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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培训期数

1 阿不都热克甫·阿不都热西提 高中 29 新职鉴字〔2012〕73号 药剂员 技师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一期

2 虎刚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4〕76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一期

3 崔中华 中专 34 新机工考〔2007〕32号 护理员 技师 自治区民政厅 第一期

4 张  林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4〕74号 护理员 技师 自治区民政厅 第一期

5 史月娟 中专 28 新机工考〔2008〕45号 护理员 技师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第一期

6 曾慧泉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3〕75号 防疫员 技师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期

7 迪力努尔·艾力木 技校 22 新职鉴字〔2013〕75号 护理员 技师 新疆大学 第一期

8 蒋文岩 大专 29 新职鉴字〔2015〕65号 卫生检验员 技师 自治区干部养老院 第一期

9 田华丽 大学 23 新职鉴字〔2015〕65号 卫生检验员 技师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期

10 帕丽旦木·斯得克 中专 22 新职鉴字〔2013〕91号 药剂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1 塔纳瓦·阿布都沙塔 大专 22 新职鉴字〔2015〕65号 药剂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2 夏木希哈玛尔·艾尔肯 中专 25 新机工考字〔2009〕07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3 巴特古丽·阿洪别克 中专 34 新机工考字〔2002〕58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4 艾木拉古丽·阿不来提 中专 25 新机工考字〔2009〕07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5 朱朝明 大专 24 新机工考〔2008〕45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6 图尔贡阿依·亚力麦麦提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7 海力切木·阿布来提 中技 21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8 王洁 大专 22 新职鉴字〔2011〕56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19 张丽英 技工 29 新机工考〔2007〕52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0 玛依努尔·塔斯坦别克 高中 29 新机工考〔2010〕47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1 居哈尔比·托合提 中专 23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2 阿依古丽·克里木 中专 25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3 米克拉依·萨地尔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4 吴涛 大专 22 新职鉴字〔2014〕74号 护理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5 李鑫 大专 30 新机工考〔2003〕71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6 袁喜春 大专 28 新机工考〔2009〕7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7 蔺晖珧 高中 27 新机工考〔2009〕7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8 马思明 大专 26 伊州人办〔2008〕32号 防疫员 技师 伊犁州 第一期

29 帕提古丽·甫拉提 大专 26 新职鉴字〔2014〕74号 护理员 技师 博州 第一期

30 古丽可来·吉林 大学 23 新机工考字〔2010〕7号 药剂员 技师 博州 第一期



31 甫日布 大专 21 新职鉴字〔2015〕65号 防疫员 技师 博州 第一期

32 叶尔肯.木汗 中专 27 新职鉴字〔2015〕65号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3 赵  雷 大专 23 新职鉴字〔2012〕73号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4 张桂锦 大专 26 新职鉴字〔2011〕57号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5 叶尔江·库坎 中专 28 新职鉴字〔2013〕75号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6 张海金 高中 29 20083000297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7 李玉财 大专 25 新职鉴字〔2012〕75号 防疫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8 王  芬 大专 29 新职鉴字〔2015〕65号 卫生检验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39 马  晖 大专 30 新职鉴字〔2013〕75号 卫生检验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0 阿衣努尔·黑通 高中 27 新职鉴字〔2013〕75号 药剂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1 马尔孜亚·哈布代西 高中 28 新职鉴字〔2013〕76号 药剂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2 马正荣 大专 27 20083000417 药剂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3 张 楠 大专 25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4 唐培军 大专 23 新职鉴字〔2013〕75号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5 刘明东 大专 27 新职鉴字〔2013〕75号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6 冉小珊 大专 30 20083000207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7 王东香 高中 29 20083000206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8 吾热力·吾太 中专 22 新职鉴字〔2013〕75号 护理员 技师 塔城地区 第一期

49 王英红 中专 25 乌机工考〔2011〕49号 护理员 技师 乌鲁木齐市 第一期

50 宋德常 大专 29 新机工考字〔2006〕2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乌鲁木齐市 第一期

