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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武汉 20 人
享受 2020 年政府特殊津贴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 2020 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0］97
号）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我省 2020
年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通知》
（鄂人社发
［2021］4 号）精神，
经国务院批准，
我市万玉霞等 20 名
同志为 2020 年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关心爱护和
凝聚激励广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加强高层

次、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
具有重要意
义。
武汉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是推动科技创新进步、
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各有关单位要
采取多种措施，
为充分发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
作用创造条件，
支持他们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在科

技创新、
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
决策咨询、
科学普及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加强联系服务，
积极关心他们的
身心健康，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及时解决他们的
实际困难，
为他们潜心工作解决后顾之忧。要利用多
种形式，
大力宣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突出业绩、
重大贡献和先进事迹，
弘扬他们矢志爱国奉献、
勇于创
新创造的精神，
激发广大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的报国情
怀、
奋斗精神、
创新活力，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
尊重

万玉霞

王 琼

王海涛

万玉霞，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
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现任市常
青树教育集团总校长（市常青实验小
学校长、市常青树实验学校校长）。
省、市党代表，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大
好校长、全国课改杰出校长、
“感动中
国”十大杰出校长等荣誉。

王琼，1976 年出生，中共党员，武
汉城投集团所属水务集团宗关水厂
水质检验高级技师，
“王琼工作室”负
责人。获省首席技师、市技能大师、
市首席技师、市大城工匠、市五一劳
动奖章、市劳动模范。
“ 王琼工作室”
先后获“武汉市三八红旗集体”
“湖北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荣誉称号。

王 海 涛 ，1965 年 出 生 ，中 共 党
员，国家一级编剧，现任武汉歌舞剧
院党委书记、院长。国家艺术基金
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音乐家协
会 主 席 。 曾 获 文 化 部“ 文 华 剧 作
奖”，多部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享受省政府、市政府专项
津贴。被授予市政府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

朱

斌

朱斌，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武
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正高级工程师，
国家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
获市五一
劳动奖章。主持和参与的多个重点工
程项目获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和
国家、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陈先祥

刘智胜

刘智胜，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
二级主任医师，教授、硕导，武汉儿童
医院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副院长。
享受省、
市政府专项津贴，
中国医师奖
获得者，入选湖北省第二届医学领军
人才、首届武汉黄鹤英才（医疗卫生）
计划，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11 项，主、
参编书籍 17 部，
发表论文 150 余篇。

武

洁

李

清

李清，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市
农科院正高级工程师，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入选市“黄鹤英才”。选育两个国审
水产新品种，专利获国家优秀奖、省
金奖，获省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周

昕

陈先祥，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医
学博士，主任医师（二级专技岗位），教
授，硕导，普通外科学科带头人，省政府
专项津贴专家，国家、省卫生健康委医
院评审专家，国家、省、市大型医院巡查
员。现任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从事
临床医疗、行政管理、科研教学工作。

武洁，1966 年出生，正高职高级
工程师，注册规划师，武汉市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抗疫巾帼英
雄，全国抗疫最美家庭和全国三八红
旗手。现任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获
规划奖 60 余项，出版专著和论文 10
余部（篇）。

周昕，1977 年出生，博士，教授，现任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武
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全国党校系
统精品课获得者，两次获国家级教学奖，
多次获中宣部、中央党校、司法部科研表
彰，主持国家级课题等 10 余项，在《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

夏家红

徐高原

黄晓东

夏家红，1971 年出生，主任医师，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岗
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湖北省胸心
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胸心
血管外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委兼腔镜学
会副会长。

徐高原，1976 年出生，博士，正高
职高级兽医师，现任武汉科前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湖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5 项、国家新兽药证书 4
项、国家发明专利 36 件，多项成果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

黄晓东，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
博导，二级主任医师，武汉市第三医
院院长，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获评
省巾帼建功标兵，入选市黄鹤英才
（医学）计划、市十百千人才工程等，
主持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 18 项，获奖
8 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参）编著作
4 部。

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人员要珍惜荣誉，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发挥传帮带
作用，
带动广大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为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不懈奋斗。
根据相关规定，
将对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每人一次性发放特殊津贴 20000 元，由中央财政
专项列支，
免征个人所得税，
并颁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证书。

朱伯华

朱伯华，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
正高职高级农艺师，专技二级岗，武
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享
受市政府专项津贴，入选市黄鹤英才
计划，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制定标
准 9 个 ，发 表 论 文 60 余 篇 ，专 著 11
本。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
誉称号。

何

勤

何勤，1960 年出生，中共党员，医
学 硕 士 ，管 理 学 博 士 ，正 高 级 研 究
员。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中药协会儿童健康与
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
“深圳市青年科技带头人”
“黄鹤英才
产业领军人才”等称号。

胡

峥

胡峥，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武
汉市仪表电子学校正高级讲师（二
级），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特级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入选黄鹤英才
计划，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两次获
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教材 11
本。

蔡

炜

蔡炜，
1974年出生，
博士，
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现任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湖北省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选，
湖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在智能电网和先进电力材料
技术应用领域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及显著
社会经济效益，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2
项，
出版学术专著3部，
发表EI论文20余篇。

朱周兵

朱周兵，1969 年出生，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现任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享受湖北
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湖北省“五一劳
动奖章”、武汉市“青年岗位能手”、武汉
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主持完成多
个大中型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工作，获 1
项国家级、17 项省部级奖项。

陈国华

陈国华，
1965年出生，
中共党员，
双
医学博士，
二级主任医师，
教授、
博导，
武
汉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神经内科学科带
头人，
获湖北省
“五一劳动奖章”
，
入选湖
北省第二届医学领军人才。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 1 项，
省市级课题
1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
专著7部，
获
省市级科研奖项 7 项，
发明专利 2 项。

胡钦勇

胡钦勇，1974 年出生，博士，主任
医师，现任武大人民医院汉南医院院
长、肿瘤学科带头人，第十二届省政
协委员，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省五
一劳动奖章、省科普先进工作者、武
汉楷模等。主持国自然等课题十余
项，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薛兵旺

薛兵旺，1965 年出生，二级教授，
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教育部旅游教
指委专家，现任武汉商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院长，入选湖北名师、省政府督
学、黄鹤英才计划，获市五一劳动奖
章。国家一流专业与一流课程建设点
主持人，
发表论文 200 多篇，
著作 8 部。
（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