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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梁文亚

推荐单位：

郑州市环保局

关键词：

电力行业领军人物

梁文亚，男，46岁，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
司总经理。他领导电厂在绿色环保、节能高
效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2016年，在郑州区
域率先完成全厂四台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2017年，超前完成两台30万千瓦机组节
能提效改造，提前三年半达到国家要求能耗
指标；他带领团队，积极谋划城市中水、煤
矿矿井水回收利用，置换生产用水约 3.5万
吨/天，实现工业用水和民生用水的绿色循
环；他积极与铁路部门沟通，开辟铁路运煤绿
色专线，每年减少柴油消耗6000吨以上，同
时解决了运煤汽车对道路的破坏和抛洒污染
问题；他谋划推进的“西热东送”工程即将施
工，可将清洁、高效热力资源输送郑州，解决
150万人口绿色采暖问题。③4

02 王磊

推荐单位：

开封市环保局

关键词：

国家环境监测“三
五”人才

王磊，男，38岁，开封市环境监测站总
工。他结合工作实践，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6篇，获得河南省环境保护科技进
步二等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获得省环保
厅颁发80多个项目的监测人员合格证和分
析测试资格，参加并圆满完成天津港爆炸污
染事件、开封惠济河、通许县涡河污染事件等
百余次应急监测任务；多次担任省环境监测
专家考核组组长到全省开展持证上岗考核工
作。荣获全省第一届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团
体第一、国家三部委第一届环境监测技术大
比武团体第一；荣获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环境监测技术能手”、“河南省突出贡
献个人”、国家环境监测“三五”人才“技术骨
干”等多项荣誉。③4

03 高红彩

推荐单位：

洛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创建国家生态县的
重要推动者

高红彩，女，46岁，栾川县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在2010年至 2016年担任
镇党委书记期间，她带领全镇干部职工成功
创建省级“生态乡镇”和国家级“生态乡镇”，
为栾川县成功创建省级、国家级生态县作出
了突出贡献。2016 年 10 月担任县环保局
局长以来，她勇挑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重担，
使全县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17 年县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29 天，
荣获全省唯一“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荣誉。2017年，她受邀参加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峰会。在“第四届中国绿色发展
与生态建设峰会”上，作为“2017中国绿色
发展优秀城市”典范再次受邀向全国介绍创
建经验。③4

04 陈万幸

推荐单位：

汝州市环保局

关键词：

有智慧有魄力的环
保局长

陈万幸，男，51 岁，汝州市环保局长。
他善于抓班子带队伍，在环境攻坚战中有思

路、有魄力、敢担当，针对汝州工业大县、污
染负荷偏重、城市快速发展施工点多面广的
现状，坚持标本兼治，严管重罚，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他主导建成“智慧环保”应用指挥中
心走在全国前列；在全省率先成立生态环保
公安执法大队和推动成立环保巡回法庭，加大
对违法企业打击力度；2016年汝州优良天数
242天，同比增加55天，2017年达到281天，
超过省定目标66天。2017年，汝州市环保局
被人社部和环保部评为全国环保系统先进集
体，监察大队被环保部评为全国环境执法大练
兵表现突出集体，汝州市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大气污染治理和水污染治理优秀单位；他被
环保厅授予全省环保系统先进个人。③4

05 郝建尤

推荐单位：

安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安阳市污染防治谋
划人

郝建尤，男，44岁，安阳市环境保护局污
染防治科科长。2016年，他椎间盘突出手术
后尚未痊愈即投入工作，5月份为筹备安阳
大气攻坚战摸排 27类大气污染源，忍着剧
痛、顶着腰垫天天加班至深夜，按时完成任务
上报省厅；他牵头认真梳理，列出了安阳市大
气污染问题清单，提出了安阳市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基本思路，牵头负责完成了安阳
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1+4+7”实
施方案，提出“以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
业环境综合治理为主攻方向”的工作思路受
到采纳。他荣获省政府授予的“河南省环境
保护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先进个人”称号。③4

