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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社鉴字〔2018〕26号 

 

 

关于批准王静新等 492 名同志取得相应工种技

术职务和技术等级资格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地、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各有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根据自治区水利行业培训、考核结果，经审核，批准王静新

等 492名同志从 2018年 2月 1日起，取得相应工种技术职务和

技术等级资格。 

一、高级技师（131 人） 

（一）灌排工程工 

1.自治区水利厅 

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王静新 

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何强辉、李香 

2.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水利局：高峰 

3.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三工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刘世柱 

阜康市水磨沟乡：何庆林 

玛纳斯县玛纳斯河水利管理处：李臻、郭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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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塔河流域管理处：张学成 

玛纳斯县六户地镇：高兴凯 

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李跃跃 

奇台县水利管理总站：张天新、张英杰、高久虎、沈永生、

马利、雒兴悌 

吉木萨尔县水利管理总站：赵征财、樊哲福 

4.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水利局：马艳 

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黄英 

焉耆回族自治县水利局：关飞、杜润奎、胡佳新、刘军 

和静县水利局：马崇秀、马晓娟 

轮台县水管总站：李景忠、张新节、阿不都沙拉木·艾木都

拉 

若羌县水管站：艾麦提江·斯迪克、热比耶·伊斯马伊力 

5.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博河流域管理处：余涵薇、唐新梅、巴德玛、沈东、吴洪

根、乔春香、刘四清、杨雄伟、李德林、赵新安、柴敬霞、车建

华、相江如、木和塔尔·阿布里孜、柳培菲、翟卫国、李建军、

刘春梅、黄燕、朱建生、华岩和、 柳培海、乔道平、周晓红、

原敬、库尔班江·巴依木汗、叶桂平 

博乐市农业和水利局水利管理处：赵星、郭功明、卢星伊 

博乐市农业和水利局饮水安全供水总站：张建东、靳辉 

精河县水利管理处：李全琪、楚新生 

温泉县水利管理站：褚平原、查晓洪、达帕瓦、周峰、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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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桑独加甫、巴德尓力提、巴特尔加甫、张守华、查晓龙、科

布功、谭炳义、李思江、李代君、黄福良、陈新和、张宏洲、郭

锋、汪燕玲、李代臣、李光辉、师全新、李新舜、才格曼、刘卫

东 

6.哈密市 

市石城子水系流域管理总站：袁鸿斌、史生平、玉努斯·热

合曼、阿合买提·莫合买提 

7.塔城地区 

塔城市水利局：杨光 

额敏县水利局：封安全、金东华、魏辉 

裕民县水利局：翟春伟、王军昌 

沙湾县水利局：买立东、许少辉、白义本、赵松林、叶长峰 、

刘阳泰、吴兆金、冯建义、叶尔江·居努斯拜克 

8.阿克苏地区 

地区渭干河流域管理局：黄朝、谢卫东、徐宇亭 

阿克苏生态工程供水管理站：刘茂盛 

（二）渠道维护工 

1.自治区水利厅 

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沙波、杨昌荣、沙涛、尚金

保、邵新春、朱黎明、吴建伟 

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陈家华 

头屯河流域管理局：刘瑞霞 

2.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焉耆县水利管理总站：冶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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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湖县水利局：夏增平 

博湖县塔温觉肯乡：符明波、桑爱华 

博湖县查干诺尔乡：韩保荣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王寅 

4.塔城地区 

沙湾县水利局：毕锋亮 

5.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乡镇水管总站：周振胜 

二、技师（206人）  

（一）灌排工程工 

1.自治区水利厅 

水土改良实验场： 孔海林、李长江、王刚 

2.自治区司法厅 

监狱管理局 

昌吉监狱：王军、刘德江   

3.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水利局：吕倩、马俊明、刘新辉 

昌吉市三工镇：雷挺旺 

阜康市水务局：周兴礼 

阜康市城关镇：高正军 

阜康市滋泥泉子镇：祁建忠、庞学军 

玛纳斯县水利局：包芳、张建、姚军、张文新、张国民、李

新章、田多兵、杨德兴、石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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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旱卡子滩乡：吴忠全、哈依拉提·木海、王桠萱 

