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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4年河南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工作的通知》（豫人社专技〔2014〕57
号），经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确定我省 2014年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拟入选人员 200名，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 12月 3日
至 9日止，共 7天。受理电话：0371-69690297、69690110。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12月3日

2014年河南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拟入选人员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姓 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丁惠平 河南化工高级技工学校 高级讲师
马正祥 河南丹枫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马红霞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马录芳 洛阳师范学院 教授
马艳茹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编审
马桂变 平顶山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高级畜牧师
马福运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王 珏 河南能源永煤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 俊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王 艳 河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 高级经济师
王 艳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王士祥 郑州大学文学院 教授
王小青 南阳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王小琳 河南省土壤肥料站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王发园 河南科技大学 教授
王齐瑞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王宇婷 河南教育学院 教授
王丽娟 郑州外国语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王启鸣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王武军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坤宇 周口市林业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王其富 河南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王明永 新乡医学院 副教授
王学品 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重建 郑州大学 副教授
王统宁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笑风 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海辉 河南省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王家润 驻马店市种子管理站 高级农艺师
王维忠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惠娟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副编审
王傲胜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副教授
王新乐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尹赛丽 许昌实验小学 中学高级教师
孔国庆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卢为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
田中伟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田朝辉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副研究员
冯志波 许昌学院 副教授

冯海龙 河南大学 教授
兰 勇 河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勘查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朱 伟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副研究员
朱凤霞 驻马店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朱业玉 河南省气候中心 高级工程师
朱军红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
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乔 健 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小学 中学高级教师
乔 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教授
任素霞 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刘 方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副研究员
刘 江 河南高速公路联网监控收费通信服务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 钺 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文芳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刘文新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刘东奇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宝忠 河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刘俊英 周口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刘俊凯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中学高级教师
刘素红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 高级工程师
刘银来 鹤壁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 高级讲师
刘静生 开封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刘澜涛 商丘师范学院 副教授
刘耀玺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高级讲师
齐航福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安国勇 河南大学 教授
孙文杰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孙成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孙宏新 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孙继勇 驻马店电视台 主任记者
孙群杰 驻马店市实验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远顺立 河南省地矿局测绘地理信息院 高级工程师
杜发光 周口广播电视台 主任编辑
李 伟 河南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李 波 河南科技学院 教授
李 威 河南工程学院 副教授
李 捷 河南大学 教授
李 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中贤 河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李中明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文涛 河南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李军领 领导科学杂志社 副编审
李青峰 商丘市基础教育教研室 中学高级教师
李金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李建领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

高级工程师
李贵成 郑州轻工业学院 副教授
李剑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教授
李继方 开封大学 教授
李雪田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杨世昌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教授
杨兰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杨建红 河南省电化教育馆 高级会计师

连 莹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副主任药师
肖培青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吴 帆 许昌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吴 漫 郑州大学 副教授
吴少辉 洛阳农林科学院 副研究员
吴建财 郑州市第一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员 莹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邱 明 河南科技大学 教授
何伟伟 许昌学院 副教授
何建新 中原工学院 副教授
余本海 信阳师范学院 教授
余东满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谷国太 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 高级讲师
宋光彩 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宋华茹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任记者
宋安东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宋晓炜 中原工学院 副教授
宋晓辉 河南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张 磊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张 震 河南省种牛遗传性能测定中心 高级畜牧师
张士卫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研究员
张玉君 三门峡市林业工作总站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东献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张延新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张守涛 郑州大学 教授
张宏敏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体育局 中学高级教师
张良奇 河南万里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国宣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张桂林 信阳浉河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张晓红 洛阳曲剧院演艺有限公司 一级演员
张晓菊 河南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张浩华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海庆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高级工程师
张智慧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高级工程师
张献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张嘉军 郑州大学 教授
陈 晓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高级农艺师
陈卫东 河南大学 教授
陈双华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东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陈丽晔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陈峙峰 周口市公路管理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培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陈德良 郑州大学 教授
苗红梅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 研究员
范景云 尉氏县久龙橡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尚 宏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教授
明平美 河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罗 俊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金晓烨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周逢权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郑 云 信阳师范学院 教授
郑学玲 河南工业大学 教授
赵 峥 南阳市宛城区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赵冬一 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赵丽敏 河南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赵素萍 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 中学高级教师
郝卫增 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胡俊玲 河南黄河勘测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胡铁柱 河南科技学院 副教授
胡清坡 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胡鸿涛 河南省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
柳文生 安阳市文峰区教研室 中学高级教师
姜丽娜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姜宏卫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姚巧华 河南省委党校 副教授
秦建军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原长松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二级编剧
顾万发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
柴丽芳 河南省外贸学校 高级讲师
徐发林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殷冬梅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殷德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高书燕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高延玲 河南省种牛遗传性能测定中心 高级兽医师
高志杰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高剑峰 河南中医学院 教授
郭祖华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席 磊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副教授
唐 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姬社林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黄文锋 河南神火煤业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黄岩杰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黄智泉 郑州机械研究所 研究员
曹宏亮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曹洪彪 濮阳市中小学教育教研室 中学高级教师
常志清 河南省安阳市第六十四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崔志波 驻马店市公路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彭玉梅 柘城县园林绿化管理局 高级农艺师
韩玉林 周口市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程 伟 河南理工大学 教授
程 涛 郑州颐和医院 主任医师
鲁伟林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温昌明 南阳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谢复炜 郑州烟草研究院 研究员
靳 静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靳玉保 焦作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中学高级教师
靳德永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主任编辑
楚金普 郑州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靖 梅 安阳市教育教研信息中心 中学高级教师
蔡 军 信阳市第九中学春华分校 中学高级教师
蔡朝霞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臧明玺 郑州大学 教授
谭顺辉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樊 雷 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潘玉勤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燕树勋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薛 青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二级演员
薛瑞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副编审

