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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计划”申报工

作的通知》（豫人才办〔2019〕4 号），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科协等遴选平台初选，“中原千人计

划”评选委员会组织复评，确定 2019年度河南省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计划”人选 212名，现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从 2019年 12月 14日至 12月 18日止，共 5天。如对

人选资格条件等有异议，请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前将署名

意见发至邮箱 yurencaichu@126.com或电话告知。

受理电话：0371-65903879。

河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4日

关于2019年度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计划”人选的公示
一、中原学者拟入选人员名单（5名）

孙 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李素云（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张晓伟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
郑 直 许昌学院副院长
屈凌波 郑州大学副校长

二、中原领军人才拟入选人员名单（146名）

1.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2名）
马录芳 洛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王元卓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王延峰 郑州轻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王笑风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院长
王爱萍（女） 河南中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仉 华（女）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邓茂军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总工程师
代丽萍（女） 郑州大学医药研究院教授
白 锋 河南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刘长忠 河南科技学院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刘国齐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
闫若潜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关方霞（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米立伟 中原工学院材料与化工学院院长
李新生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教授
何伟伟 许昌学院新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
沈德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
宋安东 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
宋学勤（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医学科教授
张红星（女）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教授
张志勇 河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张振强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院长
陈小兵 河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赵 军 郑州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院长
袁慧娟（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钱 伟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学院教授
徐存东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学院副院长
殷贵鸿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黄克靖 信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裴夤崟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魏建平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聂国兴 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院长
2.中原科技创业领军人才（20名）
王息辰 濮阳市盛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静 禹州市恒利来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史国军 郑州意昂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桂涛 河南瑞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素平（女） 锐驰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银凤（女） 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波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洋洋 郑州峰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圃 南阳市固德威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秀云（女） 平顶山市神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华 洛阳清科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传兵 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诺寒 信阳市谷麦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四甫 河南四达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磊 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邵俊华 河南省法恩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翕睿 河南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辉 郑州源创吉因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姬星宇 河南中盛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国游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3.中原产业创新领军人才（9名）
方海江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红军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光海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技术部副部长
张志华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学炜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献忠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 兵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程全士 河南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谭顺辉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4.中原企业家领军人才（10名）
焦承尧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殿洲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马廷义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 刚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兴旭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卢一明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静敏 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有全 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
张景堂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鹏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5.中原文化名家（10名）
丁 昆 河南省美术馆展览收藏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申小梅（女）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孙德中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李太淼 《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
李金枝（女） 河南豫剧院二团副团长
张彩红（女）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与国际合作部
副主任
周宇豪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林志友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桂行创 河南省书画院美术师
唐晓玲（女） 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6.中原教学名师（30名）
秦东晨 郑州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 兰（女） 郑州大学省安全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专业负责人
汪基德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谷艳芳（女）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高建良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学院院长
李洪河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崔 瑛 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邓璐娟（女） 郑州轻工业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
孟宪乐 洛阳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郑 云（女） 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
王永芬（女）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实验室管理处处长
郭桂义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
丁爱萍（女）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张晓玲（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教研室主任
张黎燕（女）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智能工程学院院长
丁惠平（女）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余晓齐（女）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院长
王晓航（女）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工商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
汪海平 河南省工业学校信息中心主任
郑延武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汽车工程系主任
平菊梅（女） 新乡卫生学校基础护理教研室主任

张 杰（女） 扶沟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
司德平 郑州外国语学校副校级干部
王 东（女）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副校长
魏 巍（女） 新乡市第十中学教师
周枫琳（女）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侯继军 新乡市第三中学教师
李付晓（女） 南阳市第十七小学教师
徐相瑞（女） 濮阳市实验小学副校长
都 娟（女） 濮阳市第七中学副校长
7.中原名医（11名）
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朱明军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王启鸣 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
张国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周运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程兆云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外科主任
高延征 河南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郑鹏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院长
张翠莲（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河南省
生殖医院常务副院长
邢国兰（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主任
杨锦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生处处长
8.中原基础研究领军人才（11名）
刘彦明 信阳师范学院副校长
刘艳艳（女） 河南省肿瘤研究院淋巴瘤研究所所长
张 锐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校长
张伟风 河南大学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金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四病区主任
张贵生 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张倩红（女） 郑州大学副校长
顾万发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殷冬梅（女） 河南农业大学作物生物技术系主任
展 龙 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
廖世秀（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遗传疾病科主任
9.中原技能大师（13名）
陶留海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
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
王 勇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弹体加工分厂车工班班长、
数控编程员
高卫军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卷包部卷
接轮保组长
田京卫 世林（漯河）冶金设备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牛雪平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公司工人
刘先生 新乡市技师学院教师
李向宾 郑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吕献然（女）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化工公司技术中心实验
室技术助理
靳文献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九矿机电二队副队长
吴庆富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焊接工艺师
李顺发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副院长
李玉亮 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
孙水娟（女） 禹州市御钧斋钧瓷文化有限公司造型师

