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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平政办〔2020〕24 号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管委会，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根据《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

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通知》（平发〔2010〕

10 号），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 2020 年

度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工作。经市政府审核批准，洪军

等108名同志为2020年度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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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20 年度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名单 

 

 

 

 

                                 2020 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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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 年度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1 洪  军 河南城建学院 副教授 

2 董召锋 河南城建学院 副教授 

3 张大力 河南城建学院 副教授 

4 李伟利 平顶山学院 高校讲师 

5 高华山 平顶山学院 讲师 

6 白现广 平顶山学院 高校讲师 

7 胡海峰 平顶山学院 副教授 

8 杨文玲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讲师 

9 田  凯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讲师 

10 刘晶晶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讲师 

11 郭静博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讲师 

12 孙琼琼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讲师 

13 张晓楠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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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乔立志 平顶山技师学院 一级实习指导教师

15 薛佳乐 平顶山技师学院 技校讲师 

16 张亚娟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中小学一级教师 

17 郭玉龙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中小学一级教师 

18 刘邓辉 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9 秦红超 平顶山市第二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0 贺真真 平顶山市第三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1 马朝阳 平顶山市第二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2 肖亚娟 平顶山市第二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3 陈晓辉 平顶山市育才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4 陈  丽 平顶山市第三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5 孙延侠 平顶山市第十三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6 谢云红 平顶山市第十五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7 郎改变 平顶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小学一级教师 

28 闫  苗 平顶山市湖光花园幼儿园 中小学一级教师 

29 林  磊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0 张松勤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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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晓琼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2 余守江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3 娄玖玲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34 肖  娜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35 蔡  华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6 李  莉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7 张  锐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 马俊保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 李怀杰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40 李  医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41 乔  婷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42 李艳艳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43 石朝辉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技师 

44 宋秋坤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治医师 

45 王  昆 平顶山市公路交通勘察设计院 正高级工程师 

46 刘重阳 平顶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高级工程师 

47 班小丹 平顶山市文化艺术中心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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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马科伟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高校讲师 

49 乔  浩 
平顶山市质量技术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 
高级工程师 

50 张松山 平顶山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 畜牧师 

51 刘长铎 平顶山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 畜牧师 

52 胡  超 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53 李克寒 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54 王民峰 平顶山日报社 记者 

55 朱丙强 平顶山日报社 编辑 

56 程光荣 平顶山日报社 主任编辑 

57 张译戈 平顶山中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58 张建华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矿 
高级工程师 

59 杨战标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利用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60 董朝风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土建处 工程师 

61 张永杰 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工程师 

62 谷小虎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利用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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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李  飞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利用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64 白荣光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65 常欢欢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土建处 工程师 

66 刘晓光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67 李洪珂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68 秦  霞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副主任护师 

69 陈富国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0 李禹生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71 朱苛娄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2 孙珂珂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3 魏建巍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74 高春燕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75 张芬芬 舞钢市第一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76 邢晓云 舞钢市第一幼儿园 中小学一级教师 

77 张红鸽 舞钢市第二幼儿园 中小学一级教师 

78 孟璠醒 舞钢市教育局普通教育研究室 中小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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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张  朋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80 郭宏磊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81 胡正波 汝州市实验中学 中小学高级教师 

82 降海新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 

83 马艳君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84 杨  阳 汝州郑铁三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85 郭  媛 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86 孙明远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87 范伟伟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88 秦园园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89 程艳红 鲁山县实验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90 曹建玺 郏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91 刘彦玺 河南省叶县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92 朱德莲 叶县教育体育局幼儿园 中小学一级教师 

93 周宏亮 叶县中医院 主治医师 

94 卫佩旒 平顶山市第五十六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95 陈春歌 平顶山市新华区新程街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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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赵俊鸽 平顶山市新华区联盟路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97 周春燕 平顶山市新华区体育路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98 刘俊旭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99 袁伟丽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环路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0 张  磊 平顶山市卫东区实验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1 和  娟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湖学校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2 王伟娜 平顶山市卫东区雷锋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3 卢晓亚 平顶山市湛河区沁园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4 卫素丹 平顶山市第二十七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5 杨社论 平顶山市石龙区高级中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6 杨世利 平顶山市新城区湖光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7 彭娅歌 平顶山市新城区翠林蓝湾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108 贺锁梅 平顶山高新区第一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七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平顶山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