关于2014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拟入选人员公示的公告

本报讯 以文化人，赋诗兴豫
更出彩。由省委宣传部等主办、
省文明河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河南电视台承办的“践行价值
观 诗颂文明河南”征文活动，12
月 3日启动，面向省内外诚征优秀
诗歌作品。

该项征文活动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积极作用,
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塑造河南好
形象，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
创新之举。

征文活动自 12月 3日起至 12
月 31日止，面向全国征集符合主题
要求的诗歌作品。作品要求聚焦文
明河南建设，书写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富民强省的生动实践，讴歌奋斗

人生，刻画河南好人，由小切口进
入，格调向上向善，适宜朗诵为佳。
每人限投新诗 1首（100行以内，附
个人详细通联方式），以word格式发
送附件至邮箱 sswmhn@163.com，
咨询电话：0371-65905573。

截稿后，组委会将组织专家
对应征作品进行初评、复评和终
评，并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及优秀奖和组织奖，并颁
发奖金、证书和奖牌。

据悉，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组委会还将开展知名诗人
赴我省基层采风活动，适时组织
举 办“ 践 行 价 值 观 诗 颂 文 明 河
南”新春诗会。同时，发动各地各
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践行
价 值 观 诗 颂 文 明 河 南 ”系 列 活
动。③9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12 月 2 日是第三个“全国
交通安全日”，主题是“抵制 7类违
法，安全文明出行”。当日起，郑
州交警部门开展统一行动，集中
查处不礼让斑马线、毒驾、超速、
超载、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
道等 7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郑州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显
示，在查处的交通违法中，超速是
造成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超
载、占用应急车道常见多发，毒驾
已成为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新问
题。从危害程度看，超速、超载、
酒驾、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量
大、恶性程度高；占用应急车道危
害群众公共利益；不礼让斑马线
妨碍行人通行权利，直接危及行
人生命安全。

郑州市交警支队负责人称，
此 次 集 中 查 处 行 动 ，首 次 将 毒

驾、不礼让斑马线作为严查的重
点。比起酒驾，毒驾的危害有过
之而无不及，毒驾是指吸食毒品
后驾驶机动车辆上路的行为，由
于 合 成 毒 品 具 有 强 烈 的 兴 奋 和
致幻作用，毒驾极易引发交通安
全事故，警方将对此类违法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此外，按
照交通法规规定，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如果机动车不按规定减速、
停车、避让行人，将被罚款 200 元
一次记 3分。

当日上午，郑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郑州市文明办联合举行

“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暨省会郑
州交通安全法规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宣传教
育活动，倡导文明出行，抵制不文
明交通行为。③6

以文化人 赋诗兴豫
“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征文启动

郑州警方开展统一行动

严查毒驾超速等7类交通违法

本报讯 （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这儿
不准停车，请把车停到马路旁边的停车位
内。”12月 2日，在济源市沁园街道办华新花
园大门口，60多岁的张茂珍老人正在劝导一
位准备在此停车的司机。

记者看到，该小区大门口两侧有不少饭
店、银行、美容院等，经常有来此消费的车主
将车停在大门口，影响了其他居民的正常出
行。没有人邀请，也没有人付钱，张茂珍当
起了义务的不文明行为劝导员。只要有人
在此停车，她就会劝导司机把车停到该停的

