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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社鉴字〔2018〕23号 

 

关于批准王保卫等 318 名同志取得 

相应工种高级技师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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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治区交通行业培训、考核结果，经审核，批准王保卫

等 318 名同志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取得相应工种高级技师

技术职务资格。 

一、汽车驾驶员（313人） 

1.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新疆干部学院：王保卫 

2.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朱志刚 

3.自治区林业厅 

林业技术推广总站：伊力亚尔·肉孜 

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买买提·哈斯木 

（1）交通建设管理局：朱文宏 

（2）公路管理局 

石河子公路管理局：江锋、尚新军、杜卫民、魏勇斌、王立

新、贾文成、王建成、王建金、李刚、李向东、高鸿、邓军、韩

向东、宁冰、周彬、司丞峰、王建华、徐争亚、江海威、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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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永昌、周星衡、狄虎、周少斌、邓斌、郭杰、叶林、王作良、

张建军、张荣建、高建平、程卫新 

5.自治区司法厅 

（1）监狱管理局 

新收犯监狱：马学武 

第三监狱：白常林 

（2）教育矫治局：丁新国 

吐鲁番教育矫治局：薛安乐 

6.自治区水利厅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张亚均 

7.自治区国税局 

哈密市伊州区国税局：王志强 

沙湾县国税局：宫照明 

8.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张庆 

9.新疆日报社：杨新明 

10.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王文斌 

11.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艾尔肯·卡比 

州教育局：罗勇 

州司法局：余健 

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苗保卫、王文忠 

奎屯市统计局：张军 

奎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沈文江 

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张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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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城县审计局：罗玉军 

新源县人民政府：许军 

12.昌吉回族自治州 

州粮食局：金涛 

州商务局：周金彪 

玛纳斯县财政局：李荣发 

玛纳斯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刘欣 

13.克拉玛依市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崔奇 

克拉玛依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张健、杨永民、孙志强、李发

平 

白减滩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欧阳刚、李向东、李振民、宋选

宁 

14.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党委：王德平 

州党委组织部：武海文 

州党委老干局：田旋 

州人大：阿木达拉、邢子生、肖开提 

州人民政府：叶尔登巴特、朱建国、崔江生、郭国平 

州政协：陈黎明 

州总工会：艾尼瓦尔·斯德克 

州教育局：吐逊塔依·那生顶、蒙克·满金、李健 

州林业局：希力买提·巴拉吉 

州农牧业机械管理局：阿合买提江·阿布力克木 

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巴依斯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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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财政局：谢仕勇 

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张博 

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张权东 

州商务局：韩冬战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何国锋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保拉 

州赛里木湖风景区管委会：阿布里米提·库尔班 

博乐市委：赛里克巴依、道尔加拉 

博乐市人民政府：奴尔艾合麦提·卡比毛拉 

博乐市水利局：道利 

博乐市农业局：欧友塔 

阿拉山口市委宣传部：曹天明 

阿拉山口市人民政府：拜合提·牙尔、博那提·沙不哈里 

阿拉山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阿木巴特 

精河县委组织部：宋太章 

精河县人民政府：哈那提·卡力亚斯汗 

精河县妇女联合会：杨明 

精河县人民法院：莫合塔尔·莫合买提牙 

精河县水利局：白山·哈拉依提 

精河县财政局：周洪武 

精河县林业局：李健 

温泉县人大：丁旭亮 

温泉县纪检委：王振泉 

温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赵伟刚、艾来提·阿达木别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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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县畜牧兽医局：道路洪·帕哈尔 

温泉县统计局：肖师刚 

15.塔城地区 

地区行署：阿扎玛提·哈再孜 

地区人大：木会提·艾尼瓦尔 

地委老干局：杨斐 

地区畜牧兽医局：阿德勒·阿不哈力 

地区教育局：周波、高彬、万建国 

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刘化民 

地区审计局：孙建成 

地区司法局：李刚 

地区检察分院：王东 

塔城市委：焦龙海 

塔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建东 

塔城市水利局：阿西木 

乌苏市财政局：陈克龙 

乌苏市纪检委：周伟 

乌苏市卫计委：王永强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郑新江 

沙湾县委：陈长飞 

16.阿勒泰地区 

地委宣传部：田川博 

地区交通运输局：杨勇 

地区公安局：厉霖 

地区农牧业机械管理局：塔依尔·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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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育局：阿海·阿拜、任全江 

地区商务局：厉步刚 

阿勒泰市粮食局：吕代全 

阿勒泰市人民检察院：彭世彬 

阿勒泰市政协：郑承山 

阿勒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徐翔、苑金星 

阿勒泰市卫生局：张洪强 

富蕴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木黑亚提·米拉提汗、波拉提·阿

哈提、努尔江·阿平、王汝汹、牛建兵、朱文明、田景江 

富蕴县交通运输局：崔兵 

富蕴县教育局：加文格尔·马尔哈巴 

青河县教育局：木拉提别克·肯加拜 

青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孙承元 

布尔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杨晓明 

布尔津县文化体育局：贺湘海 

布尔津县教育局：王珠斌 

布尔津县农业局：马建疆 

布尔津县财政局：牛伟 

布尔津县布尔津镇：张勇 

福海县财政局：吕克胜 

福海县粮食局：缪彦彬 

福海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沙木·努尔别克 

福海县卫生局：叶尔波勒·木拉提汗、波拉提·沙依甫 

哈巴河县教育局：王帮来 

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郭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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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河县库勒拜乡：李金远 