06 贾尚峰

推荐单位：

滑县环保局

关键词：

义务环保宣传的村
官

贾尚峰，男，56岁，滑县王庄镇闫村党
支部书记。30 年来，他义务宣传环保，坚
守绿色家园，既是环保义务宣传员，组建
50 多人的环保协会，开展“千里运河环保
行”等环境宣教活动 2000 余场，受教育人
数达 20 万人次；又是环保义务监督员，哪
里有污染就出现在哪里，引导近百家企业
转变生产方式，实施绿色发展。他劝说老
同事拆掉小化工厂污染设施；骑车百里追
查长虹渠两岸污染源，促使关停违法企
业，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引导 15 家制冷企
业提前 5年淘汰氟利昂；说服 25家砖窑主
自觉拆掉旧式轮窑，建成 10 家节能环保
建材厂。他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闫村被
评为县级生态村，个人先后获“感动安阳
人物”奖、“蓝天之星”提名奖。③7

07 王永顺

推荐单位：

鹤壁市环保局

关键词：

控制公路扬尘带头
人

王永顺，男，40岁，鹤壁市公路管理局
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公路养护和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在工作中积极主动、攻
坚克难、加班加点。他在公路养护工作
中，参与拟定多项制度，着力抓好“路面无
坑槽”等“九有七无三齐全”为标准的道路
养护工作，组织绿化公路约 300公里，建设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公路绿色长廊，积
极推进公路干线“净空行动”“斩断尘源”行
动，打造了 107国道、浚南线等 3条干线公
路为省级文明示范路，为干线公路养护和

大气污染防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荣获
鹤壁市青年岗位能手、“十二五”全省干线
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市直工委优
秀共产党员、全省交通运输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③7

08 刘兴旭

推荐单位：

新乡市环保局

关键词：

化肥行业领军企
业家

刘兴旭，男，64 岁，河南心连心化肥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始终将
环保工作当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011 年以来投入 10 亿元用于环保和节
能改造，引进和研发节能技术，建立企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为支持
生产系统节能减排和成本领先提供技术
保障；2016 年至 2017 年投入 3.15 亿元用
于环保治理，使各项污染物排放量大幅
下降，成为全国化肥行业第一家实现锅
炉烟气、吹风气超低排放的企业，被环保
部和全国氮肥行业列为标杆企业，参与
行 业 排 放 标 准 的 制 定 工 作 。 公 司 荣 获

“十二五”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环境保护
先进单位、“十二五”环境保护工作先进
集体、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
厂等荣誉称号。③7

09 王小亚

推荐单位：

焦作市环保局

关键词：

“环境保护从娃娃抓
起”的践行者

王小亚，女，37岁，沁阳市王占中心小
学教师、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她一直自觉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
举办少先队活动为依托，扎实做好学校环境
教育工作。在教学中注重向学生渗透环境
教育，积极筹划组织丰富的少先队活动，提
高学生环保意识。每年植树节、地球日等重
要节日，她都指导社团、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她担任学校美术工作坊辅导老师，创办
了“蛋壳艺术工作坊”，组织学生手工创作，
培养学生环保节约意识。她精心指导少先
队工作，每天监督礼仪检查员做好学校环境
卫生的检查工作，定期开展“环保小卫士”评
比。无论在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她都做好
表率，从不乱丢垃圾，并将垃圾进行分类整
理。③7

10 郭有顺

推荐单位：

焦作市环保局

关键词：

悬崖上的环卫“蜘
蛛侠”

郭有顺，男，57 岁，云台山景区环卫
工。他是景区 20名“蜘蛛侠”之一，默默奉
献，朴实爱岗，坚持 8 年腰系绳索、手拿金
钩，在悬崖峭壁间捡拾垃圾，帮助游客捡回
落入山沟的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人称老
年“蜘蛛侠”。瘦弱的身体常年悬在半空
中，为年轻人做出了榜样。体重不足 120
斤的他每天要捡拾挑出百余斤的垃圾，他
和他的“蜘蛛侠”团队默默坚守，每年捡拾
肩挑垃圾 80余吨，打造了云台山的最美风
景。他的事迹引起了省内外媒体的广泛报
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环球时
报、中新网以及大河报等多家媒体作了报
道，人民日报微博发文“悬崖上的‘蜘蛛侠’
每年捡垃圾 80余吨”，引发网友广泛转发、
评论和点赞。③7

11 王庆敏

推荐单位：

濮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坚持绿色发展算好
“当前账”

