义 退役军人 15139662572
吕国营 职工 13903960019

济源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姓名 类别 监督举报电话
王旭升 政法干部 13569166699
王建伟 退役军人 13782690276
李 妮 教职员工 17603903206
杨烈峰 政协委员 13838916186
张炜东 人大代表 13838937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