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 — 

附件 2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验收考核结果 
计划编号 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领域 结果 

17HASTIT010 刘晓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 优秀 

17HASTIT019 李春雷 中原工学院 计算机与通讯 优秀 

17HASTIT043 房立真 新乡医学院 药学 优秀 

17HASTIT028 杜文辽 郑州轻工业大学 先进制造 优秀 

17HASTIT036 冯伟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优秀 

17HASTIT002 张志国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优秀 

17HASTIT017 李创 河南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优秀 

17HASTIT045 杨海燕 郑州大学 基础医学 优秀 

17HASTIT031 窦明 郑州大学 资源 优秀 

17HASTIT038 杨玉荣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优秀 

17HASTIT032 熊祖强 河南理工大学 能源 优秀 

17HASTIT003 卢明华 河南大学 化学 良好 

17HASTIT004 郝新奇 郑州大学 化学 良好 

17HASTIT005 曹新华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良好 

17HASTIT011 王霞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良好 

17HASTIT022 张秋闻 郑州轻工业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 良好 

17HASTIT027 朱方龙 中原工学院 先进制造 良好 

17HASTIT030 上官恩波 河南师范大学 能源 良好 

17HASTIT040 孙涌栋 河南科技学院 农业 良好 

17HASTIT006 陈强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 良好 

17HASTIT029 曹建亮 河南理工大学 环境 良好 

17HASTIT048 张伟宏 郑州大学 医疗卫生与临床 良好 

17HASTIT023 吕灵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 良好 

17HASTIT037 焦凌霞 河南科技学院 农业 良好 

17HASTIT049 况轶群 河南大学 基础医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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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号 负责人姓名 承担单位 领域 结果 

17HASTIT050 高水波 河南中医药大学 医疗卫生与临床 良好 

17HASTIT008 史建武 河南大学 材料 良好 

17HASTIT014 李国强 河南大学 物理 良好 

17HASTIT020 黄全振 河南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通讯 良好 

17HASTIT021 吴兰 河南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 良好 

17HASTIT035 赵翔 河南大学 生物 良好 

17HASTIT041 牛秋红 南阳师范学院 农业 良好 

17HASTIT046 马秋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 医疗卫生与临床 良好 

17HASTIT016 丁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物理 良好 

17HASTIT034 段红英 河南师范大学 生物 良好 

17HASTIT001 袁柏青 安阳师范学院 化学 合格 

17HASTIT009 郑学晶 郑州大学 材料 合格 

17HASTIT012 吴世良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 合格 

17HASTIT026 熊毅 河南科技大学 先进制造 合格 

17HASTIT044 孙玉岭 郑州大学 医疗卫生与临床 合格 

15HASTIT042 燕树勋 河南中医学院 中医学 合格 

16HASTIT015 曾 洁 河南科技学院 农业 合格 

17HASTIT007 靳林 周口师范学院 材料 合格 

17HASTIT015 彭枫 洛阳师范学院 物理 合格 

17HASTIT033 高富强 洛阳理工学院 资源 合格 

17HASTIT047 于海川 新乡医学院 基础医学 合格 

17HASTIT018 崔春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合格 

16HASTIT009 王永强 河南大学 新材料 合格 

17HASTIT013 徐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物理 合格 

17HASTIT024 张永新 洛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与通讯 合格 

17HASTIT042 汤清波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合格 

15HASTIT035 万绍贵 河南大学 生物与基础医学 合格 

15HASTIT015 赵高峰 河南大学 物理 合格 

16HASTIT034 刘 扬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 合格 

17HASTIT025 王丹 河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 暂缓通过 

17HASTIT039 梁振普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 暂缓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