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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社函〔2022〕261号  

                     

关于认定司良发等 2499 名同志取得 

相应工种技术职务和技术等级资格的函 

 

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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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统一理论知识

考核工作的通知》（新人社函〔2022〕43 号）要求，经考核评价，

认定司良发等 2499名同志自 2022年 11月 25日起取得相应工种

技术职务和技术等级资格。 

一、高级技师 

（一）汽车驾驶员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机关服务中心：司良发 

2.自治区商务厅：阿合拜·依迪力斯 

3.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王凡、薛连勇、木合塔尔

江·木塔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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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巴州税务局：孙志远 

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王程、朱跃斌 

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刘谦 

国家税务总局轮台县税务局：赵文茂 

国家税务总局尉犁县税务局：潘小明 

国家税务总局阜康市税务局：李疆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福海监狱：波拉提别克·开明 

新收犯监狱：王忠和 

6.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乌鲁木齐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金宏庆、王文庆、王晓军 

7.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许卫东、况建军、吕文革 

8.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机关服务中心：张建富 

9.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张辉 

10.乌鲁木齐海关 

都拉塔海关：杨树功 

11.新疆大学：赵向军、王万里、陆镝、杨留存 

12.伊犁州 

州林业科学研究院：马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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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技师培训学院：艾合买提江·莫明 

伊宁市委：索强 

伊宁市人民政府：马强 

伊宁市人民检察院：许中阳 

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姚永善 

奎屯市委：王君 

伊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邓强 

霍城县委：李志龙 

霍城县委统战部：贺雪勇 

霍城县人民检察院：冯永宏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政府：郭拥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安英锋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艾加强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佟英坚 

13.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李新明 

14.昌吉州 

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韩德胜 

州农业农村局：吐然·阿提汗 

昌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叶刚 

昌吉市硫磺沟镇：王虎朝 

奇台县应急管理局：何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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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委统战部：伊正军 

玛纳斯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生录 

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吕建忠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政府：金波 

15.博州 

州党委统战部：贾勇 

精河县政协：司拉义·司马义 

精河县委宣传部：达·达拉 

精河县委组织部：魏建华 

精河县科学技术局：薛维智 

精河县农业农村局：冰·新代 

精河县总工会：于群 

精河县殡葬管理所：阿不都克依木·依力牙斯 

精河县种子管理站：刘广敬 

16.塔城地区 

地区生态环境局裕民县分局：王振平 

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牛永贤、屈延波 

塔城市第三中学：石平 

乌苏市第一中学：李刚 

沙湾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呙朝东 

额敏县人大：木黑提·托合达尔汗 

额敏县第二中学：拉合木·依利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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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敏县也木勒牧场国土所：赵英年 

17.吐鲁番市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军 

18.哈密市 

哈密市政协：孙健 

伊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阿克拜尔·吾买尔 

伊州区人民医院：易建强 

伊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王军 

伊州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周垚 

伊州区环境卫生中心：亚力坤·买买提、聂忠 

伊州区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贺盈成 

伊吾县财政局：王沛然 

19.阿勒泰地区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李航 

地区接待车队：李新民 

地区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蔡雪林 

地区额尓齐斯河北屯灌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吕国兵、斯大江 

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郑钰 

阿勒泰市市政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盛承新 

布尔津县布尔津镇：赛力克·吐开什 

哈巴河县人大：托合塔尔别克·萨阿提别克 

哈巴河县交通运输局：祁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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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乃县政法委：芦海军 

福海县农业农村局：包拉提别克·阿伯 

福海县水利管理总站：万周军 

福海县阿尔达乡：陈建疆 

富蕴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马锦涛 

富蕴县第二中学：王新安 

青河县自然资源局：艾力·热阿哈提 

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水管站：索尔旦·马勒尕孜达尔 

20.克州 

州人民政府：庞建斌 

州党委政研室：佘昌军 

州党委机要保密局：程志华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塔依尔·玉山、肖元清、艾木热拉·亚

生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侯全文 

州妇联：卢玉永 

州职业技术学院：兰光荣 

阿图什市委：全伟 

阿图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买买提·阿不拉 

阿合奇县人民法院：阿山·斯的克 

21.巴州 

州人大：阿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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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民检察院：杨军 

州生态环境局库尔勒分局：刘波 

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张国全 

州文化和旅游体育广播电视局：王林 

州团委：袁海舰 

州第一中学：宋广友 

库尔勒市委：张九龄 

库尔勒市人民政府：甘献华 

库尔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孙国伟、刘文平 

库尔勒市交通运输局：张有理 

库尔勒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胡奎林 

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秦江 

库尔勒市老干部局：刘军 

库尔勒市民政局：雷洪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唐小平 

且末县委：张国军 

且末县人民政府：库尔班 

且末县机关事务中心：麦合木提·居麦 

且末县文旅局：吐尔孙·斯马伊力 

若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力江·亚森 

若羌县自然资源局：艾克热木·吐尔逊 

若羌县应急管理局：阿布来提·吾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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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县政法委：黄安广 

和硕县人大：吕明江、马永新 

和硕县民政局：刘瑛琨 

和硕县自然资源局：甘岱 

轮台县政协：李清波 

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马晓全 

焉耆回族自治县财政局：肖锐利 

焉耆回族自治县政法委：刘杰 

焉耆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祝勇 

焉耆回族自治县五号渠乡：田宏江 

尉犁县委统战部：阿不力孜·吐尔逊 

尉犁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王刚 

22.阿克苏地区 

地委：郭长风、伍衡 

地区政协：胡渭峰、田刚 

地区渭干河流域管理局：庞虎 

地区农业农村局：杨玉东 

地区林业和草原局：葛文生 

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志强 

地区水利局：蔡建军 

地区统计局：修功超 

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周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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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赵胜宁 

