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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批河南省优秀专家人选名单
（共 120人）

一、科技人才（共 60人）

樊会涛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谢剑平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
汤继华 河南农业大学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韩一帆 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院长
李红霞 (女)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院长
范国强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
单崇新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微电子学院院长
傅声雷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院长
张 骁 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张海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主任
李高鹏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
龙伟民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雷振生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长
杜 淼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副院长

王云龙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主任
黄继红 (女) 河南科谱特医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
司院长
张香平 (女)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项目
主任
臧双全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郭海明 河南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
彭万喜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
康国章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员
吕 科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陈 锋 河南农业大学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孟祥哲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向党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教授
钟建英 (女)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赵章红 河南恒茂创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明甫 鹤壁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战勇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科研秘书
王文武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
司副院长
安俊明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张龙现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教授
赵 军 郑州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院长
徐流杰 河南科技大学耐磨材料研究中心教授

江智勇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郑 直 许昌学院副院长
林 鸿 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徐明亮 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张 蓓 (女) 郑州大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
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带头人及负责人
郭红甫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纪委书记
仉 华 (女)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分析化
学研究所所长
孙丽君 (女) 河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新武 洛阳理工学院科技处处长
王东青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拖技术
中心副主任
杜祖亮 河南大学材料学院院长
白跃宇 河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主任
严大洲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聂福全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
周树堂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逆境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和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魏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瓦斯地质与瓦斯治
理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常务副主任
徐 明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王 煜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李向东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长
杨华春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
主任
王延峰 郑州轻工业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任景莉 (女) 郑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闫若潜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张 磊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侯红卫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王志伟 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团
队主任

二、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
人才(共 18人)

韩国河 郑州大学副校长
贾文龙 河南豫剧院副院长
李 明 河南省书画院院长
苗长虹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范 军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

梁俊锋 河南一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萧林 河南博物院院长
林志友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苗连营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
金不换 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演员
李新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
基地主任
石大东 郑州报业集团社长
周 斌 河南省美术馆双创办主任
李 翔 河南省国脉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先飞 河南大学学报副主编
田 凯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朱 婷 (女)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长
田宪臣 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

三、教育人才(共 12人)

杨文普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长
朱桂琴 (女)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李慧香 (女) 长垣县教育体育局教研室研究员
杨雪梅 (女) 黄河科技学院院长
王 瑞 郑州市第二中学校长
曹 健 (女) 中原工学院副校长
冯东辉 (女)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校长
王海东 漯河市高级中学书记、校长
柳文生 安阳市文峰区文教体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陈国维 郑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常 耘(女)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业务副校长
刘 源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校长

四、医疗卫生人才(共 12人)

刘章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张建营 郑州大学医药科学研究院院长
邵凤民 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殷德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生处副处长
郑鹏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院长
孙同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党支部书
记兼综合 ICU科主任
余学庆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病区
主任
郭瑞霞 (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医学部

主任、妇科主任
袁义强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医学部主
任、内分泌科主任
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
陈培莉 (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

五、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共 8人)

张全民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制造
事业部副总经理
李宏彦 河南龙旺钢化真空玻璃有限公司研发
部部长
游 弋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车集煤矿
一队班长
张素丽 (女) 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钳工
卢建强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文留采油厂
文南采油四区高级技师
陶留海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副主任
李学武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申麦成 焦煤公司赵固二矿运输队党支部书记

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共 7人)

林疆燕 (女)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王 馨 (女) 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总裁
吴希振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李 毛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银志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马相杰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马正兰 郑州煤炭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七、长期在基层一线和艰苦边
远地区工作的人才 (主 要 指 在 县

〈市〉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
共 3人)

刘成章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刘治军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东义 商水县土壤肥料工作站站长

第十批河南省优秀专家人选公示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4月，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推荐第十批河南省优秀专

