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19〕17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聘任郑州市第六届政府督学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荐郑州市第六届政府督学人选的通知》 (郑办网 〔2019〕32号)
精神,经个人申请,主管部门推荐,郑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组织审核,决定聘任丁红等296位同志为郑州市第六
届政府督学,聘期3年。

附件:郑州市第六届政府督学名单

201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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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第六届政府督学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红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副书记

丁幼新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

于 珊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于志明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书记、校长

万 恒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港澳台与海外教育研究室

主任

马 健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

马文庆 郑州市惠济区教育体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科员

马虎松 荥阳市第四初级中学校长

马树超 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上海市职教协会会长

马胜宇 郑州市教育局教师教育处副处长

马海峰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校长、副书记

马新安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王 红 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舆情处处长

王 珂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副县级干部

王 俭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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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瑞 市纪委监委驻郑州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王 源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食品与生物学院教研室主任

王 慧 郑州惠民中学工会主席

王 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王 慧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副校长、工会主席

王天仓 郑州市二七区教育体育局人事科科长

王五星 郑州市财政局教育事业处处长

王巨涛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王中立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文治 巩义市教育教科研培训中心书记

王玉文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王巧荣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西川 郑州市第六十六中学书记、校长

王会鲜 巩义市教育体育局党政办副主任、机关支部书记

王克杰 郑州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王青霞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人事处处长

王幸福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校长、副书记

王学伟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

王建通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王保华 郑州市第一中学工会主席

王振业 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书记

王晓强 郑州外国语学校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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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琴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计财科科长

王海方 郑州市第五中学书记

王海花 郑州市教育局副处级专职督学

王景胜 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副校长

王新芳 郑州市惠济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韦艳春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校长、副书记

支德银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校长、副书记

牛建勋 郑州龙湖一中副书记

方兴才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处长

邓 波 郑州市社科院副处长

邓云洲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邓晓梅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甘文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开放教育学院副院长

龙 萍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人事处处长

叶小耀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书记、校长

申顺建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田振停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系主任

田爱丽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田鸿鹏 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史卫东 郑州市第一O三中学副校级干部

丘 文 广东省惠州工程职业学院原校长

代蕊华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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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永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计财科科长

白传忠 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校长、副书记

冯志鹏 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书记

皮建明 湖北省黄冈实验中学校长

邢 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教研究中心

主任

成宝琴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校长

师保林 郑州市第九十四中学正校级协理员

曲海涛 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吕 超 广州市培正中学校长

吕兴琦 郑州领航实验学校校长

朱红军 郑州市第十六中学书记、校长

朱松林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朱宣合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财政局局长

乔海艇 郑州市教育局安全保卫处处长

刘 博 郑州市惠济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辉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书记、校长

刘 霖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督查室副处长

刘 伟 山西大学附中校长

刘 涛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授

刘元会 新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刘文玉 郑州市郑东新区天府路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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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敏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步清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办公室主任

刘荣刚 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教育督导室主任

刘点点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校长

刘信生 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刘济良 郑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刘艳秋 郑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刘莉莉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刘跃亭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刘维丽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刘瑞欣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督导室主任

刘鹏利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刘薇薇 中共郑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闫 曦 郑州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闫培新 郑州市第四中学书记、校长

许 振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许东海 郑州市第三中学副校长

许迎喜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孙 耿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科员

孙玉平 郑州市统计局副局长

孙军红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副校长

孙茂占 郑州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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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强 荥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督学

孙建国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校长、副书记

孙桂林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孙晓红 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孙海峰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校长、副书记

花林昌 郑州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芦义涛 郑州市第一O六中学副校长

苏莹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杜西华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绿之声幼儿园书记、园长

杜国政 市纪委监委驻郑州市教育局纪检组副组长

李 正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区政

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李 迅 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李 勇 郑州市教育局发展计划法规处处长

李 萍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李 敏 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教师

李大群 郑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李凤芝 中国农工民主党郑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正处级)

李书建 新密市教育体育局信息办原书记

李功毅 河南省实验中学学校督学

李占国 郑州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

李帅军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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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阳 郑州财经学院常务副院长

李红列 荥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李红伟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副校长

李迎军 郑州市教育局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李国林 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李国喜 郑州市第一O一中学校长、副书记

李金发 荥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督学

李京辉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校长、副书记

李泽慧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

李建设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督导办主任

李建峰 郑州市第一O二中学书记

李建梅 郑州市幼教发展中心原主任

李建霞 中国民主促进会郑州市委员会副主委、秘书长

李荣成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李树钦 郑州市教育局总会计师

李顺发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副院长

李俊英 郑州东枫杨外国语学校校长

李爱芍 巩义市责任督学

李培红 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书记

杨全印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助理、培训部主任

杨志红 郑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监督检查处处长

杨建臣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校长、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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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成 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