地区融媒体中心：车少文 

阿克苏市委组织部：牛芳芳 

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阿不都克然木·喀

迪尔 

阿克苏市交通运输局：约托库尔·依得力斯 

阿克苏市园林绿化管理处：赵斌 

阿克苏市拜什吐格曼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艾合麦

提·热麦提 

库车市农业农村局：克热木·买克木提 

库车市林业和草原局：冯新来 

库车市档案馆：赖宝 

库车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吐松江·阿木提 

库车市草原工作站：喀哈尔江·依明 

库车市第二中学：郗丛昌 

沙雅县古勒巴格镇：王志义 

新和县人民政府：阿不拉·衣不拉音 

新和县政协：艾克拜尔·买买提 

拜城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周军 

拜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秦勇 

拜城县林业和草原局：扎衣尔·吐尔迪 

温宿县委：王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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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县信访局：曾友良 

温宿县人民检察院：胡光武 

温宿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姜亚光 

阿瓦提县农业检验检测中心：祝延立 

阿瓦提县多浪乡：陆国勇 

乌什县委宣传部：杨山虎 

23.喀什地区 

地委：黄国强、张建文 

地区行署：米尔沙力·吾不力卡斯木 

地委组织部：李兵 

地委老干部局：李剑波 

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李忠 

地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王彬 

地区农业农村局：郑军、雷相武、郭晓强 

地区行署驻乌市办事处：阿不都瓦力·阿不力孜 

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鲁功铭 

地区有形建筑市场管理中心：成德胜 

地区工程造价咨询站：许国强 

喀什市政法委：王永红 

喀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元波 

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阿不力米提·吾休尔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王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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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自然资源局：阿不都维力·阿不拉 

喀什市园林局：肉孜·麦麦提明 

喀什市驻乌鲁木齐干休所：李仰军 

喀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冯玉江 

喀什技师学院：艾尔肯·艾麦提 

泽普县依玛乡：杨国栋 

泽普县奎依巴格乡：麦麦提图尔荪·萨地克 

岳普湖县人民政府：阿不来提·买合苏木 

岳普湖县委宣传部：牙生江·依明 

岳普湖县财政局：艾尼娃·吾甫尔 

岳普湖县农业农村局：阿木提·吾守尔 

岳普湖县乡村振兴局：库尔班江·克尤木 

岳普湖县岳普湖乡：麦麦提·阿卜拉 

麦盖提县委：吴建豆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赵猛 

麦盖提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仲哲 

麦盖提县总工会：孔瀚海 

巴楚县委：古永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人民政府：王东年 

英吉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新平 

疏勒县审计局：阿卜杜热伊木江·艾海提 

疏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阿布都热依木江·阿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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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城县委组织部：郭新玉 

莎车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站：孙转运 

24.和田地区 

地委：龚立国 

地委组织部：赵鸿庆 

地区政协：阿布都力米提·买吐孙 

地区民政局：张昆仑 

地区公安局：麦麦提艾力·艾合麦提、阿布力克木·布提卡

日 

墨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麦麦提库尔班·阿卜来提 

于田县委统战部：买提卡司木·阿不拉 

于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买西日甫·阿塔吾拉 

于田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阿布都力艾则孜·买吐送 

（二）灌排工程工 

1.昌吉州 

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王成 

2.巴州 

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赵玉华、王静 

3.塔城地区 

乌苏市水利局：陈晓兵 

4.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水资源总站：艾来提·麦麦提、艾买尔·克然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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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提·吾守尔、艾海提·托克、艾买尔·买买提、吐尔洪·马木

提 

5.阿勒泰地区 

地区额尓齐斯河北屯灌区水利工程管理处：王世平 

6.和田地区 

策勒县水利局：阿力普江·麦提图尔荪 

洛浦县水利局：图尔贡·沙吾尔、艾克木·色力木 

（三）保安员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三监狱：邓万新 

女子监狱：刘娟 

乌鲁木齐未成年犯管教所：蒋申强 

2.昌吉州 

昌吉市六工镇：闫泉 

3.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克孜勒希力克乡牧业寄宿制学校：托勒肯·恰克尔 

4.阿克苏 

拜城县园林绿化环卫服务中心：吐逊·卡司木 

5.和田地区 

墨玉县第一中学：艾科拜尔·居麦 

墨玉县普恰克其乡：阿卜力孜·米吉提 

（四）文秘资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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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大学：杨小勇、张秀元 

2.伊犁州 

特克斯县公安局：段应钦 

3.昌吉州 

奇台县人民政府：杨斌 

奇台县民政局：李丽 

4.塔城地区 

塔城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鲁国强 

5.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林草局：当格力·加那提 

富蕴县克孜勒希力克乡：木合亚提·赛列吾 

哈巴河县幼儿园：吾古提汗·胡马尔什 

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中心小学：努尔古丽·恰力比别克 

6.巴州 

和硕县机关事务中心：车倩 

和硕县特吾里克镇：刘国生 

7.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帕热合提·牙库甫 

8.和田地区 

和田市古勒巴格街道办事处：鲁德伟 

和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彭慧 

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第三中心小学：买力开萨依甫·如孜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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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墨玉县普恰克其乡中心小学：阿依努尔·麦麦提敏、穆海拜

提·阿卜拉、阿不力孜·加帕尔 

墨玉县喀尔赛镇：努尔古再丽·斯拉吉艾合麦提、卜帕塔

姆·麦提努日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中心小学：努尔加汉·阿卜杜拉 

于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胡加·买买提明 

（五）计统财会员 

1.伊犁州 

州中医医院：贾婷 

巩留县草原工作站：靳文华 

2.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残疾人联合会：巴哈提·包达汗 

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帕尔孜阿·艾

丁 

3.巴州 

库尔勒市兰干乡：热依木·克热木 

4.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伊西哈拉镇：阿布拉·尼亚孜 

5.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财政局：阿卜力孜·艾散 

6.和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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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苏布尔·麦提托合提 