三、中原青年拔尖人才拟入选人员名单（61名）

1.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30名）
卜旭辉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

王 烨 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教授
王海波 信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方宏远 郑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白 莹（女）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教授
冯大阔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科技部（企业技术
中心）总经理
刘圣明 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科研秘书
刘瑞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杜文风 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教授
李景果 河南省人民医院副研究员
杨路明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系副主任
肖艳秋 郑州轻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宋金生 河南大学纳米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教授
张 毅 河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陈卫华（女）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陈慧勇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控技术高级经理
武大鹏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苟明月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金 阳 郑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
庞 瑞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
郑 峥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
原 翔（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省肿瘤表观遗传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徐 坤 南阳师范学院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副教授
郭 佳（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研究员
郭正玉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预先研究专业室副主任
郭向前 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曹俊涛 信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兼研究生工作
秘书
常 钦 河南师范大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研究所所长
曾庆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诊疗组组长
薛 波 郑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2.中原青年博士后创新人才（11名）
王乾有 郑州大学化学学院教师
刘兵兵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刘金燕（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助理研究员
于 磊 郑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孔德志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教师
王 鹏 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
武文强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邹 威 河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师
柯少瑞（女） 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助理研究员
黄 琨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张开翔 郑州大学药学院教师
3.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类（20名）
司罗红 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任广乾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刘 恒（女）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
安晓明（女） 河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雯卉（女） 河南豫剧院演员
孙 蕾（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 江（女） 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编辑
张洁梅（女） 河南大学商学院营销学研究所所长
宋淑芳（女） 河南省社科联研究中心主任
李 蕊（女） 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
沙德春 河南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系副主任
金亚迪（女）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郑会霞（女） 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易星艳（女） 郑州歌舞剧院演员
贺 斌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技术部工程师
袁金星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发展所副研究员
索 涛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
韩万渠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谢 丽（女） 郸城县广播电视台编辑
程 慧（女） 濮阳市广播电视台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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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新乡获嘉县照镜镇纪委
为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设立“交通规
则”，使村干部不能不作为、懒作为、乱
作为，做到按规矩办事，让群众“明白”

“服气”，净化农村政治生态。一是编
制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绘制“小微权
力”运行流程图，切实做到“清单之外
无权力”，让村级“小微权力”晒在“阳
光”下。二是深入基层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倾听群众对各项重点
工作的意见建议，建立落实反馈机制，
做到回应有效、及时。三是把落实“小
微权力”清单情况纳入村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考核内容，提高对村级小微权
力运行情况的考核比例，倒逼村级各
项“小微权力”制度化、责任化、规范
化，进一步推进清廉乡村建设。

（葛鑫莉）

多措并举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今年来，新乡封丘县冯村乡纪委

高度重视以案促改工作，采取有效措
施，扎实推进以案促改工作。一是以
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进一步吸取教
训、廉洁从政。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在党员干部中深入持久开
展廉政专题大讨论和廉洁自律警示教
育，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二是加强对
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落实廉洁

从政承诺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
责述廉制度，严肃查处吃拿卡要等违
纪违法行为，整顿部门和行业不正之
风。三是注重源头防腐。深化“权、
钱、人”三项改革，关口前移，完善机
制，对重要人事安排、重大工作部署、
重大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
大”问题，坚持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规
范运作。 （郭丹丹 孙文明）

近年来，开封鼓楼区运用“六字”
方针，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取得了明
显成效。用“情”。在接访中突出体
现“人性化”服务，不断强化全体机关
干 部 对 群 众 的 深 厚 感 情 。 构

“网”。 全区各党（工）委分别建立了
群众工作站，各村、社区、医院、学校
和企业分别成立群众工作室，形成
工作网络。明“责”。区委、区政府
领导带头坚持“一岗双责”，多项措

施夯实各级领导责任。重“疏”。充
分发挥社区包片民警自身优势，对
于有越级上访倾向的信访群体反
复沟通，引导群众合理合法维权。
多“帮”。认真分析把握上访户实
际困难，尽可能给予最大限度的照
顾。建“制”。坚持领导批阅群众
来信、定期接访制度等办理程序，
完善评议化解等系列制度。

（高成霞）

“真没想到，这300元的‘代理费’
还能退回来，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在
濮阳县围绕工商质监干部王某伟违纪
收费案件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
上，兴隆建材城一商户李绵耀拿着县
市场监管局局长退还给他的现金时说
到。该县围绕王某伟违纪收费案件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
会专项行动，工作重点在作风建设、责

