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科学家简介：

许为钢，1958 年 10 月生，山
东莱芜人，中原学者，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作物遗传育种专
家，长期从事小麦遗传育种领域
研究工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各1项，河南省科技杰出贡
献奖，入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省小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河南
省小麦遗传育种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主要研究方向：小
麦新品种选育、小麦种质资源研究与基因发掘、资源高效
转基因小麦研究。现承担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973”计划、国家农业生物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等研究项目。团队主要研究成员23人。

中原学者许为钢科学家工作室

部分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及首席科学家介绍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第一资源，在深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人才强省建设的进程

中，加快培养一批国家级

科学家，探索顶尖人才和

高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对河南来讲刻不容缓。

2007 年我省设立的“中

原学者”先后走出 7位院

士，被誉为我省培养两院

院士的“摇篮”。2018年

12 月 25 日 ，我省首批

“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

室”启动，这标志着我省

的“院士摇篮”有了“升级

版”。

●● ●● ●●

专版│112018年 12月26日 星期三

●● ●● ●●

许为钢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常俊标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张海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康相涛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李付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范国强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张永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李红霞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高

李建生 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魏世忠 河南科技大学 教授

田克恭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游 雄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按当选中原学者时间先后排序）

我省设立首批我省设立首批““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

打造河南打造河南““院士摇篮院士摇篮””升级版升级版
抓好顶层设计
加强“中原学者”政策支持力度

自2007年我省设立“中原学者”称号以来，经过
13批遴选，目前共有63位高层次科技人才入选。其
中，张改平、申长雨、喻树迅、谢剑平、樊会涛、王复明、
张新友等七名中原学者，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原学者”机制已成为我省培养
两院院士的“摇篮”。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对人才的挖掘和
利用，重点是开发创新人才，根本是构建制度体系。
2017年 4月，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明确
提出，为有潜力成长为院士的“中原学者”设立科学家
工作室，实行有针对性的特殊支持政策。

2017年年底，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中
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支持办法》，办法中提出，对“中
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要围绕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先
行先试、统筹各类政策资源，建立明确支持渠道，强化
长期稳定支持，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优势
学科，支持建立科学家工作室的中原学者潜心开展
探索性、原创性研究。要求“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
遴选要严格门槛标准，体现顶尖水平。

2018年，为规范和加强“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
室”的建设与管理，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了《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明

确了设立科学家工作室的基本条件，规定科学家
工作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规范了申请、评审
的程序以及建设与管理的相关职责。并及时启动
了首批科学家工作室的申报工作。经个人申报、
单位推荐、在豫院士评审等程序，批准设立了首批

“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

立足先行先试
探索高端人才培养新模式

首批入选的12位科学家工作室首席科学家，在
当选“中原学者”后，也都连续取得了一批有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全部是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过两项以上国
家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奖励，或者在近三次两院院
士增选年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初步候选人和中国工程
院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

如何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支持科学
家工作室首席科学家加速成长，帮助其持续取得新
的成果，需要我们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力度。据了解，“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建立后，将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

——创新科研管理模式。将赋予首席科学家更
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鼓励自由探索和自由选择研
究领域和方向,探索符合人才创新规律、与国际接轨
的科研管理机制。

——加强团队建设。赋予首席科学家更大的人
财物支配权，采取自组团队、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管
理制度，使科学家及其团队能够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加快人才培养引进。支持培养、引进两院
院士等顶尖人才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入选
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以及青年拔
尖人才。支持申报国家和省各类人才计划，给予特
殊支持和政策倾斜。另外，积极探索年薪制、协议薪
酬制、特别补助等分配方法和激励方式，适当提高首
席科学家及团队成员的薪酬待遇。

强化制度保障
确保科学家工作室高效运行

据介绍，“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成立后，省组
织、科技、财政等部门及工作室主管单位（地市）和依
托单位，将在不同层次、不同的渠道给予大力支持。

一是建立稳定支持机制。省级财政统筹相关专
项资金，对科学家工作室给予科研项目经费支持。
计划稳定支持6年，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支
持经费一次性核定，按年度拨付。

二是提高基础保障水平。科学家工作室依托单
位应配备必要的办公场所、实验室空间和科研仪器
设备等科研基础条件支撑，并给予必须的运行保障
和配套支持。针对每个科学家工作室具体需求，省
级财政统筹相关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
给予积极支持。

三是将分类按需支持。针对不同科学家工作室
的具体情况和研究领域，研究制订不同的建设方案，
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采取“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方

式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另外，积极支
持首席科学家主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工程），
支持申报国家科技奖励、组建国家级创新平台，支持
参与国家项目、科技奖励的咨询、评审等，支持组织或
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活动，支持在国际、国内
学术团体、机构担任重要职务，支持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全面提升首席科学
家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