墨玉县维吾尔医医院：阿曼古丽·阿卜杜艾尼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中学：图尔荪妮萨·麦麦提努尔 

民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阿力木江·麦麦提敏 

民丰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芒莱克·麦提克热木、麦提图尔

迪·麦麦提敏 

于田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买买提依布拉音·麦麦提

明、依再提古丽·奴尔 

（六）中式烹调师 

1.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艾尼瓦尔·司马义 

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自治区儿童医院：张诗伦 

3.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朱维 

4.新疆医科大学：何希伦 

5.伊犁州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郑晓林、职立新 

6.昌吉州 

昌吉市人民武装部：董继玺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杨生荣 

7.塔城地区 

乌苏市第一中学：王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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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县第二中学：肖鹏 

8.吐鲁番市 

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赵国民 

9.哈密市 

市社会主义学院：帕尔哈提·巴拉提 

市第十三中学：姚涛 

伊吾县前山乡寄宿制学校：哈依达尔·阿兴巴义 

10.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高级中学：张晨廷 

富蕴县库尔特乡曲库尔特牧业寄宿制学校：马合沙提·哈布

德力 

富蕴县杜热镇中学：努尔兰别克·巴合道列提 

青河县塔克什肯镇牧业寄宿学校：阿克木亚提·卡克尔 

11.巴州 

库尔勒市实验幼儿园：艾克热木·夏吾东 

12.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托克逊乡中学：热汗古丽·买买提尼牙孜 

阿瓦提县第一幼儿园：艾日肯·沙迪克 

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中学：吐尔逊江·达吾提 

13.和田地区 

和田地委：杨永军 

洛浦县后勤服务中心：司党社 



 - 18 - 

（七）电工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机关服务中心：华纯新 

2.新疆大学：任海涛 

3.哈密市 

市第十三小学：尹贞刚 

4.博州 

博乐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艾斯哈提·艾海提 

（八）锅炉操作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吐鲁番监狱：于少肃 

2.伊犁州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苟文军 

3.博州 

州开放大学：李强 

州蒙古中学：文勇 

温泉县查干屯格乡：郭·道尔吉 

4.阿勒泰地区 

地区实验幼儿园：孙振礼 

哈巴河县委：李健 

哈巴河县高级中学：李在新 

青河县查干郭勒乡牧业寄宿制学校：阿力哈别克·拜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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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河镇农业发展中心：托力恒·赛依提 

富蕴县杜热镇中学:珠玛依·阿买提 

布尔津县初级中学:阿达尔别克·胡加尔汗 

5.巴州 

州师范学校：许茂 

6.阿克苏地区 

地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杜维元 

柯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吾斯曼·艾山 

7.喀什地区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段光明 

叶城县委：亚森·吐鲁甫 

（九）护林员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尼勒克分局：马良相 

特克斯分局：哈尔克孜江·依革孜外、肉孜阿洪·阿布力孜、

吐尔逊·扎根、伊明江·阿肯木江、向全斌、艾力·买买提尼亚

孜、艾里达尔·艾吉别克、唐加力克·吐尔逊哈孜、吐尔干江·牙

生 

巩留分局：斯拉依江·司马义 

昭苏分局：努尔居马·哈尼别克、居马哈德尔·玉山、吾力

曼别克·托合达别克、吐尔汗江·别坎、奴尔江·阿山别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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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拜·夏坎、阿曼德克·阿布加提、巴合太·那扎尔汗、艾色

力艾力·塔巴汗、吐尔斯克力德·巴合恩、多力肯·阿合拜、夏

坎·哈了伙其 

（十）绿化工 

1.伊犁州 

伊宁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贾忠良 

霍城县园林绿化管理站：杨发雷 

2.乌鲁木齐市 

市柴窝堡国有林场管理处：宫立军 

3.塔城地区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郑群来 

4.哈密市 

伊州区园林绿化中心：付士夏 

伊吾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阿孜古丽·艾则孜 

伊吾县淖毛湖镇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阿力木江·阿

不力米提 

5.巴州 

库尔勒市林草局：赵敬刚、艾尼·赛买提 

库尔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艾合买提·如孜 

库尔勒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刘炜、尤海、李欣桦、黄永坚、

热比古丽·吐尔逊、艾合麦提·卡地、帕祖拉·阿帕克 

和静县林业和草原局：巴图包力岱 



 - 21 - 

（十一）林木种苗工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富蕴分局：阿布拉江·伊明哈日依、木拉提·热合买都拉、

赵庆元、吴宝胜、朱学成、唐国富、帕尔哈提·阿不都哈德尔、

刘艳霞、牛向鹏、赵成军、李加喜、何立新、阿达勒别克·哈再

孜 

阿勒泰分局：赵越全 

福海分局：马志怀、张新平、窦战涛、热合木别克·合孜尔

汗、塔布斯·卡力、巴哈·阿依提阳 

青河分局：托勒肯·朱安汗 

2.克州 

州职业技术学院：阿布都拉·莫明 

（十二）造林更新工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阿勒泰分局：艾力·阿布都哈得尔、王现立 

青河分局：达吾力·热合木多拉、塔拉甫·扎里 

福海分局：叶克分·卡玛勒、叶尔肯别克·库鲁斯坦、杨春

生、奴勒别克·卡肯、乔良正、塔尔道·吾鲁班、哈吉木汉·再

努拉 

布尔津分局：马跃光、陈守刚、崔恩智、张志林、马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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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瓦拉·海罗拉、吐尔逊·别辽哈 