王庆敏，女，34岁，2016年任濮阳市清
丰县高堡乡乡长。上任以来，在环境污染
防 治 攻 坚 中 ，敢 于重拳出击还清“ 历史
债”。在治理散乱污企业中，按期完成县定
16家、自排查 46家企业全部拆除整改到位
的硬任务；投资 1800 万元治理河道、铺设
地下管网，全面推行“河长制+段长制”治
理体系；秸秆禁烧工作实现全乡“零火点”，
未发生一起环保工作信访问题。坚持绿色

发展算好“当前账”。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
念，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建设 2个工厂式食
用菌种项目和 6 个食用菌种植基地，推动
秸秆综合利用；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完
成 10个村庄绿化和 7个村庄“美丽乡村示
范村”建设。③6

12 吴孝超

推荐单位：

漯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出色的环卫车队长

吴孝超，男，48岁，漯河市环卫处生活
车队队长。从事环卫工作 29年，从一名普
通环卫工人，成长为出色的生活垃圾清运
车队队长。他大胆改革，制定了定车、定
人、定油工作机制，既节约了成本，提高了
工作效率，又调动了职工积极性。特别是
进入“两城同创”阶段，他们制定出台一系
列措施和奖惩办法，坚持做到“一日两扫六
洒”，采取人闲车不闲的作业方式，使市容
市貌焕然一新。采取精细化管理，实施“电
子油控全过程监管”，改变了粗放式管理模
式，车队每天为单位节约用油 200 至 300
升。他先后荣获 2014 年省住建厅市政公
用行业先进个人、2016 年漯河市“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③6

13 罗耀军

推荐单位：

漯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大气攻坚先锋人物

罗耀军，男，44岁，漯河市环保局大气办
主任，高级工程师、漯河市优秀青年科技专
家。他勇挑重担，起草制订全市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方案 30多项，综合协调调度攻坚进
度，督导督促相关部门和县区强力推进“三治
本、三治标”措施落实，完成任务出色。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改善率 15.02%，在全国
338个地级市中排第 7名，是全省唯一一个
空气6项因子同比下降的城市，优良天数高
出省定目标值 22天。2016年，一次他加班
至深夜，离开办公室时摔伤，造成锁骨骨折、
腰椎突出，没有病休，没有周末节假日，打上
绷带坚持工作，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环境攻
坚先进个人”。《漯河日报》两次报道了他的先
进事迹。③6

14 常虹

推荐单位：

三门峡市环保局
关键词：

环保宣传队的杰出
代表

常虹，女，47岁，三门峡市环保局科员。
她十余年如一日，把对生活的全部热爱都奉
献给了环保宣传事业，以笔作武器，为环境保
护鼓与呼，践行环保卫士、绿色使者的神圣使
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先后
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环保新闻作品
2000 余篇，组织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100 余
场，参加爱心公益活动累计3244小时。她热
心公益事业，积极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在各种
团体中推广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念。先后荣
获省大气污染防治巾帼标兵、省环保系统十
佳通讯员、省最美志愿者等荣誉，2017年入
选三门峡好人榜，连续多年荣获三门峡市“外
宣贡献奖”。③6

15 许高双

推荐单位：

南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南水北调渠首水质
的守护者

许高双，男，35岁，南水北调中线渠首
环境监测应急中心综合技术科科长。在南
水北调中线渠首环境监测应急中心工程项
目建设中，代表甲方驻地监督配合，3年多
的时间吃住在工地，已谈婚论嫁的对象和他
中断了联系；他全程参与了整个项目从项目
征地、地面附属物统计、补偿、工程建设、竣
工验收、审计核算等业务，项目保质保量提
前竣工投入使用；负责丹江口库区周边 12
个水质监测自动站和浮标站的日常运维工
作，刻苦钻研业务，负责制定完善了自动监
测站《巡站维护流程》《仪器操作规范》《管理
规定》等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水质
自动站稳定运行。③6

16 蒋清伟

推荐单位：

永城市环保局
关键词：

致力修复生态环境
的国土局长

蒋清伟，男，48岁，永城市国土资源局、
地质矿产局局长。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平
原矿区采煤塌陷区，实施沱河北湿地公园
区、环金湖生态居住区、天成生态园区等项
目，成功治理采煤塌陷区 63280亩，新增建
设用地 5600 亩。通过采取修湖、造山、绿
化、复耕等手段，防治地质灾害、修复生态环
境、恢复土地功能；推动建成的芒砀山省级
地质公园，获“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
地质旅游示范基地”等荣誉，累计接待游客
80余万人次，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赢。蒋清伟连续多年获得“先进工作者”