任落实、制度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分为
宣传动员、警示教育；查找剖析、整改
提升；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三个阶段。

“以往作出党纪政务处分，只是下发一
纸通报书。如今把处分决定通报与警
示教育同步开展，旨在最大限度发挥
以案促改、以案治本的作用，积极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商环境。”濮阳县纪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龙宣）

今年来，项城市住建局围绕党风廉
政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创新
工作思路，开展一系列廉政建设活动，
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廉政教
育，筑牢思想防线。开展党纪党规及典
型案例学习、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组
织党员干部到市廉政广场现场教育，进
一步提高党性修养和宗旨意识。开展
问卷调查，打造廉洁执法队伍。组织开
展廉政执法问卷调查，采用走访问卷与

电话调查相结合。具体包括执法人员
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服务水平与质量是
否满意，是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行为。开展廉政提醒，助力纠正

“四风”。坚持节假日期间作风大检查，
积极开展廉政提醒谈话，增强党员干部
的廉洁自律意识。全面落实《准则》《条
例》各项规定。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使党风廉政教育常态化，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执法环境。（王高杰 吴淑杰）

近日，郑州航空港区清河办事处
“廉洁教育村村行”暨以案促改警示
教育大会拉开了序幕。会上，办事处
主要领导宣读了区纪委《关于征地拆
迁中典型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和关
于印发《清河办事处警示教育暨坚持
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等文件，会议指出要充分
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达到

处置一个警示一批的效果。针对典
型案例，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代表分别
结合本职工作表态发言，表示要以案
为戒，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最后，该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强
调:纪工委要把监督执纪问责作为重
要抓手，要紧盯拆迁安置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从严从重惩处，形成有力震
慑，让小微权力健康运行。（段改玲）

规范“小微权力” 助推清廉乡村建设

召开以案促改专项行动 打造风清气正政商环境

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运用六字方针 抓实信访工作

召开“廉洁教育村村行”暨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把开展
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将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
重点措施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切实履行
职责，抓好组织领导，从严从实整改问
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坚持提前谋划，“预热”主题教
育。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制定“1+4”
工作方案（1个实施方案、4个专项方
案），构建“1123”组织体系（1 个领导
小组、1个办公室、2个指导组、3个专
项工作组），建立“1+5”工作机制（1个
实施计划图，5个周工作例会、周集中
研讨、周信息报送、周学习资料编发、
周动态信息更新）。二是明确各级责
任。该公司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负总责；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聚焦目标任
务，统筹工作安排；3个专项工作组充
分发挥承上启下作用，推动落实落地。

坚持学悟并行，抓实学习教育。一是
突出重点学，该公司班子成员以《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为重点，采取中心组集中学习、交流
研学等形式，切实学思悟透。主题教育
期间，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 12次。二

是抓实基层学，党支部采用“1+1+1”学
（一月一次主题党日，一周一次集中学，
一天一小时自学），结合“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通过“四堂课”（分管领导、党支
部书记、部门负责人、党员代表讲党课）

“谈初心、话使命”学习交流会、“学习强
国”等形式，力促党员在学习教育中融
会贯通、知行合一；通过先进典型教育、
文化教育，党员干部在每周升国旗、健
身操、“我和国旗同框”、歌唱祖国等活动
中，提高干事创业的热情。

坚持问题导向，深度剖析自检。

一是深入一线听民意。围绕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两个不出事”“三降”“四
个百分之百”，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
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定 7个调
研课题，坚持“两到三访”，深入基层听
民意，将调研与已建立的问题清单结
合起来，采取蹲点调研方式，边调研、
边征求意见、边发现问题、边解决问
题。下基层调研 24次，形成调研报告
7篇。二是检视问题拉清单。严格按
照“四个对照”，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精神，检视自身差距，形成检视剖析

材料，列出《检视问题清单》。汇总梳
理领导班子调研发现的问题 42个、征
求意见 57条，深入分析问题症结，提
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思路举措 42
个，列出整改的内容和措施27项。

坚持破解难题，推进整改落实。
一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聚焦客
户需求和群众关切，开展生产、营销、
建设三大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进
一步优化流程、建强机制。二是围绕
降投诉提升服务方面，聚焦投诉源头，
实施供电服务专项整治，创建“党委书

记、党支部书记”承包项，推行“领导包
乡、中层包所、员工包村”责任制，开展
大走访、大沟通、大服务，提升供电服
务质量，10—11 月，实现“零投诉”。
三是围绕整治党建形式主义方面，结
合专项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进一
步加强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打牢主题教育组织基础。

“下一步，公司将扎实做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深化巩固主题教育成效，通过主题教
育让全体党员干部达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的目标，不断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国网尉氏县供
电公司总经理高腾飞、党委书记牛月
保共同表示。 （牛卫丽）

突出“四个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来自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