（十三）农艺工 

伊犁州 

伊宁县农业农村局：陈刚 

（十四）花卉工 

伊犁州 

奎屯市园艺科研所：蔡强 

奎屯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杨拥军、容军堂 

奎屯市市政设施服务中心：郎即新 

（十五）育苗工 

1.塔城地区 

塔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薛炜燕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王松豹 

2.和田地区 

皮山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阿不力米提·达吾提 

（十六）草地植保工 

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金塔斯草原自然保护区工作站：莫合买提·胡斯曼 

（十七）护理员 

1.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张亚宁 

2.塔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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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燕 

3.和田地区 

地区传染病医院：古丽巴哈尔·库尔班 

洛浦县纳瓦乡卫生院：伊巴代提·伊敏尼亚孜 

墨玉县人民医院：阿米乃·麦麦提、阿丽屯古丽·阿卜杜喀

迪尔、图妮萨罕·艾合麦提、阿丽耶·阿卜杜喀迪尔 

墨玉县维吾尔医医院：萨伊普加玛丽·阿卜力米提、如孜古

丽·居麦尼亚孜 

墨玉县普恰克其镇卫生院：努尔曼·麦麦提、阿依谢姆·柔

孜麦麦提 

于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阿瓦提汗·买提玉素甫 

于田县人民医院：艾比拜汗·阿卜杜艾尼、肉孜尼沙·买吐

送、孜那提汗·吐地 

于田县维吾尔医医院：欺欺古丽·麦图荪、排孜古丽·买吐

送 

于田县阿日希乡卫生院：艾维孜罕·买塞地、布沙日罕·买

托合提 

于田县加依乡卫生院：买热木·买吐合提、艾孜汗·阿不都

拉、玛依奴尔·麦赛迪、艾比班·买买提 

于田县科克亚乡卫生院：吾尔古里·买吐合提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卫生院：古丽妮萨罕·胡尔散 

于田县木尕拉镇卫生院：吐尼沙汗·塞地、买然木尼沙汗·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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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十八）电子计算机调试员 

1.新疆大学：严晓东 

2.哈密市 

伊吾县苇子峡乡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发展中心：艾尔肯·哈

斯木 

3.克州 

乌恰县自然资源局:陈新建 

乌恰县政法委:程怀平 

4.巴州 

库尔勒市委:努尔古力·吾买尔江 

库尔勒市交通运输局:吐热古丽·托合提 

库尔勒市永安街道办事处:李荫全 

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中心学校:阿里木·提力瓦地 

（十九）计算机操作员 

1.哈密市 

伊吾县财政局：韩红静 

伊吾县电子政务服务中心：崔超峰 

2.克州 

州教育局校园安全管理中心：潘德平 

（二十）农机修理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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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监狱：张峰、肖红钢、王俊昌、开热曼·哈木提 

2.哈密市 

伊吾县吐葫芦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艾木都力·阿皮孜 

（二十一）钻探工 

1.新疆地矿局 

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孙长纪 

第六地质大队：任文彦 

2.核工业二一六大队：李军、王建兵 

（二十二）管工 

1.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机关服务中心：罗时全 

2.新疆大学：董玉龙 

（二十三）有线广播机务员 

1.新疆农业科学院：孙晓燕 

2.伊犁州 

昭苏县融媒体中心：陈建刚 

3.博州 

博尔塔拉广播电视台：崔永静 

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马泽宁 

4.塔城地区 

裕民县融媒体中心：方琦 

5.阿勒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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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津县人民政府：李根荣 

哈巴河县融媒体中心：木拉提别克·克孜勒 

6.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融媒体中心：刘哲 

库车市融媒体中心：麻成 

（二十四）药剂员 

1.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王青松、张东亮 

2.塔城地区 

乌苏市中医医院：刘伟 

3.和田地区 

墨玉县人民医院：阿卜杜麦麦提·伊米提 

（二十五）防疫员 

1.伊犁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建民 

2.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张霞 

3.和田地区 

皮山县妇幼保健站：阿卜力孜·尼扎穆丁 

（二十六）焊工 

巴州 

库尔勒市市政工程事务中心：艾尔肯·吾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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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钳工 

新疆医科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艾来提·乌修尔 

（二十八）动物检疫检验员 

喀什地区 

疏勒县畜牧兽医局：蒋南 

（二十九）矿山救护工 

伊犁州 

州矿山救护支队：温江华 

（三十）电影放映员 

塔城地区 

地区塔尔巴哈台影剧院：李新文、党世杰 

（三十一）影像技术员 

昌吉州 

呼图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谭国疆 

（三十二）放射技术员 

伊犁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刘广彬 

（三十三）锅炉水质化验工 

哈密市 

市中心医院：刘新江 

（三十四）电梯安装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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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人民医院：郜普江、景京 

（三十五）兽医化验员 

1.阿勒泰地区 

萨尔布拉克镇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卡尼亚·阿什

热甫 

2.巴州 

库尔勒市畜牧兽医站：艾合买提·阿布里孜 

（三十六）家畜繁殖工 

塔城地区 

地区畜牧科技研究推广中心：托了恨·托了汗 

（三十七）铣工 

新疆大学：万立中 

二、技师 

（一）汽车驾驶员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机关服务中心：郭国祥、郭惠庆 

2.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林新初、郭宝荣 

3.自治区人大 

机关服务中心：艾合买提·吐尼亚孜 

4.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机关服务中心：常卫彬、王国林、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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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法律事务中心：赛尔江·珠开 

自治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 

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闫鑫 

6.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机关服务中心：赖健健 

7.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管理服务中心：王耀福 

8.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郭会杰 

9.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贾龙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北泉税务局：袁继明 