家人选的通知》（豫组通〔2019〕17号），启动开展了第十批省优秀专家选拔评审
工作。有关人选经平台推荐、资格审查、材料审核、行业组专家评议、部务会研
究、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等程序，产生了第十批河南
省优秀专家人选名单，现依据《河南省优秀专家选拔管理办法》（豫组〔2001〕23
号）规定，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来函来电实名反映情
况。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要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
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

公示时间：2019年 10月 15日—21日
联系电话：0371—65902779 传真：0371—65904526
通讯地址：郑州市金水路 17号河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

部人才工作处）
河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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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扎根基层守护百姓健康

“血压正常，药还按照之前的量吃
就行。”10月 15日，在焦作市焦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焦国豪嘱咐患
者秦阿姨。秦阿姨和他是老熟人了，签
约了他的家庭医生团队。

在焦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像焦国
豪这样的全科医生一共有12名，服务辖
区内2万多名群众。“他们大部分是前几
年通过转岗培训成为全科医生的，也是
目前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主力。”该中心
主任赵晨光介绍，如果出现他们医治不
了的大病，就及时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焦作市武陟县
谢旗营镇卫生院的荆艳萍是我省第一批
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招录培养的。
2015年她从新乡医学院毕业，经过3年
的全科医生住院培训，去年年底回到家
乡，现在已经带领了一个家庭医生团队。

“上午坐门诊，下午一般都到村里去

进行随访。”荆艳萍说，村民们各方面的
健康知识都比较欠缺，问题也比较多，非
常需要全科医生的指导。

我省全科医生数量居全
国前列

对于全科医生，很多人还比较陌
生，有的人认为全科医生“啥病都瞧，啥
病都瞧不好”。“其实，全科医生是综合
程度较高的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需要
为百姓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和
个性化的全方位健康服务，尤其在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我省已培养 4万多名全科医
生，数量居全国首位，成为落实分级诊
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基石。

“目前全省有一半以上的乡镇卫生
院实现每家拥有 1名相当于全科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全科医生，今年将继
续招录培养全科医生 4000人，2020年
将实现每万名人口拥有全科医生 2

人。”该负责人说。

完善激励政策提高职业吸引力

为了让培养的全科医生在基层“留
得住”，我省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在薪
酬待遇、职称评定等多个方面给出“利
好”，提高全科医生的职业吸引力。

去年 8月份我省专门出台《河南省
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实施方案》，在职称晋升方面，政策进
一步向农村地区倾斜，对长期扎根农村
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可突破学历等限
制，破格晋升职称；提高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科医生收入水平，原则上不低于
当地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
的平均收入水平。

“通过一系列激励政策为基层培养
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全科
医生，真正落实分级诊疗，让亿万居民
拥有合格的‘健康管家’。”省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说。③5

全科医生：医卫“多面手”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记者 卢松）10月15日，
全省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暨

“郑公益”优秀公益慈善项目交流活
动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举
行。我省22个优秀公益慈善项目及
志愿者代表参与展示，内容涉及低保
家庭、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多个领
域的脱贫攻坚志愿者服务项目。

近年来，省民政厅引导和支持
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深入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区），实施“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社会
工作介入低保核查计划”“慈善社会
工作扶贫计划”“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计划”等社会工作扶贫攻坚计划，助
力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与此同时，全省广大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组织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
恤病助残、助医助学等方面，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迸发出
强大的社会扶贫力量。截至今年 6
月底，我省志愿者注册人数接近
12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组织开展
的志愿服务项目271945个，居全国
第三位；全省注册扶贫志愿服务团体
70个，扶贫志愿者12.9万人。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全省民政系统还将广泛动员全省
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力量，持续推
进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
残、救灾、助医、助学和大型活动等重
点领域的社会服务活动。③6

我省扶贫志愿者达12.9万人

求职者在现场交流。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新 华 社 深 圳 10 月 15 日 电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博
览会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
席博览会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表
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海洋对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
促进了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
略要地。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
伐，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育壮
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促进海
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
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要高度重
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
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习近平强调，举办 2019中国海
洋经济博览会旨在为世界沿海国家
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共享的平
台。希望大家秉承互信、互助、互利
的原则，深化交流合作，让世界各国
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15日上午，2019中国海洋经济
博览会在深圳开幕。开幕式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
“蓝色机遇、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
45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将重点围
绕现代港口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与装
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水
淡化与综合利用等热点领域，推出新
技术成果，推进中外企业洽谈合作。