17.哈密市 

市委：杜成亮、赵建川 

市委老干局：胡军成 

市人民政府：任昕明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韩应田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阿不都西库尔·达吾提 

市教育局：张孟、玉努斯·玉素甫、达栋书 

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孟宪民 

市农业局：史学军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张新跃 

市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关廉正、高晓成 

市畜牧兽医局：庞建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杜小军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赵宏英 

市农牧业机械管理局：梁弘智 

市人民检察院：刘立新、冯立军 

伊州区委：阿不都热合曼·依米提、周军 

伊州区人民政府：马兵 

伊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阿布都热合曼·吐尔逊 

伊州区农业局：樊有忠、赵锐 

伊州区审计局：何忠 

伊州区水利局：丁志俭 

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唐显文、周艳玲 

伊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徐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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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州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李振江 

巴里坤县委宣传部：李燕和 

巴里坤县人大：周建江 

巴里坤县人民政府：包拉提·马埃、杨利明 

巴里坤县政协：吐尔逊别克·木台 

巴里坤县林业局：阿依肯·萨迪胡里 

巴里坤县人民检察院：叶尔肯·玉素甫 

巴里坤县财政局：王建军 

巴里坤县国土资源局：杨茂强 

巴里坤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张彦军 

巴里坤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吴永疆 

巴里坤县奎苏镇：罗小川 

伊吾县人民政府：单树琪 

伊吾县人民法院：曹晓恒 

伊吾县国土资源局：于栋梁 

伊吾县人民检察院：王云清 

伊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汪国强 

18.吐鲁番市 

市委：和国跃 

市委组织部：张宽 

市纪检委：曹苏喜 

市委机要局：赵建祥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吾买尔·艾坦木 

市民政局：伊明·帕他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夏衣木·阿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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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苏忠、寇云程 

市林业局：皇甫胜 

市农业局：贺敬立 

市地震局：刘洪亮 

高昌区委：王明礼 

高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沙拉木·纳依甫 

高昌区人民法院：杨宗中 

高昌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孙刚 

鄯善县委：卡哈尔·提依甫 

鄯善县人民政府：艾尔肯·先木西丁 

托克逊县委：艾尼娃尔·日西提 

托克逊县人民政府：外力·热西提、蒋咸锋、李国援 

托克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阿不来克木·肉苏力 

托克逊县林业局：夏新泉 

托克逊县人民武装部：董瑞军 

19.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轮台县人民政府：阿力甫·尼亚孜 

轮台县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局：依明江·依不拉音 

轮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阿里甫江·哈德尔 

轮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图尔逊·喀迪尔 

20.阿克苏地区 

地区行署：刘全新 

地区人大：何彬 

地委组织部：潘章军 

地委政法委：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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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郭辉 

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陈述 

地区纪检委：陈海波 

地区地震局：贺建军、苏利民 

地区旅游局：曲永清 

地区煤炭工业管理局：苏德新 

地区农业局：何卫国 

地区交通运输局：李春龙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清泉 

地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鞠学军 

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张忠 

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邵斌 

地区扶贫办：杨红卫 

地区水利局：李永和 

阿克苏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张浩 

阿克苏市农业局：吐尔洪·库尔班 

库车县委宣传部：刘山虎 

库车县人民政府：艾合买提·艾衣沙、克拉木·肉孜 

库车县政协：艾买尔江·依米提 

库车县委组织部：韩锋 

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魏周程 

库车县公安局：谢永忠 

库车县林业局：艾和买提·莫明 

库车县农牧机械管理局：阿不力克木·依不拉音 

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吐尼牙孜·司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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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县牙哈镇：艾孜孜·扎热 

拜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马俊德 

拜城县人民检察院：吴多琪 

拜城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刘国旗 

温宿县人民政府：刘卫星 

温宿县委组织部：张贺新 

温宿县审计局：范小军 

新和县人民政府：车军、刚睿 

沙雅县委：于海军、高先捷 

21.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州人大：李大伟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陈向前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许建恒 

阿合奇县委：黄小荣 

阿合奇县国土资源局：许凯辉 

阿合奇县人民法院：范宝全 

阿合奇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陈正智 

乌恰县人民政府：贾永文 

22.和田地区 

地委组织部：刘军 

地区扶贫办：杜志中 

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岳新伟 

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景勇、张华 

和田县委：刘军光 

和田县人民政府：韩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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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县财政局：张友军 

和田县水利局：何冰 

墨玉县委：李雪平 

墨玉县民政局：杨俊华 

二、汽车修理工（1人）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公路管理局 

石河子公路管理局：张建新 

三、筑路机械操作工（4人）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公路管理局 

石河子公路管理局：司志明、樊朝阳、徐万周、梁云江 

 

 

                       2018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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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