10.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马宏兵 

11.自治区信访局：郑磊、张斌 

12.自治区统计局 

机关服务中心：石炳 

13.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亚力洪·肉孜 

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杜强、木扎拜·肉孜 

新疆林业学校：周靠柱 

14.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机关服务中心：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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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麻合木提·米吉提、玉米提·木依提 

15.自治区气象局：吴江 

16.中国人民解放军 31668 部队：马继武 

17.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艾斯喀尔·依萨克 

乌鲁木齐未成年犯管教所：刘洪泉 

第三监狱：孙琦、马斌、李文革、胡国强、阿力木·阿不力

克木、朱春来、巴吐尔·阿布都热依木 

女子监狱：黄志刚 

福海监狱：邵海军 

于田监狱：艾则孜·麦麦提、哈斯木·奥斯曼、库尔班·达

吾提 

哈拉布拉监狱：乔东升、董军、潘明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李卫民 

乌苏监狱：王帅 

18.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乌鲁木齐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邵园园、艾克拉木·阿不力

米提、王明明、杨晓宁 

19.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衣沙米丁·艾山 

6503台：魏发平 

20.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何启胜、王士华 

21.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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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李建忠 

2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郭国鹏、袁玮、王庆、高峰、陈学民 

乌鲁木齐管理站库尔勒资产管理所：朱宁夏 

乌鲁木齐管理站伊宁管理所：李新光 

23.新疆医科大学：张同元 

第二附属医院：赵利文 

第七附属医院：段宏予 

附属肿瘤医院：战志刚 

24.新疆农业科学院 

农药试制中心：刘庆军 

哈密瓜研究中心：杨俊涛 

25.新疆艺术学院：阿萨力别克·穆那特 

26.新疆开放大学：季炬堂 

27.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一队：曾传忠、波拉提汗·依马木沙里 

地研院：杨超 

28.新疆警察学院：王林 

29.马兰人事劳动局：顾胜利、顾江利、徐建春、李代峰、

赵民胜、陈矿伟、潘立东、吴明、景新宏、罗涛、徐建强、孙谦、

谭杰、于德水、赵新锁、高新明、刘银、胡向海、胡向进、吴永

江、朱新荣、吴疆、吴军、韩正友、李双健、宋建立、潘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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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伊犁州 

州党委：叶保成、张运龙 

州人大：波塔·哈那提别克 

州委组织部：刘金辉 

州委统战部：赵光平 

州公安局：闫明 

州人民法院：项丹 

州民政局：殷广雷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罗云良 

州信访局：季江义 

州公共关系学会：宋胜利 

州公安局：王胜瑞、太来提·赛买提 

州广播电视局：阿布都乃比·吐尔逊 

州军粮供应服务中心：姜学文 

伊犁青少年报刊社：库尔曼艾力·瓦里拜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秦志勇 

伊宁市人民政府：马新福 

伊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妥富强 

伊宁市人民法院：王峰、艾克帕尔·吾买尔江 

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刘冬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尹继兰、唐君 

伊宁市交通运输局：王建东、王德新、毛友良 



 - 33 - 

伊宁市文化馆：齐善刚 

伊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李建学 

伊宁市民兵训练基地：徐亮、白延涛 

伊宁市克伯克于孜乡：艾克来木·吐达洪 

伊宁市塔什科瑞克乡：阿布都沙塔尔·阿布来提 

伊宁县人民检察院：肖克来提·吾甫尔 

伊宁县农业农村局：艾克拜尔·依拉洪 

伊宁县团委：阿布地西克·阿布都吾甫 

伊宁县麻扎乡：哈里买买提·努尔买买提 

奎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政 

奎屯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高峰 

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聂德强 

奎屯市市政设施服务中心：齐军 

特克斯县委老干部局：王疆一 

特克斯县自然资源局：吴志刚 

特克斯县农业农村局：李东、热合买提江·买买提 

特克斯县民政局：魏玉昆 

新源县委老干部局：曹均洋 

新源县信访局：吐尔汗·牙森汗 

新源县农业农村局：胡安太·艾布德力达 

新源县林业和草原局：毛锦军 

新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奴拉斯别克·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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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色力克·胡热阿力 

新源县自然资源局：宋光伟 

新源县苗圃：海涛 

新源县则克台镇：叶尔太·努尔达吾列提 

霍城县司法局：叶尔江·赛来 

霍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迈晓云 

霍城县应急管理局:木萨江·艾买提 

霍城县妇联：马艳军 

霍城县第一中学：努司甫江·色提瓦力德 

霍城县市政环卫站：李龙果 

霍城县清水河镇：郝洪强、刘显成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统战部：何东勇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展改革委员会：吴朝全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依力亚尔·伊民江、安树胜、

吴文昌、董常明、张小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吐尔逊买买提·阿吾提、

鲁文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统计局：富勇康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水利管理站：巴拉提坚·依米提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总工会：盛石峰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米粮泉回族乡：闫新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齐牛录乡中心学校：别克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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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吾拉尔别克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牛录镇：郭俊超 

霍尔果斯口岸机关服务中心：薛永锋 

霍尔果斯市丝路小学：杨发明 

巩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侯从强、吴青峰 

巩留县农业农村局：沈大顺 

巩留县阿尕尔森镇：杨苏青 

31.乌鲁木齐市 

市自然资源局：廖雄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钟栋林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俊怀 

市建设局：黄宇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李济恒 

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刘春雷、阿地里·依布拉音 

市第三十中学：黄智岗 

市养老福利院：袁庭江 

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李宁 

乌鲁木齐技师学院：所林 

市盲人学校：张磊 

沙依巴克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汤兵 

沙依巴克区市政市容设施管理站：芦磊、刘桐欣 

沙依巴克区市政设施养护队：李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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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沟区市政设施养护队：周东振 