51 依米提·艾克木 技校 23 乌机工考〔2013〕39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乌鲁木齐市 第一期

52 许慧娟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2〕73号 防疫员 技师 吐鲁番市 第一期

53 阿力木·买买提 大专 30 新机工考〔2005〕49号 药剂员 技师 吐鲁番市 第一期

54 赵耀 高中 40 新机工考〔2004〕46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克拉玛依市 第一期

55 刘国红 大学 32 1632011956 护理员 技师 哈密市 第一期

56 吐尔逊古丽·麦日莫合买提 大专 29 1632011958 护理员 技师 哈密市 第一期

57 马小玉 大专 31 1632011957 护理员 技师 哈密市 第一期

58 达丽哈·苏力旦 大专 24 20103003234 护理员 技师 哈密市 第一期

59 张红梅 高中 27 新职鉴字〔2011〕56号 护理员 技师 昌吉州 第一期

60 刘宏忠 中专 31 新职鉴字〔2011〕56号 防疫员 技师 昌吉州 第一期

61 王新伟 大专 24 新职鉴字〔2014〕78号 防疫员 技师 巴州 第一期

62 米合古力·卡斯木 大专 30 新职鉴字〔2014〕74号 防疫员 技师 巴州 第一期

63 艾再孜·吐逊 大专 25 新职鉴字〔2013〕75号 药剂员 技师 巴州 第一期

64 王立中 大专 32 阿地人社发（2004）03号 防疫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65 任国平 高中 37 123951334 护理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66 王燕 技工 21 新职鉴字〔2015〕65号 护理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67 翟红军 高中 32 16320111719 药剂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68 吴冰田 高中 34 新职鉴字〔2015〕65号 药剂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69 文泽民 大专 39 12345632 药剂员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70 冉进江 技工 28 20083000467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一期

71 吴雪英 中专 21 新机工考〔2010〕46号 护理员 技师 喀什地区 第一期

72 姑丽娜尔·买买提 中专 24 新职鉴字〔2013〕59号 护理员 技师 喀什地区 第一期

73 艾尼完尔·吐尔逊 大专 34 20073000178 药剂员 技师 喀什地区 第一期

74 麦麦提图尔荪·太外库力 大专 32 新机工考〔2003〕71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喀什地区 第一期

75 张绍文 大学 34 新机工考〔2003〕71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技师 喀什地区 第一期

76 帕提古丽·斯拉吉 中专 25 新职鉴字〔2010〕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77 阿丽屯古丽.麦苏木 大专 21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78 买买提艾力.买提尼亚孜 大专 23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79 布海丽且穆.艾麦提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0 穆海拜提.艾合麦提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1 麦丽克扎提.麦麦提如则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2 麦提图尔迪·艾太木 中专 30 新职鉴字〔2016〕23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3 阿依努尔·阿卜杜凯尤木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6〕23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4 托合提汗·卡依木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5 阿依古丽·买买斯迪克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6 美合日妮萨·居麦 中专 24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7 茹仙古丽·阿布杜热西提 中专 22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8 古丽巴哈尔·麦提他日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89 阿依姆妮萨·阿卜杜拉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0 阿吉古丽·麦提色依提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1 图尔荪托合提·艾尼丁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2 帕太姆·托合提哈孜 中专 20 新职鉴字〔2014〕78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3 吾古丽妮萨·赛迪艾麦尔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4 穆凯代斯汗·阿卜杜瓦日斯 大专 23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5 奥古丽妮萨·艾合麦提 大专 18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6 温且姆·托合提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6〕22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7 古丽克兰木·吐送尼亚孜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8 古丽仙·阿布毒热西提 大专 20 新职鉴字〔2013〕91号 护理员 技师 和田地区 第一期

99 刘杰 大学 26 新职鉴字〔2013〕89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高级技师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二期