“优秀公务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2014年，被永城市政府记个人
三等功一次。③3

17 耿逢

推荐单位：

信阳市环保局
关键词：

南湾水库“大水缸”
的守护者

耿逢，男，40岁，南湾水库管理局副科
长。作为一名保护水源地的工作者，他坚守
在南湾水库一线，夏天时常冒着水政执法船
舱内 40℃的高温坚守在工作一线。面对破
坏生态的偷砂行为，他多次开展专项巡查、联
合巡查、夜间突击检查等行动，多次面临威
胁、石块攻击而不动摇，铁面执法与柔情说服
相结合，制止了无数次违规采砂行为，和同事
一道竭尽全力保护南湾水库这口“大水缸”。
在生活中，他践行环保理念，引导和教育家庭
成员以及朋友养成绿色生活习惯。每逢“世
界水日”和“中国水周”，他和同事们一起印刷
各种水资源保护的宣传标语，组织志愿者开
展水源地保护街头讲演，分发宣传手册，普及
环保知识。③3

18 贺秋收

推荐单位：

驻马店市环保局
关键词：

重伤不下火线的
“督察员”

贺秋收，男，47岁，汝南县环境监察大队监
察员。2016年4月，他被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抽
调到驻安阳督查组，为尽快熟悉安阳产业结构
和环境现状，他有空就进行系统学习，很快成
为督察工作专业人才。参加对安阳、鹤壁、濮
阳、驻马店等市“三治本、三治标”拉网式专项
督查10余次，发现各类问题300多个，在日常
督查中对发现的问题敢于碰硬，如实上报，督
促整改。2017年7月30日晚，他在综合当天
日报时不慎滑倒摔伤，造成臀部股骨粉碎性骨
折，在床上还主动参与日报资料收集整理。今
年2月，他被抽调到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奖惩追
责组，因摔伤后一直没有回过家，领导让他回
家休息几天，但他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并主动
承担内勤工作，汇总日报消息。他的敬业奉
献精神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③3

19 王洋洋

推荐单位：

团省委
关键词：

世界屋顶绿化带头
人

王洋洋，男，35岁，河南希芳阁绿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省青少年立体植
绿节发起人，河南省“80后”大学生创业“新
三板”挂牌第一人，《屋顶绿化技术规范》《立
体绿化技术规范》河南地方标准主要起草人，
在青岛召开的世界生态城市与屋顶绿化大会
上被授予“青年创业领军人物”。他组织开展
的河南省青少年立体植绿“绿风尚”活动，被
团省委等部门联合发文推广，传导绿色环保
城市理念。几年来，他组织屋顶植绿面积达
35万平方米，多次举办环保公益活动，屋顶
绿化可以有效减少扬尘、降低PM10浓度，为
打赢环境污染攻坚战贡献了力量。2018年
年初，被团省委授予“绿风尚·青年环保先锋”
称号，打破屋顶绿化“一小时内种植最多种苗
（团队）项目吉尼斯世界纪录”。③3

（排名不分先后）

本报讯 记者5月10日获悉，经过初审，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组
委会从各地各单位推荐的164名推介对象中选出了19名重点推介人，5月11日起进行集
中宣传公示，并接受公众监督。

“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大环资工委、省政协人资环
委、省文明办、省环保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自2016年开始，
每两年组织一届，通过树立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典范，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自
觉践行绿色生活、扎实推进美丽河南建设。

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宣传推介活动自今年3月下旬启动以来，各地各单位按
照通知要求，向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推荐了164名优秀人选，涵盖了25个行业部门，他们在
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和提升生态文明、美丽河南建设中成绩突出，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组委会严格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基层单位和普通劳动者，注重挖掘
群众典型和草根英雄，重点推荐各行各业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河南建设做出突
出贡献、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充分体现时代特色的先进个人。

据了解，在集中宣传公示的基础上，5月下旬，组委会将召开终审会议，选出10名“河
南最美环保人物”，宣传推介结果将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揭晓。③3 （本报记者）

第二届“河南最美环保人物”
初审选出19名重点推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