杨培明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

杨朝阳 郑州市中原区教育体育局发展规划建设科科长

杨智威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

肖 静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

吴 坚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中校长

吴元道 巩义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吴向阳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正科级督学

吴丽君 郑州市上街区金华小学校长助理

吴海洋 广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何 勇 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

何艳丽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余国良 浙江省衢州市技师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辛海超 郑州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教学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沙宝琴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小学教师

沈玉顺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授

沈立承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沈定军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发规处处长

宋 怡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教育督导办原主任

宋志强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书记、校长

宋学钦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计财科科长

宋晓闯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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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伟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张 莉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书记

张 莹 郑州市第九中学校长、副书记

张 超 郑州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备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 辉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科长

张 锋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思政部主任

张大龙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天佑 郑州市第五中学校长、副书记、学区长

张五敏 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少亮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张予红 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华伟 郑州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张青梅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张英峰 郑州市二七区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

张松安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松晨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书记、校长

张郑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校长

张泽东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

张建新 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主任

张洛通 中国民主同盟郑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张振笋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课程中心秘书长

张晓英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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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全 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副主任科员

张琳琳 共青团郑州市委党组成员、副书记

张朝峰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处长

张翔翔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总会计师

张新香 荥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陈 军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处长

陈 春 郑州市教工幼儿园书记、园长

陈 魁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教育科科长

陈云雁 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主任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终身教授,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

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原主任

邵 明 郑州学业邦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苗 伟 郑州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处副处长

易 峰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书记、校长

周 华 郑州外国语中学副校长

周利强 郑州市第四十八中学工会主席

周保安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人事处处长

周晓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周继莉 郑州市郑开学校书记

郑万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原常务副主任

郑晓燕 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校长

郑维刚 贵州省绥阳县实验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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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惠华 呼和浩特实验中学校长

孟 杰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孟天义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校长、副书记

孟彩云 郑州工商学院校督导组组长

项仁军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名师

赵力勇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正科级督学

赵玉峰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教研室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主任

郝延秋 郑州市教育局总职业指导师

郝江玉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副书记

郝海涛 郑州市教育局信访处处长

荆改强 郑州市教育局财务处处长

胡 华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主任

胡 坤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信息调研处处长

胡旭洲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

柳袁照 北大培文教育集团总校长

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侯宝力 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

姜兴国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书记、校长

姜朝红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

洪 涛 郑州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党政办主任

贺全九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

秦小刚 郑州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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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天育 郑州市教师资格办主任

袁葆林 中共郑州市委组织部副县级组织员

都亚萍 郑州市金融学校书记

贾洪波 郑州市第九十九中学书记、校长

贾超峰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书记

夏长来 上海市松江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柴 丹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

柴珍珠 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书记、校长

钱万仓 新密市超化镇中心学校书记

徐 平 郑州市审计局副局长 (正县级)

徐 谦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副书记

徐文虹 郑州市二七区教育体育局教育科科长

徐会铃 郑州市财贸学校书记、校长

徐宏义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科长

翁孝川 浙江省人民政府督学、衢州市教育学会会长

高 娇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科员

高百中 郑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长

高志宏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室办公室副主任

高宏义 新郑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高苑鑫 郑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郭 慧 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郭 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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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兵 郑州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处长

郭国侠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郭剑锋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郭跃华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郭勤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校长、副书记

唐会荣 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校长

姬文广 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主任

曹章成 郑州市语委办主任

戚业国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授

常晋波 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书记

崔林斌 郑州市教育局组织干部处处长

崔振喜 郑州市回民中学书记

康朝霞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教育体育局新校办常务副主任

梁 才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主任

梁永庆 郑州市第七中学副校长

梁红玉 郑州市第二外国语中学副校长

葛 飞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董金泉 河南省农信联社郑州市办公室党组副书记,郑州农

商银行行长 (拟)

董功勋 郑州优胜实验中学书记

董慧蕴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校长、副书记

韩先领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人事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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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欣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

程海标 巩义市教育体育局职成教科科长

焦国强 郑州市司法局依法治市办副主任

曾昭传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谢 悦 郑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

楚锦鹏 郑州市第一O七中学书记

雷 刚 郑州市教育局宣传外事处副处长

虞 婕 郑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鲍传友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小

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谭 纯 广东省中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熊 绮 南昌一中校长

樊根亮 新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樊僧健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书记

潘宏伟 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督学

维 成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薛 英 郑州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

薛 莹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校长、副书记

薛 琳 郑州航空港区枣园幼儿园园长

戴红燕 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魏 勇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书记

魏宁娣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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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教育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八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6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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