100 崔建华 中专 29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自治区民政厅 第二期



101 朱光华 大专 37 新职鉴字〔2015〕64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第二期

102 马晓黎 中专 27 新职鉴字〔2013〕89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期

103 宗明 大学 27 新职鉴字〔2013〕11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新疆大学 第二期

104 史万斌 中专 29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二期

105 潘先义 大专 30 新职鉴字〔2012〕9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二期

106 康开山 中专 35 新职鉴字〔2013〕11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二期

107 游建军 中专 34 乌机工考〔2013〕11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乌鲁木齐市 第二期

108 杨国锋 大专 25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伊犁州 第二期

109 吴慧 大专 24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博州 第二期

110 斯热汗·吐尔逊哈力 中专 22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博州 第二期

111 热依汗古丽·吾来汗 大专 28 新职鉴字〔2015〕64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博州 第二期

112 周良军 大专 27 新职鉴字〔2015〕64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博州 第二期

113 萨迪克·乃麦提 中专 38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114 赛福生 中专 38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115 海热古丽·苏莱曼 大专 26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116 刘军 大专 40 新职鉴字〔2015〕65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117 依明尼牙孜·胡力加不都 中专 30 新职鉴字〔2015〕64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18 古丽妮萨·吾加布拉 中专 21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巴州 第二期

119 周辉 中专 38 新职鉴字〔2015〕64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高级技师 巴州 第二期

120 马建新 中专 40 新机工考〔2011〕1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昌吉州 第二期

121 李玲 大学 27 新职鉴字〔2013〕11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昌吉州 第二期

122 吴建军 大学 28 新职鉴字〔2013〕11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昌吉州 第二期

123 李雪海 大专 31 新职鉴字〔2015〕64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高级技师 昌吉州 第二期

124 宋珠丽 大专 31 新职鉴字〔2013〕89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克州 第二期

125 冯世涛 大专 29 新职鉴字〔2015〕64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126 买地尼亚提·色依提 中专 30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喀什地区 第二期

127 张文红 大专 29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喀什地区 第二期

128 常爱英 大专 24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喀什地区 第二期

129 薛雲爻 大学 23 新职鉴字〔2015〕64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喀什地区 第二期

130 郭华 技校 31 新职鉴字〔2015〕64号 药剂员 高级技师 喀什地区 第二期

131 米娜瓦尔·吐尔孙 中专 24 新职鉴定〔2014〕47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2 古丽巴哈尔·麦麦提敏 中专 25 新职鉴定〔2013〕89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3 阿布都力米提.阿布都力克木 中专 30 新职鉴字〔2015〕64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4 热孜宛古丽.排则 大专 29 新职鉴字〔2013〕89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5 努尔曼.卡斯木 中专 24 新职鉴字〔2013〕89号 护理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6 阿卜杜力米提·艾再木 中专 29 新职鉴字〔2013〕89号 防疫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7 麦麦提艾力·努尔麦麦提 中专 25 新职鉴字〔2013〕89号 卫生检验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8 依巴代提·伊敏尼亚孜 中专 26 新职鉴字〔2015〕26号 卫生检验员 高级技师 和田地区 第二期

139 李忠林 大专 36 新职鉴字〔2015〕64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高级技师 哈密市 第二期

140 朱莹洁 大专 21 新卫机工考字〔2010〕02号 卫生检验员 高级工 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 第二期

141 吴晶 中专 19 新卫工考〔2013〕0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第二期

142 王军 大专 17 新卫工考〔2013〕03号 药剂员 高级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二期