玛纳斯县凉州户镇：曹林   

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王学权、唐海英 

奇台县水利局：袁贵兵、张小刚 

吉木萨尔县水利管理总站：阿布都热苏·买买提 

4.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地区水利局：张水平、任卫东、王征、徐全民、海拉

提·马木提 

阿勒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彭克秀   

福海县水利局：马玮、阿迪拉·哈布拉什、叶尔肯别克·托

勒依拜、叶斯木汗·沙力汗、胡瓦提·马合木提汗、吾肯·努尔

哈力木    

青河县水利局：努尔波拉提·沙马力、胡曼艾勒·阿布勒汗、

李青花、赛力克别克·孜力帕尔亚、努尔兰·木哈乃 

哈巴河县水利局：塔拉甫别克·马木尔别克、胡萨英·杜孜

边别克 

吉木乃县水利局：李霞、王发元、黄多成、刘卫江、张桂琴 

5.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犁州水利局：李世成、孟建筑、陈新军、库热西·努肉木 

霍城县水利局：赵容、木卡·赛尔山 

6.哈密市 

市水利局：左俊霞、扈克宝 

巴里坤县水利局：王宗理、张国春、金军、赵文林 

7.塔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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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县水利局：窦世军、赵玉斌、王堃 

8.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博河流域管理处：乔道军、纪大斌、于志伟、潘莉、张金

红、杜新利、文超、华岩民、王新胜、余艺、吴红才、热合木布

拉、阿尔西林、阿不里江·马木提、塔依尔江、巴吐加甫 

博乐市农业和水利局：徐新军、裴飞、施桂新、迟明宇、木

哈塔尔、阿布都外力 

博乐市水利管理站：巴依尔、道尔吉、吐木机尕、贠海鹏、

燕新胜、张飞、哈那提·哈生、孙玉建、艾布拉·阿进沙吾提、

地里夏提、阿布都里克木 

温泉县水利管理站：贺玉峰、王光勇、曹兴、胡斌、董国立、

张生铭   

精河县水利管理处：李海英、武勇杰、王红、缪向兵、缪向

军、缪向东、森格·藏也、郭何芳、刘军、孙涛、崔荣、拉·新

纳 、马全龙、徐大勇、秦超、巴拉提·扎特、乃吉米丁、玉山·艾

山江、库尔班·玉素甫江、吐尔逊买买提·买海提、托林别克·纳

斯别克 

9.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乡镇水管总站：再比布力·吾斯曼 

10.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玉苏甫·亚森 

和静县水利局：马骁侠、吕丽萍、蔡小雷、宁鹏 

和硕县水利局：王顶柱、方齐国 

尉犁县水管总站：宋小兵、李永青、卡地尔·牙生、古力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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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木·克然木 

若羌县水利局：李俊霞、曹淑娟、图尔迪古丽·库尔班、图

尔荪江·吾布力、吐尔迪古力·卡德尔、亚森·麦麦提、阿瓦古

丽·哈斯木、艾克拜尔·阿布都热合木、麦麦提托合提·吾普尔、

阿布力孜·肉孜、安尼外尔·克热木、安外尔·赛麦提 

且末县水利局：张卫星 

焉耆回族自治县水利局：孙梅、蒋昌国、杨晓明、陈晓荣、

马荣、 

博湖县才坎诺尔乡：布音克西格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吉日格力 

11.阿克苏地区 

地区渭干河流域管理局：冉新英、冯茜、贺玲、贺英、朱海

清、石皓旻 

阿克苏市水利局：严猛 

乌什县水利局：李书军 

库车县水利局：王保玲、盛希军、杜永涛、周锋、何瑜琳、

阿布迪热合曼·阿布拉 

沙雅县水利局：王兆义、杨同伟 

12.和田地区 

和田市水利局：康海兵 

（二）渠道维护工 

1.自治区水利厅 

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牟海峰、陈金发、乾红艳、

陈纳新、王峻、张玉喜、陈丽萍、李翠敏、许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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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李尚玉、刘海航、邢孝生 

金沟河流域管理局：李新河、袁新刚、蔡润贤、郭文波  邱

峻   

头屯河流域管理局：李巧芝、黄新元、马世国、廖繁新 

2.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水利局：刘英 

若羌县水利局：杨屹、梅云红 

3.昌吉回族自治州 

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管理处：包成喜 

4.吐鲁番市 

高昌区水管总站：沈召远 

托克逊县乡镇水管总站：道力空·买合买提 

三、高级工（155 人） 

（一）灌排工程工 

1.自治区水利厅 

自治区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中心：马钧 

2.自治区司法厅 

监狱管理局 

卡尔墩监狱：栗金宝 

3.昌吉回族自治州 

昌吉市三工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吴军、赵民军 

阜康市城关镇：赵子栋 

呼图壁河流域管理处：黄政权、于静 

呼图壁县水利局：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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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壁县石梯子乡：冯刚、焦海鹏 

