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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教科〔2020〕48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属各单位（学校）： 

现将 2020 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工作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成果范围 

凡我省教育工作者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

成的符合下列条件的教育科学成果均可申报： 

（一）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教育科学论文、著作（不包括

教材、论文集、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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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经结项的厅级以上教育科学课题研究报告。 

（三）正式发表的论文，刊号必须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

批准出版的 CN 刊号；正式出版的著作，书号必须是“中国版本图

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且必须以“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为准。

在港澳台和国外发表、出版的成果不能参评。在境内用外文发表、

出版的成果，论文需报全文中文译文，著作需报 1 万字以上重要

观点摘要中文译文。 

（四）申报者必须是成果第一作者，每个申报者限报 1 项成

果，申报者及所有合作者署名须与成果原件署名一致。 

二、成果申报要求 

申报成果需提交：成果原件（复印件）、《河南省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申报评审书》（见附件 1）、《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2）。 

正式发表的论文，成果原件经报送单位核实后退回，报送时

需提交装订成册的成果原件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封

底等复印件 1 套。 

正式出版的著作，需提交符合要求的原件 1 本。 

已结项的课题研究报告，需提交研究报告原件及《结项证书》

复印件 1 套。 

上述成果材料均需报送单位审核，并在原件或复印件上申报

者姓名处加盖公章，评审后不再退回。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评审书》可登录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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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网站（http://www.haedu.gov.cn）或河南教育科研网

（http://www.hnedur.com）下载填写。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即使申报 1

项也要填写）由报送单位汇总核实并加盖单位公章，需报送纸质

材料 2 份，并提交同版电子稿。 

为保障成果评审的严肃性、科学性，申报成果将由省教科规

划办统一安排文本复制比检测（查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成果及河南省教科规划课题结项成果可免

于复制比检测，但须在汇总表备注栏明确标示。非免检成果申报

时需提交与原成果内容完全相同的 word 格式电子稿，否则不予受

理。 

发送电子邮件须在“主题”栏中注明“成果评审+报送单位+

份数”。电子稿单位文件夹名按照“报送单位代码（见附件 3）+

单位名称”打包发送到邮箱：hnsjkcg@163.com。单位文件夹内包

含若干个人文件夹，个人文件夹名为“单位内排序+姓名”，单位

内排序务必和汇总表排序一致。 

三、成果申报程序 

（一）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负责辖

区内申报成果的审核、汇总和报送；其他单位（学校）申报的成

果由单位（学校）审核、汇总后直接报送。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受理个人申报。 

（三）材料受理时间：4 月 20 日，本科高校、厅直属单位（学

http://www.haedu.gom/
http://www.hned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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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4 月 21 日至 22 日，高职高专学校、省属中专；4 月 23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逾期不予受理。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报送纸质材料可酌情采用邮寄

或快递方式。 

联系电话：0371—65900037 

电子邮箱：hnsjkcg@163.com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 29院 521 室 

联 系 人：郭郑州、王惠娟、徐万山 

 

附件：1.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评审书 

2.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 

3.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参评单位报送代码 

 

 

 

2020 年 2 月 28 日 

 

 

mailto:hnsjkc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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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编号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申报评审书 

 

 

 

成 果 名 称：                           

申报人姓名：                           

申报人单位：                           

填 表 日 期：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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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请如实填写，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封面左上

方“编号”栏不填。 

2. 主要合作者需与成果完成人员一致，限填报 5 人以内（不

包括申报人）。 

3．“成果类型”栏填写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其中的一种。

论文类注明发表时间与发表刊物；著作类注明出版时间、出版单

位与版次；研究报告类注明课题结项单位、结项时间。 

4．联系方式 

电话：0371—65900037 

邮箱：hnsjkcg@163.com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 29 号院 521 室 

邮编：450003 

 

 

 

 

 

 

 

mailto:hnsjkc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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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信息 

申报人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行政

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地址及邮编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合作者 

姓  名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称 单  位 

    

    

    

    

    

二、参评成果信息 

成果名称  

成 

果 

类 

型 

论文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核心期刊知网链接： 

著作 
出版时间：            出版社名称： 

中图 CIP 数据核字： 

研究报告 
结项证书编号： 

结项鉴定单位： 

申报人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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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内容简介 

1.基本观点；2.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3.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等。（3000 字以内） 

 

 

 

注：本栏可另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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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意见 

报送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长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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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必填） 
 

报送单位（签章）：                           负责人：             手机：                    年   月   日 