地方。这一坚持，就是好几年。“刚开始还有
人跟我吵架，说我多管闲事。这些年创建文
明城市，跟我吵架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文
明开车、文明停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济源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李占锋告诉记
者：“目前，全市每天有 3.9 万名像张茂珍这
样的文明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他们用自
己的文明言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据了解，济源市的文明城市创建始于
1998 年。经过十六年的创建与坚持，说文
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的新风尚，在济

源市早已深入人心。该市成立了由市委书
记、市长分别担任政委和指挥长的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指挥部，累计投入资金达 18 亿
元；每年都要举行多种形式的文明专题讲
座等，努力发动全民参与，系统普及文明知
识；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制
定了 20 余项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从 2007年开始，持续实施全民文明素
质教育工程，广大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每两年开展一次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收到
了用先进典型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良好效

果；大力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已建成机关
类、企业类、村镇类、学校类道德讲堂 120余
个，开展活动 400 多场；大力加强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组建市志愿者协会，成立了扶残
助残等 14 个志愿服务分会，注册志愿者近
4万人。

记者看到，经过多年文明的浸润，如今
的济源城市更绿了、天空更蓝了；公交车上
让座的越来越多了，乱停车的越来越少了；
带着小红帽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了，大街上的
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了……③11

本报讯 （记者赵春喜 通讯员肖 飞 郭
力铭）11 月 26 日，初冬的夜幕刚刚落下，沈
丘县北城办事处苏楼居委会的专职保洁员
苏秀兰就拉着自己的垃圾车，行走在居委会
内各个垃圾池间，把一天的垃圾清运到垃圾
中转站。

“现在大家都自觉了，垃圾都是扔进池
子里。我是一天一运，放太久会有味道，政
府费那么大劲把臭水坑都清干净了，不能再
因为这小小的垃圾池让乡亲们闻臭气。”苏
秀兰一边干活，一边对记者说。

来到苏楼居委会中心位置，新建的小广
场成了村民晚上活动的好地方，有人健身，
有人跳舞，而广场四周的道德模范文化墙也
不时被村民夸赞。“这个地方原来杂草丛生，
柴堆满地，大家都不愿意从这里走。现在清
洁家园环境整治后，这里成了村民们休闲健
身的公园。”该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张晓说。

苏楼居委会只是沈丘县以开展“美丽乡
村·清洁家园”活动为载体，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群众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

早在去年，该县就已经选择了 33 个经
济发展基础好、临近城镇周边的行政村作试
点，围绕清洁环境、美化家园、培育新风、造
福百姓的总体目标，开展“美丽乡村·清洁家
园”活动。今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建设

美丽河南的意见》后，沈丘县又选出 67个行
政村，共计 100个村作为试点，按照村庄面积
和人口规模，每 1000人建设 5～7个标准化垃
圾池；各乡镇建设 1座压缩式生活垃圾转运
站，配套 2辆垃圾收集清运车，进行定点存放
和清运处理；每村聘请 2～5名村民，成立专
业保洁队伍，实现生活垃圾“日日清”。

环境改善了，如何长久地保持下去就成
了关键问题。

“我们开展了‘百村示范’文明工程，在
试点村农户中开展文明卫生村、文明卫生
户、星级文明户评选等活动，引导村民自我
管理，让群众在比、赶、超的环境下，提高卫
生文明意识。”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说。

和评比激励相对应的是群众的自我监
督，据了解，这 100个试点村里，每个村都聘
请 3～5名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文明监督队
伍，对村内环境、村民卫生习惯等进行监督提
醒。“监督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目标是良好
的卫生文明习惯深入群众内心，切实提高他
们的精神文明素质。”沈丘县县长刘国庆说。

如今，走在沈丘的乡村，干净整洁的大
街小巷、郁郁葱葱的绿化带、设施齐全的文
化广场……清洁秀美的村庄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农村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
的文明卫生习惯也显著提升。③10

济源 3.9万志愿者呵护城市文明

沈丘百村示范让“村”“民”共美

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11 月 30 日，李国庆和戏友们在门前空场儿
上排演剧目。63岁的李国庆是方城县二郎庙镇
前林村农民，自打 17岁自制了第一把“泥二胡”开
始，他便痴迷上了戏曲。2013年，李国庆和 20多
位业余戏友成立了“二郎庙镇曲剧团”，平时剧团
演出场次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免费义演，就是想
让乡亲们听听戏，图个乐。⑤4倪崇 摄影报道

▲每次排练，村民们都把小院围个水泄不通。
▶这把二胡是李国庆的宝贝，每次拉过都要

擦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