143 帕力旦·奴尔买买提 大专 23 伊州人办发〔2009〕156号 药剂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4 钱红霞 大专 26 伊州人办发〔2007〕192号 药剂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5 王琪 高中 25 伊州人办发〔2007〕19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6 热米拉·赛买提 中技 22 伊州人办发〔2007〕19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7 再米拉·艾尔肯 中专 25 伊州人社〔2012〕36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8 再吐娜·吐和提 技校 25 伊州人办〔2011〕149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49 热西旦·阿布都热合曼 职高 22 伊州人办〔2011〕149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0 巴合提古丽·阿仁 大专 28 伊州人社发〔2012〕36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1 关瑞 大专 24 伊州人社发〔2014〕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2 玛依努尔·牙生汗 中专 23 伊州人社发〔2014〕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3 胡安古丽·阔别根 中专 20 伊州人社发〔2009〕15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4 康玉珍 大专 26 伊州人社发〔2015〕11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5 赛乃瓦尔·吐尔孙买买提 高中 17 伊州人社发〔2012〕36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6 居海布伟·加拉力 中专 22 伊州人社发〔2012〕36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7 吴晓荣 大学 23 伊州人社发〔2006〕6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8 牛彩霞 大专 23 伊州人办发〔2007〕7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59 荣香 中专 27 伊州人办发〔2007〕19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0 郭春喜 中专 22 伊州人办发〔2009〕15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1 肉先古丽·木塔力甫 中专 26 伊州人社发〔2014〕124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2 帕提古丽·阿吉 大专 23 伊州人办发〔2009〕15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3 赵梅红 大学 24 伊州人办发〔2006〕1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4 刘芸 大学 24 伊州人办发〔2006〕1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5 谢佳惠 大学 24 伊州人办发〔2006〕1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6 郑美玲 大专 21 伊州人办发〔2007〕192号 防疫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7 热依夏提·阿尼瓦尔别克 高中 31 伊州人社发〔2012〕101号 防疫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8 古丽娜尔·阿孜白 中专 22 伊州人办发〔2011〕149号 防疫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69 郊力拜克·铁木耳拜克 中专 24 伊州人办发〔2011〕149号 防疫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70 阿不力克木 高中 29 伊州人办发〔2010〕18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71 左拉古丽·伊干别尔干 中专 27 伊州人发〔2004〕11号 卫生检验员 高级工 伊犁州 第二期

172 蒋福磊 中专 18 新卫工考〔2013〕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博州 第二期

173 杨少斌 中专 24 塔地人字〔2007〕232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4 得力努尔·哈依勒巴依 中专 25 塔地人字〔2007〕232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5 孟克苏荣 大专 28 塔地人字〔2010〕134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6 加娜尔古丽·马那甫 中专 26 新卫工考〔2013〕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7 阿依古丽·赛依勒哈孜 中专 24 新卫工考〔2013〕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8 再努尔·柯尔克孜 高中 26 塔地机工考字〔1999〕1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79 哈比达·哈布都马力克 中专 26 塔地人字〔2005〕191号 卫生检验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80 柴秀明 大专 23 新卫工考〔2013〕03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81 许  勇 大专 30 塔地人字〔2003〕151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塔城地区 第二期

182 罗建云 大专 18 新卫机工考〔2012〕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乌鲁木齐市 第二期

183 马新艳 大专 15 乌机工考〔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乌鲁木齐市 第二期

184 李淑红 中专 24 新卫机工考〔2007〕04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85 古丽努尔·买合木提 大专 20 吐地机工考〔2004〕16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86 加帕尔·克然木 大专 35 吐地机工考〔2004〕16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87 热孜娅·尼亚孜 大专 22 吐地机工考〔2004〕16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88 买尔旦·吾拉音 大专 22 新卫机工考〔2013〕03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吐鲁番市 第二期

189 胡秋霞 高中 23 新机工考〔2005〕49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哈密市 第二期

190 罗艳林 中专 24 巴机工考办〔2002〕8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1 张海燕 大专 15 巴机工考办〔2012〕3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2 热纳古丽·伊敏 大专 22 巴机工考办〔2012〕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3 温且姆·达吾提 中专 19 巴机工考办〔2012〕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4 日萨来提·热依木 大专 21 巴机工考办〔2012〕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5 阿丽屯罕·努日 中专 22 巴机工考办〔2012〕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6 美丽坎木·艾尼 中专 23 巴机工考办〔2013〕4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7 吐尼萨汗·克日木 大专 19 新卫机工考〔2010〕2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8 莎尼亚姆·艾合买提 中专 22 新卫工考〔2014〕0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199 麦麦提明·库尔班 中专 18 新卫机工考〔2011〕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巴州 第二期