玛纳斯县水利局：张玉明 

玛纳斯县玛纳斯河水利管理处：李伟、王艳荣、李飞飞、李

建梅、秦崇海、梁玉福、闫慧斌、孙丽花、黄生玲、杜东、王芳、

张莉、加那提·阿依巴勒  

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管理处：刘立新 

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张玲 

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张蕾、王小宏、李刚发、马兰 

玛纳斯县旱卡子滩哈萨克乡：范智忠、古丽旦·乌拉孜汗 

玛纳斯县凉州户镇：周萍、陈旭、候萍、李娟、张军 

玛纳斯县北五岔镇：黄惠强、王兰霞、李建伟、魏玉刚、王

忠 

玛纳斯县六户地镇：陈建萍、孙建章、张学刚 

奇台县水利管理总站：马文军、杨学礼、赵生茂、徐岩荣 

木垒县博斯坦乡：得力木拉提、吐尔迪 

木垒县雀仁乡：许艳芬 

吉木萨尔县水利局：杨得明、丁贵文 

4.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博河流域管理处：鲁合义、马建勇、柴敬云、许伟、朱雪

萍、徐世海、柴敬国、张朝阳、曹梦迪、木沙力木·艾尼瓦尔、

比比努尔·沙木沙克、木拉洪·库尔班 

博乐市农水局农村饮水安全供水总站：布仁代力更、巴塔、

牛长奎、孙玉海、巴音巴特、艾尔肯·努热吾提、哈那提·艾肯

巴义、艾力·阿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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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河县水利管理处：许艳霞、刘先敏、刘泽斌、徐玉华、张

建荣、胡峥华、杨海英、折江虎、纳·代力格尔、弥张磊、巴·那

木吉、孔凤梅、刘贵成、拉·新代、巴·门德巴依、唐增孝、吴

雷香、王健、张厚全、特尔巴依尔、雷译、伊·巴音吉格、刘传

亮、付先本、宋江勇、古丽班·吐孙哈力、赛买提·吾斯曼、阿

拉木江·依马西、哈依来提·赛买提汗、巴亚巴哈提·吐根拜、

卡得尔汗·吐逊拜克、帕尔旦木·阿不力米提、艾提江·阿不力

米提、塞力克布斯·布音特、艾力米沙·吐尔山、艾尼沃尔·艾

尼、艾地江·沙达尔、阿不都艾尼·黑力力、加纳特·萨尔巴斯 

温泉县水利管理站塔秀水管所：巴·巴亚 

温泉县水利管理站：甫卫东、吾马尔江、李龙、赛力克吾拉

音、艾孜木提力·阿布汗 

温泉县水利管理站查干屯格水管所：叶尔肯 

5.阿克苏地区 

新和县水利局：闫小虎 

温宿县水利局：全剑云 

6.哈密市 

市水利局：阿不来提·阿不都热合曼、吾买尔·司马义   

市石城子水系流域管理总站：王晓磊、谢兰萍、曾燕、阿不

力孜·阿不都热依木、卡地·莫合买提、买丽亚·莫合买提、司

马义·依不拉英、阿不都热合满·依米提 

巴里坤县水利局：买依尔办·布卡卡、吴宏国、王新、姜继

成、王海军 

7.塔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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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县水利局：赵辉 

沙湾县水利局：党云龙、王元飞 

8.吐鲁番市 

鄯善县水利局：刘红芳 

（二）渠道维护工 

1.自治区水利厅 

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局：孙健 

头屯河流域管理局：徐强 

2.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大西沟水管站：顾晓明、王国忠 

3.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大丰镇：刘杰 

4.吐鲁番市 

鄯善县水务局：李晓丹、黄云、方祥、姜峰、米国旗、依马

尔·吾拉音、阿斯古丽·早尔东、尔西丁·买音、阿达来提·吾

拉音 

 

 

 

                      2018年 3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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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年 3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