水磨沟区环卫清运队：刘宏、赵志强、王胥、刘伟、李建、

王飞 

水磨沟区园林队：韩伟 

新市区人民检察院：何小平 

高新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齐文辉、张寒冰、陈革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卫清运队：方建军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卫清运队：余忠清、杨培颖 

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人民医院：彭嘉勇、周世亚 

天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赵钢、张洪振、马军、艾合买提·阿

不都热合曼、阿布力克木·麦麦提、陈敬、吾斯满江·托呼提、

帕尔哈提·牙生 

乌鲁木齐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曹晓林、马红礼 

33.昌吉州 

州中医医院：孙力军 

州经济协作服务中心：刘俊其、李强 

州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张金伏 

昌吉广播电视台：马庆山 

昌吉市委：冯翔 

昌吉市政协：贾涛 

昌吉市人民法院：张志晨、禹建勋 

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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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公安局：陈东瑜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霍发军 

昌吉市医疗保障局：胡志军 

昌吉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马权森 

昌吉市第一中学：姜新军 

昌吉市第三小学：陈小磊 

昌吉市佃坝镇：张立国 

奇台县委：禹鹏 

奇台县人民政府：姚占元 

奇台县人民武装部：方继新 

奇台县公安局：蒋保明 

奇台县供排水管理处：秦学信 

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刘振新、马吉和 

吉木萨尔县委组织部：申高财 

吉木萨尔县人民武装部：余寿文 

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卫生院：石兵业 

阜康市委：候文涛 

阜康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李强 

阜康市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骆智 

呼图壁县园户村镇：马洪文 

玛纳斯县第一中学：李建明 

玛纳斯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处：马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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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委：诸小龙 

34.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韩勤、吴孝杰、马学铭 

市第十小学：卡哈尔·阿布来提 

独山子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艾山江·阿不力米提 

35.博州 

州党委组织部：夏令士 

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巴特·那生 

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巴德玛 

州生态环境局：刘刚 

州党委党史研究室：靳勇强 

州防震减灾中心：刘坤伦 

州五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陈国军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艾依来提·巴拉吉 

州草原工作站：陈超 

州中心血站：杨宇麾 

阿拉山口市人民政府：帕尔哈提·热西提 

阿拉山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亚力坤·斯德克 

精河县人民法院：何继伟 

精河县公安局：谭灵志 

精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李长林 

精河县农业农村局：张家连、巴·苏克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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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河县畜牧兽医站：善·青格尔 

精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才·吉仁太 

温泉县畜牧兽医局：苏尤尔 

温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艾合买提江·卡德江 

温泉县博格达尔镇：艾合买提江·玉赛英、巴音达拉、阿德

力汗·夏依玛尔旦 

36.塔城地区 

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王鲁疆 

塔城市委：王红喜 

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朱国贤、胡旭东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妇联：木合牙提·赛麦提 

额敏县纪检委：孙德文 

额敏县委宣传部：杨红卫 

裕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张金福 

37.吐鲁番市 

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阿力甫·艾尔肯 

市红十字会：木拉提·沙塔尔 

市种业发展中心：艾力·克衣木 

市军事供应站：李兆军 

高昌区财政局：陈向阳 

高昌区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塔衣尔·帕它尔 

高昌区民政局：陈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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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区人民武装部：时宝军 

高昌区环境卫生中心：西尔扎提·阿不力木 

高昌区人民医院：马国庆、刘玉发 

高昌区葡萄镇：买买提·司马义 

鄯善县委组织部：赵小军 

鄯善县林业工作站：屠家旭 

托克逊县博斯坦中学：阿木提·吾甫尔 

托克逊县托克逊镇：杜勇 

38.哈密市 

市委统战部：艾尔肯·依沙克 

市交通运输局：刘磊 

市应急管理局：李世杰 

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王宏 

市中心灌溉试验站：庞广庆 

市中等职业学校：阿不里米提·阿不都热依木 

伊州区农业农村局：燕育诚 

伊州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李涛 

伊州区司法局：孙亮 

伊州区种业研究开发中心：马建军 

伊州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赵新江 

伊州区草原工作站：阿不都热合曼·司马义 

伊吾县人民政府：郝常好、开山·艾则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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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吾县人大：艾合买提·亚合甫 

伊吾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范修凯 

伊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王绍宣 

伊吾县文化馆：梁红山 

伊吾县市政养护管理所：克尤木·如孜 

伊吾县山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赵新军 

伊吾县道路养护队：吴敏华 

伊吾县中学:帕孜力·吐尔洪 

巴里坤县人民法院：也里布拉提·胡尔曼 

巴里坤县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热合买提道拉·托海 

39.阿勒泰地区 

地区政协：赛力克·米拉提汗 

地委党史研究室：李海斌 

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明海 

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阿合亚提·胡沙音 

地区接待车队：王庆军 

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站：秦雪东 

地区职业技术学校：王鑫明 

地区统计局：石文金 

地区阿克达拉灌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刘正军 

地区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浦峰 

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游客服务管理中心：房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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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市委：曹兴虎 

阿勒泰市委党校：马忠·朱马尔 

阿勒泰市人民政府：王毅 

阿勒泰市纪检委：羊治中 

阿勒泰市人民检察院：海拉提·库那泰 

阿勒泰市自然资源局：阿扎提·克孜尔别克 

阿勒泰市污水净化所：张文德、阿不都热西提·阿布都热合

曼、张祥 

阿勒泰市环境卫生管理队：刘克伟 

布尔津县委：张军 

布尔津县人大：洪星 

布尔津县统计局：马卫宏 

布尔津县纪检委：沙田·毛吾肯 

布尔津县总工会：曹胜辉 

布尔津县公共设施维护中心：郭永安 

布尔津县园林绿化中心：鲍渊涛 

布尔津县也格孜托别乡：马淑胜、叶尔江·哈孜别克 

布尔津县阔斯特克镇寄宿制中心小学：努拉力丁·赛力克拜 

布尔津县冲乎尔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别克波拉提·衣沙 

哈巴河县人大：阿德力汗·叶切肯、哈依拉提·哈布多拉 

哈巴河县教育局：张之平 

哈巴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阿黑哈提·赛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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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樊龙、阿依登·多力达西 