详细通讯地址、邮编：  

序 
号 

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人 
合作者

1 
合作者

2 
合作者

3 
合作者

4 
合作者

5 

成果类型 
是否
需要
复制
比检
测 

论文 
(期刊名
称、发表
时间) 

著作 
(出版社
名称、出
版时间)  

研究报
告（结项
单位、结
项证书
编号） 

             

             

             

             

             

             

注意事项：1.本表由申报人如实填写，报送单位严格审核、认真汇总，获奖公布文件及证书据此打印。 

2.无需复制比检测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省教科规划课题研究报告）排在前面，并在“是否需要复制比

检测”栏填写“免检”，表中序号应与报送文本材料排序一致。 

          3.本表纸质稿报送一式二份，同时提交同版电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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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报送单位代码 
代码 单     位 

101 郑州市 

102 开封市 

103 洛阳市 

104 平顶山 

105 安阳市 

106 鹤壁市 

107 新乡市 

108 焦作市 

109 濮阳市 

110 许昌市 

111 漯河市 

112 三门峡市 

113 南阳市 

114 商丘市 

115 信阳市 

116 周口市 

117 驻马店市 

118 济源市 

119 巩义 

120 兰考 

121 汝州 

122 滑县 

123 长垣 

124 邓州 

125 永城 

126 固始 

127 鹿邑 

代码 单     位 

128 新蔡 

201 郑州大学 

202 河南大学 

203 河南农业大学 

204 河南师范大学 

205 河南理工大学 

206 河南科技大学 

207 河南工业大学 

20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9 郑州轻工业大学 

21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11 中原工学院 

212 河南中医药大学 

213 新乡医学院 

21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15 河南科技学院 

216 信阳师范学院 

217 洛阳师范学院 

218 安阳师范学院 

219 南阳师范学院 

220 商丘师范学院 

221 周口师范学院 

222 黄淮学院 

223 平顶山学院 

224 许昌学院 

225 新乡学院 

226 郑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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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单     位 

227 南阳理工学院 

228 洛阳理工学院 

229 安阳工学院 

230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231 信阳农林学院 

23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233 河南工学院 

234 河南工程学院 

235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236 河南城建学院 

237 河南警察学院 

238 铁道警察学院 

239 黄河科技学院 

240 郑州科技学院 

241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242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243 郑州财经学院 

244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245 信阳学院 

246 安阳学院 

247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248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249 郑州工商学院 

250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251 郑州商学院 

252 黄河交通学院 

253 商丘工学院 

254 商丘学院 

25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256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代码 单     位 

257 郑州西亚斯学院 

258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259 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 

301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302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03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04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305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306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307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308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309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310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311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312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 

313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314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315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316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317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31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319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320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321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322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23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324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325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326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27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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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单     位 

328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329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330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331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332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33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34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335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336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337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338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339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40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341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342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343 开封大学 

344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345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346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347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348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49 平顶山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350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351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52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353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354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355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356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357 焦作大学 

代码 单     位 

358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59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360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361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62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363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64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365 南阳职业学院 

366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67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368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369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370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371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372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373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74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375 信阳航空职业学院 

376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377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378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 

379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380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81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382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383 永城职业学院 

384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01 河南电力工业学校 

402 河南省化学工业学校 

403 河南省电子科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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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单     位 

404 北京印刷学院郑州电脑艺术中专 

405 河南省轻工业学校 

406 郑州大学附属卫生学校 

407 河南省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408 河南省信息管理学校 

409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410 河南省郑州水利学校 

411 河南省工业学校 

412 河南省外贸学校 

413 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414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415 河南省工业设计学校 

416 河南省民政学校 

417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418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团校 

419 河南省财经学校 

420 河南省会计学校 

421 河南省司法学校 

422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423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学校 

424 河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425 河南信息工程学校 

426 河南省人民医院附属护士学校 

427 河南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428 河南省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429 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 

430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431 河南机电学校 

432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433 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 

代码 单     位 

434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435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436 河南煤炭卫生学校 

437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438 河南省经济贸易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439 河南工程技术学校 

440 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 

441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442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443 河南省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44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501 厅机关 

502 省招办 

503 省教育报刊社 

504 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505 省电教馆 

506 省教科院 

507 省基础教研室 

508 省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 

509 省成教室 

510 省职业教研室 

511 省教育信息中心 

512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513 河南省实验中学 

514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515 河南省实验小学 

516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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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3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