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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
任命李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
免去郭浩、吴浩的河南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职务。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任命郝敬红为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李涛的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副主任职务。
●省公安厅

任命张会中为河南省公安厅副厅
长。
●省财政厅

任命高战荣为河南省财政厅副厅
长。
●省国土资源厅

任命余纪云为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
厅长，免去其河南省土地总督察职务。
●省环境保护厅

任命王喜云（女）为河南省环境保护
厅副厅长；

免去宋丽英（女）的河南省环境保护
厅副厅长职务。
●省交通运输厅

任命林虎兼任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

任命杨廷俊为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

免去丁平的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职务。
●省水利厅

任命孙运锋为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
（正厅级）；

任命王国栋为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厅
级），免去其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刘正才的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
●省农业厅

任命刘源为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院
长；

免去陈建军的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院
长职务。
●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任命孔东风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巡视员，免去其河
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

任命陈素华（女）、魏黎明（女）、吕增
祥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巡视员；

免去陈祥恩的河南省省管国有企业
监事会主席职务。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任命唐远游为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局长；

免去李智民的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局长职务。

河南省政府新任免一批干部
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等单位

□记者 侯梦菲

核心提示丨近日，河南省政府发布一批人事任免通知，涉及省政府办公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企业和高校。详细名单如下：

●省接待办公室
任命张荣斌为河南省接待办公室主

任；
免去何利平的河南省接待办公室主

任职务。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免去刘金山的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北
京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任命刘新勇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任命李卫东为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免去杨献波的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
●郑州大学

任命赵明皞为郑州大学副校长（试
用期一年）。
●河南大学

任命杨中华为河南大学副校长（试
用期一年）。
●河南科技大学

任命孟伟为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任命魏世忠、宋克兴为河南科技大

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周志立的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职务。
●河南理工大学

任命赵同谦为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周英的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职
务。
●河南工业大学

任命朱文学为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试用期一年）。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任命高新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
长；

免去杨宏志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
长职务。
●新乡医学院

任命文建国为新乡医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免去其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陈清江的新乡医学院副院长职
务。
●信阳师范学院

任命余本海、王金云（女）为信阳师
范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郑州轻工业学院

任命张志坚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
长（试用期一年）。
●中原工学院

任命黄健（女）为中原工学院副院长；
任命刘洲峰、孙斌为中原工学院副

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黄乾的中原工学院副院长职

务。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
悉，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下达
2018年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和开工任务的
通知已经出台，遴选确定2018年度省市重
点项目938个，总投资2.18万亿元，年度投
资4500亿元。其中，包括郑州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郑东学校项目、郑州商都历史文化
区项目等。

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按照新发
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郑州市委、
市政府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三区一群”建
设等重大部署，遴选确定2018年度省市重
点项目938个，总投资2.18万亿元，年度投

资4500亿元，全年计划竣工项目106个、
续建项目561个、计划开工项目183个、前
期项目88个。这些项目涵盖汽车及装备
制造、商贸物流、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新型
城镇化、生态环保和民生社会事业等多个
重点领域。一季度确保完成投资900亿
元，力争完成1100亿元，上半年力争完成
2400亿元。

据悉，2月1日，郑州市2018年首批
227个、总投资1480亿元的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吹响今年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加力的
号角。此次集中开工活动，采取“1个主会
场+16个分会场”的形式同步进行。主会
场设在郑州经开区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二
期项目现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高新区、

登封市、荥阳市、新郑市、新密市、中牟县、
中原区、金水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
上街区、市交建投公司和郑州供电公司等
16个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工活动。

不少人关注郑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
东学校项目。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是教育部直属大学附中、北京市重点
中学、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中国数学
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培
训基地”、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于1915年，前身是成
志学校；1958年，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
中学并入清华大学附设中学；1960年，清
华大学附设中学扩建为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任命张勇为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副局长职务；

任命薄松谦为河南省“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副厅级，
试用期一年）。
●省体育局

任命黄家明、马宇峰为河南省体育
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杨国安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院
长；

免去张绍通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院
长职务。
●省统计局

任命罗勤礼为河南省统计局总工程
师（参照部门副职管理使用，试用期一
年），免去其河南省统计局副巡视员职
务；

任命宋才亮为河南省统计局副巡视
员；

任命蒋守业为河南省统计局副巡视
员；

任命杨冠军为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
调查队副队长。
●省旅游局

任命姜继鼎为河南省旅游局局长；
免去寇武江的河南省旅游局局长职

务。
●省粮食局

任命张宇松为河南省粮食局副局
长；

任命赵连辉为河南省粮食局副巡视
员。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任命张昕为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局长；

任命孟庆勇为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张朝阳（女）为河南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副巡视员；

免去张雷明的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局长职务；

免去郝敬红的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免去代毅君的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副局长职务。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任命王学杰为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巡视员，免去其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副主任职务；

任命谷文峰为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副主任。
●省政府研究室

任命王作成为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
室主任，兼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免去郭浩的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主任职务。

●安阳师范学院
任命孙金伟、杨露为安阳师范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魏光峰的安阳师范学院副院长

职务。
●南阳师范学院

任命孟静雅（女）为南阳师范学院副
院长；

任命周旗为南阳师范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谢冰松的南阳师范学院副院长
职务。
●商丘师范学院

任命郭文佳、薛明志为商丘师范学
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周口师范学院

任命程秀波为周口师范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苏宇的周口师范学院副院长职
务。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任命王海天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副
校长（试用期一年）。
●黄淮学院

任命兰军瑞、张艺迪为黄淮学院副
院长（试用期一年）。
●新乡学院

任命张丽伟（女）为新乡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杨士斌的新乡学院副院长职
务。
●河南工程学院

任命王永恒为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郑州师范学院

任命盛宾为郑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信阳农林学院

免去扶庆的信阳农林学院副院长职
务。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任命孔凡士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院长；

免去苏东民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院长职务。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任命李清臣为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

免去刘士欣的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职务。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任命李小芳（女）为商丘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校长。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任命薛培军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

郑州敲定今年省市重点项目938个，你关心啥？
包括郑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东学校项目、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项目等

今年拟开工省市重点建设项目部分名单
郑州高新第二水厂项目
郑东新区市民体育公园及地下空间人防
工程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主公交换乘中心
工程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
郑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东学校项目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文华苑项目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
丹尼斯百货白沙店商业项目
顺丰郑州电商产业园项目
郑州南城际动车基地应急工程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新校区一期工
程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