首席科学家简介：

张海洋，1963年 12月生，河
南项城人，中原学者，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作物遗传育
种专家，长期从事芝麻遗传育种
研究工作，曾先后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津贴等荣誉。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特色油料作物基因组学重点
实验室建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芝麻基因组、功能基
因组、优异种质创制、新品种选育等研究工作。主持国
家“973”、“948”、行业科研专项、产业技术体系专项、
省重大科技专项等芝麻科研课题 30余项。主要研究
团队成员26人。

中原学者张海洋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康相涛，1962 年 8 月生，
河南南阳人，中原学者，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领域专家，长期从事
地方鸡保护利用研究，主持获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荣获全
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等称号。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省家禽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建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地方鸡资源保护与遗传
评价、优异性状形成分子机制解析与发掘创新、新品种
培育与生产配套技术研发。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遗传育种岗位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团队主要成员12
人。

中原学者康相涛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李付广，1966 年 8 月生，河
南延津人，中原学者，中国农科
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棉花分
子生物学专家，长期从事棉花遗
传改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
誉称号。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棉花组织培养与基因工
程、体细胞胚胎发生及机理解析、棉花品质与株型
协同改良、棉花基因组学与品种分子设计等。承担
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群体项目、重大项目等。主要研究团队成
员 10人。

中原学者李付广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常俊标，1963年 10月生，河
南滑县人，中原学者，河南师范
大学教授。药物化学专家，长期
从事有机合成与药物化学研究
工作，先后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专利金奖，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省有机功能分子与药物创
新重点实验室建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抗病毒、抗
肿瘤等药物的设计与合成。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以 FTO为靶标的抗肥胖药物分子设计
研究”、国家重大新药专项“一类抗病毒化药 FNC临
床前研究”等项目研究。主要研究团队成员23人。

中原学者常俊标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范国强，1964年 6月生，河南
禹州人，中原学者，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林业领域专家，长期致力于森
林培育研究工作，曾先后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河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4项，入选国家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教育部高校林木种质资源创新和生
长发育调控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泡桐种质资源创制与新品种培育、泡桐丛枝病发生机
理及防治和泡桐基础生物学研究等。承担有泡桐丛枝病
发生分子机理、泡桐丛枝病发生与DNA甲基化关系、泡
桐新品种示范与推广和泡桐农桐复合经营效益研究等国
家、省级科研项目21项。主要研究团队成员32人。

中原学者范国强科学家工作室

首批中原学者科学家
工作室首席科学家名单

首席科学家简介：

李红霞，1965年10月生，河南
开封人，中原学者，中国中钢集团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专
家，长期从事先进耐火材料研究工
作，曾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等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 12
项，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杰出工程师、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等。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主要从事高温工业新技术、新装备用关键耐火材料
研究，研究方向包括：节能环保绿色发展新技术用耐火材
料及工程化，高温技术及能源领域用新型结构功能材料，
复杂形状耐火材料制备新工艺、新技术。目前承担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主要研究团队成员28人。

中原学者李红霞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李建生，1963年 9月生，河南
禹州人，中原学者，河南中医药大
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医呼吸领
域专家，长期从事呼吸疾病研究
工作，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2项，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4项，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

程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吴阶平医药创
新奖获得者。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省中医药防治呼吸病重点实
验室建设。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呼吸疾病临床与基础
研究，包括：呼吸病中医理论基础，临床诊疗方案、技
术，呼吸病作用机制及物质基础，环境因素致呼吸病及
中医药作用。承担有国家、省级科研项目26项。研究
团队主要成员22人。

中原学者李建生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魏世忠，1966年 2月生，河南
滑县人，中原学者，河南科技大学
教授。耐磨材料及成型技术领域
专家，长期从事材料冶金成型技
术研究工作，以第一完成人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省部级一
等奖 4 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河南省高温结构与功能材料重点
实验室、河南省高温难熔金属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建
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先进耐磨材料、表面强化技
术、重型装备基础件成型以及高温结构与功能材料
等。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
技部专项、河南省重大专项等共计21项。主要研究团
队成员21人。

中原学者魏世忠科学家工作室

首席科学家简介：

田克恭，1964年 4月生，山西
万荣人，中原学者，国家兽用药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农业
大学教授。家畜繁殖与疾病领域
专家，长期从事动物疫病病原学、动
物疫病防控产品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科技
奖励10余项，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多项荣誉。

科学家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主要依托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针对我国畜禽养殖业新发频发且危害严重的重
要畜禽疫病，采用病原反向遗传、原核/真核基因工程
表达、发酵与蛋白纯化等技术开发我国养殖业急需的
新型生物制品。目前承担（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多项科研项目。主要研究团队
成员35人。

中原学者田克恭科学家工作室

12月25日，首批“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郑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