200 王永和 高中 22 新工机工考〔2016〕2号 药剂员 高级工 昌吉州 第二期

201 李国栋 大专 30 新卫机工考〔2011〕3号 医用电子仪器调配工 高级工 昌吉州 第二期

202 陈梅 中专 22 新工机工考〔2011〕0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昌吉州 第二期

203 马晓英 中专 24 昌州机工考〔2015〕1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昌吉州 第二期

204 杨玉欣 大专 15 阿地人社发（2013）168号 防疫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05 张金林 大专 15 阿地人社字（2013）4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06 黄巧香 大专 17 阿地人社发（2012）68号 护理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07 尼沙古丽·司迪克 大专 25 1642043714 护理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08 米热阿依·托合提 大专 19 阿地人社发〔2013〕4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09 帕提曼·库尔班 中专 25 阿地人社发（2013）4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阿克苏地区 第二期

210 刘琴 大专 27 喀机工考字〔2016〕04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1 郑百灵 大专 27 喀机工考字〔2016〕04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2 热沙来提·吐尔洪 中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3 祖木来提·阿布来提 中专 22 喀机工考字〔2011〕1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4 再乃普古力·达吾提 高中 29 喀机工考字〔2011〕1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5 如克艳·阿布都热合曼 大专 26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6 潘峰 高中 29 喀机工考字〔2002〕4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7 邹静 中专 20 喀机工考字〔2013〕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8 阿斯木姑丽·台外库力 中专 23 喀机工考字〔2013〕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19 麦日艳木古·麦麦提 中专 28 喀机工考字〔2013〕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0 热艳姑·买买提明 中专 23 喀机工考字〔2013〕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1 米热古力·吐尔逊 大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2〕0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2 张建琴 中专 30 甘肃成县人事局审批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3 吾尔古丽·艾木都拉 中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1〕13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4 热米拉·毛来克 中专 24 喀机工考字〔2009〕20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5 阿迪力·买买提 中专 20 喀机工考字〔2012〕0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6 曲曼姑·司地克 中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7 阿曼古丽·买买提 中专 18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8 塔吉姑丽·艾则孜 中专 21 20082001022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29 海热妮沙·艾孜孜 中专 22 喀机工考字〔2009〕0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0 努热曼姑·买买提 大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0〕20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1 阿依穆妮萨姑丽·麦麦提 大学 20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2 帕提姑丽·艾尔肯 大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0〕1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3  吐尔逊姑丽·努尔敦 中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1〕1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4 阿依姑·吾斯曼 大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2〕02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5 努尔曼·艾买提 中专 19 20082000072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6 童剑侠 中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1〕17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7 邵幸全 大专 19 喀机工考字〔2011〕13号 防疫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8 阿布来提·吾斯曼 大专 24 喀机工考字〔2006〕16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39 不海力期·吐尔逊 中专 21 喀机工考字〔2012〕02号 药剂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40 阿衣古·阿巴斯 中专 31 20082000069 药剂员 高级工 喀什地区 第二期



241 艾力·买买提明 中专 20 和地工考办〔2004〕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和田地区 第二期

242 吐尼沙汗·买提卡司木 中专 28 和地工考办〔2004〕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和田地区 第二期

243 艾尼瓦尔·斯马义 中专 25 和地工考办〔2015〕1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和田地区 第二期

244 米日古丽·阿卜杜克热木 大专 18 和地工考办〔2013〕6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和田地区 第二期

245 麦尔耶姆·阿布都克热木 中专 29 和地工考办发（2011）3号 护理员 高级工 和田地区 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