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人头攒动，群贤毕至。10月 15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霍英东体育中心，第二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
海专场活动成功举办。

政府组团，150多家企事业单位携
带 1.3万个优质岗位赴沪邀英才，吸引
了 3076名高层次人才到场求职，现场
达成签约意向总数 2238人，其中博士
304人、硕士1540人。

学有所成 回乡心切

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读研
三的信阳小伙周恩波提前一天从武汉
赶到上海，他告诉记者，“我是从河南走
出来的，非常希望能学有所成回到家乡
教书育人。”

即将从上海交通大学船建专业毕
业的博士研究生祝文龙说，虽然他已收
到了上海、浙江等地多个企业的邀约，
但家乡仍是他心中的首选地。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进场求职的河
南籍英才，多数怀着家乡情结，看中家
乡快速发展带来的机会。“每次回家都
能发现咱河南有新变化，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以后机会不比一线城市少。”
祝文龙的心声很具代表性。

满怀期待 收获丰硕

“参加这次专场活动，来对了！”河南
汉威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李炎
峰告诉记者，公司希望能通过大会引进
15名专业人才，活动刚开始半个小时，就
收到了专业对口人才的30多份简历。

许继集团当天上午就与 5人签订
了协议。

据了解，当天的活动围绕河南重点
行业、新兴产业、重大战略的人才需求，
共设 155个展位，涉及 107个专业。其
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招聘岗位 111
个、635人；事业单位招聘岗位1092个、
7348人；中央驻豫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和

大型民营企业招聘岗位452个、5162人。
参会单位表示，政府组团集中揽

才，能形成声势浩大的集群效应，也更
容易成功吸引到所需的人才。

多地揽才 岗位多多

上海是本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走出去”专场活动的首站。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还将分别
到长春、北京、武汉、西安、广州等城市
举办专场活动。

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才特别是高层
次人才，我省今年进一步畅通了引才

“绿色通道”，通过政策倾斜、现场办公、
网上办理、程序简化等为人才引进服
务。我省还专门开发了“网上绿色通
道”系统，实行编制使用、岗位聘用、工
资社保等手续网上办理；开设高层次人
才综合服务窗口，实行“一对一”跟踪服
务，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引进人才的落
户、住房、配偶就业等问题。

据了解，在上海专场，通过绿色通
道现场直接办理事业单位聘用通知书
的有 21人、办理博士后直接进站手续
的有 18人。此外，通过网上投递简历
数 2291人，其中博士 30人、硕士 1420
人。③5

在沪豫籍英才“回家”热情高涨
“招才引智大会”上海揽才 2238人达成签约意向

【英
才】

【招
聘方】

【大
会】

随着“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服务成为群众新的需求，扎
根基层的全科医生的作用越
发重要。他们承担着常见病、
多发病的基层首诊，签约家庭
的入户走访，辖区居民的公共
卫生服务等工作，是真正的基
层健康“守门人”。那么，目前
我省全科医生培养情况怎么
样？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曹萍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 10月 15日
电 在第 71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
展开展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外文
局、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在法兰
克福联合举办了《之江新语》德文、
英文版首发式。《之江新语》是习近
平主席在担任浙江省主要领导期
间，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
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是学习研究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文献。该书于 2007 年 8 月

首次出版，2013年 11月重印，在海
内外引起热烈反响，现已翻译出版
了英、法、西、德、日文版。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首发
式上的致辞中表示，《之江新语》系统
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发展的渊源和脉络，语言生
动、观点鲜明，字里行间蕴涵着思想
的力量。将这部著作与《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摆脱贫困》结合起来阅读，可
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够领导中国走上繁荣之路，找到当
代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之江新语》德文、英文版
首发式在法兰克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