哈巴河县阿克齐镇城市工程建设维护中心：刘新、海拉提别

克·哈斯木别克 

吉木乃县人民武装部：李铭 

福海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龚恒龙、都建军、李生明、李松

涛 

福海县人民检察院：赛力克·吐尔洪 

福海县财政局：田宏斌 

福海县林业和草原中心：阿哈提·阿依达哈买提 

富蕴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孙晓春 

富蕴县教育局：尹新刚 

富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田边江 

富蕴县高级中学：周高亮 

青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张建设、阿德列提·巴依特克拜 

青河县纪检委：赵春 

青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吾兰·马合马丁 

青河县阿尕什敖包乡国土所：阿斯哈尔·木沙 

40.克州 

州医疗保障局：甘华杰 

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买买提艾沙·朱玛 

州广播电视台：海力力·马拉洪 

41.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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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党委：胡忠震 

州人大：许智 

州中级人民法院：黄仁政 

州农业农村局：吴勇 

州巩乃斯国有林管理局：张峰 

州人民医院：贾继远、万冰 

州种蜂场：王钞 

州林业草原局：刘俊青 

库尔勒市委：胡波 

库尔勒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磊 

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邱美云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奚志疆、玉苏甫·艾和买提 

库尔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孟兆军 

库尔勒市交通运输局：李迎迎、韩海龙 

库尔勒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董新彬、杨德武、吐尔

逊·吾甫尔、吐尔逊·库完、艾孜布拉·毛依东、艾麦江·吾甫、

艾合麦提·热合曼、艾尼瓦尔·热合木吐拉、牙生·哈力克、艾

合买提·牙库甫、武跃宏 

库尔勒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热合曼·力提甫 

库尔勒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徐红卫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海萨尔 

博湖县机关事务中心：龚加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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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巴音克西克、艾山江·图尔迪、巴

吐尔 

博湖县博斯腾湖乡：艾买尔江·肉孜 

轮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胡斌 

轮台县应急管理局：艾尼玩·巴拉提 

且末县委：王波 

且末县人民政府：阿力马斯·拜合提、吾斯曼·吐尓孙 

且末县人大：艾力西尓·吐尔荪、阿迪力·图尔荪 

且末县委党校：阿尔曼·外力 

且末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麦麦提·吾麦尔 

且末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库尔班江·热合曼 

且末县红十字会：艾尔坤·库尔班 

焉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吕新生、王强 

焉耆回族自治县教科局：李伟 

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巴衣尔 

焉耆回族自治县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吐尔逊·阿巴拜克 

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吾斯曼江·艾拜布拉、王平 

尉犁县委组织部：陈耀民 

尉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拜海平 

尉犁县住房管理办公室：地里夏提·沙布尔 

尉犁县古勒巴格乡：阿地里·苏来曼 

尉犁县阿克苏普乡：艾合买提·卡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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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犁县团结镇：吐尔逊·阿不拉 

若羌县机关事务中心：热西提·热合曼、安外尔·热合木 

若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艾合买提·艾克木 

和静县林业和草原局：巴都玛拉 

和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吴晶 

和硕县政法委：韩军 

和硕县农业农村局：苏克巴土尔 

和硕县特吾里克镇：张华伟 

42.阿克苏地区 

地区应急管理局：李立彦 

地区教育局：王印凡 

地区妇幼保健院：曹根锁 

地区塔里木歌舞团：蒋志明 

地区儿童福利院：巴吐尔·艾萨 

阿克苏市交通运输局：何仁东 

阿克苏市司法局：阿布拉江·吐尼亚孜 

阿克苏市南城街道办事处：彭虎 

库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年杰荣 

库车市司法局：秦卫东 

库车市应急管理局：谷传宝 

库车市草原工作站：达吾提·斯迪克 

库车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塔依尔·米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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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市新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塔依尔·库尔班 

库车市阿格乡九年制学校：卡德尔·扎日 

库车市齐满镇：艾尼瓦尔·托合提 

沙雅县交通运输局：阿比力孜·库提 

沙雅县塔里木乡水管站：吐尔洪·衣明 

沙雅县公安局：艾买尔·买买提 

新和县委：荀奉江 

新和县总工会：艾斯艾提·艾麦尔 

乌什县人民政府：阿不都艾尼·司马义力 

乌什县人民法院：江卫兵 

乌什县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何文斌 

乌什县奥特贝希乡：卡司木江·麦麦提 

阿瓦提县科学技术协会：塞麦提·沙木沙克 

阿瓦提县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林晓春 

阿瓦提县妇幼保健院：吐尔洪·艾山 

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中学：买合木提·艾力 

柯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木旦力甫·吾甫尔 

拜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艾克拜尔·艾力 

拜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靳志强 

拜城县人民医院：艾力·阿不拉 

拜城县中医医院：木旦力甫·亚森 

拜城县托克逊乡：坎吉·热合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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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县人民政府：牙生·沙依提 

温宿县教育培训中心：艾拜都拉·艾吉代尔 

43.喀什地区 

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艾克热木江·依不拉音 

地区生态环境局岳普湖县分局：阿地力·阿不都瓦依提 

地区妇联：张金鹏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靳熙 

地区植物保护站：艾斯艾提·阿布来提 

喀什第二中学：钟昌全 

喀什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李亚民 

喀什市审计局：曹义威 

喀什市财政局：慕文福 

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库尔班江·如苏力 

麦盖提县人民政府：邵建东、牟红军 

麦盖提县自然资源局：阿不都克热木·艾海提 

麦盖提县审计局：赵文元 

巴楚县委：艾科拜尔·艾则孜 

巴楚县政协：麦麦提·图尔荪 

巴楚县应急管理局：李道友 

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汪建军 

巴楚县生态环境局：高志华 

巴楚县妇联：艾海提·买合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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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普湖县人民政府：阿不力米提·阿不都热合满 

岳普湖县人民法院：阿不来海提·吐逊 

岳普湖县乡村振兴局：艾买尔·沙比尔 

岳普湖县也克先拜巴扎镇：牙生江·艾沙 

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小平 

莎车县委：李军来 

莎车县人民政府：吐孙江·阿塔吾拉 

莎车县医疗保障局：纪宏 

莎车县亚喀艾日克乡：阿瓦孜·阿尤普 

疏附县人民政府：艾斯卡尔·阿布都克日木 

疏附县农业农村局：托合提·巴拉提 

疏附县人民检察院：太来提江·艾尼 

英吉沙县人民政府：尤努斯·麦麦提、阿迪力·阿卜力克木 

英吉沙县乡村振兴局：艾散江·麦米提敏 

英吉沙县计生站：阿布都热合曼·托合提 

英吉沙县城关乡：薄文杰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艾合麦提江·吾舒热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艾合麦提江·休库尔 

伽师县人民医院：李双全 

叶城县委：李海强 

叶城县人民检察院：吐鲁洪·卡斯木 

叶城县财政局：刘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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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张齐文 

叶城县水管总站：张广红、麦麦提明·沙吾尔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委：买先地·古力那扎尔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馆：艾买提江·苏力坦江 

44.和田地区 

地委：阿布力克木·阿布都克力木 

地区司法局：陈大伟 

地区公安局：阿布力孜·木它里甫、买土送·买土肉孜 

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张新全 

地区商务局：买买提艾力·热杰甫 

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马子春 

地区第二中学：李斌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张新勇 

和田市机关事务局：王涛 

和田市建筑行业劳保费用统筹站：阿布来提·赛地艾合买提 

和田县公安局：乃比·胡东白地 

和田县委统战部：阿卜力米提·喀迪尔、阿不力米提·吉力

力 

和田县人民武装部：刘玉光 

和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艾合买提·托合提 

和田县民政局：木塔力甫·马木提 

和田县水利局：肉孜托乎提·买买提、木合买丁·买买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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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音 

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第一中心小学：阿布都米吉提·吾布力 

和田县巴格其镇第三中心小学：阿布力孜·买买提明、肉孜

瓦克·依地日斯 

策勒县政法委：买买提依布热依木·哈斯木 

策勒县水利局：麦麦提敏·尤努斯 

策勒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库尔班·麦麦提敏 

策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居尔艾提·买提吐木尔 

策勒县群众工作委员会：麦麦提阿卜拉·麦提斯迪克 

墨玉县纪检委：阿卜杜萨拉木·热木柯、排尔哈提·麦麦提 

墨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艾合麦提江·麦提图尔荪 

墨玉县农业农村局：阿卜杜萨拉木·阿斯普 

墨玉县应急管理局：艾斯凯尔·阿皮孜 

墨玉县吐外特乡：艾合麦提江·艾则孜 

墨玉县喀尔赛镇：吾拉木·扎克尔 

墨玉县普恰克其镇：麦麦提江·阿卜杜哈力克 

墨玉县喀尔赛镇：麦麦提阿卜杜拉·喀迪尔 

皮山县工业园区绿洲管委会：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米吉提 

皮山县桑株镇中学：阿卜力克木·纳斯尔 

于田县委：吾加不拉·司马依 

于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戴传声 

于田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吐送江·肉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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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服务中心：艾合买提江·卡司木 

于田县喀拉克尔乡：库尔班·艾合买提 

洛浦县人民检察院：肉孜麦麦提·麦吐肉孜 

（二）公路养护工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城市管理局：李燕林 

乌鲁木齐县建设局：马强、包卫东 

(三）灌排工程工 

1.伊犁州 

伊宁县水利局：李国超 

伊宁县水利服务站：艾克然木·肉扎胡尼、沙拉依丁·赛达

旦、于奴斯江·为拉洪 

巩留县水利服务站：阿不都热苏·阿不都拉、玛依努尔·马

合木提、阿不都艾尼·依斯哈、马晓梅、马晓荣、桑玉梅、杜丽

萍、吐热合娜依·阿布勒肯、努尔哈力·巴依木尔扎、田国军 

2.昌吉州 

昌吉市阿什里哈萨克民族乡：南正显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赵晓斌 

3.巴州 

库尔勒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帕夏古力·卡得尔、买买提·艾

则孜 

4.塔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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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市水利局：孟德巴依尔 

5.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吐尔逊·克热

木 

拜城县水资源总站：吐逊·牙生 

阿瓦提县水资源总站：阿孜古丽·库尔班 

柯坪县水资源总站：帕提古丽·艾沙 

乌什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库尔班·萨依木 

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民族乡水管所：艾尼·卡斯木 

6.阿勒泰地区 

地区萨尔托海水库管理处：哈吾拉提·朱马别克 

7.和田地区 

和田县水利局：刘先全、向晓英 

洛浦县水利局：艾合麦提江·麦提尼亚孜 

墨玉县水利局水管总站：阿卜杜乃比·阿卜杜瓦柯、麦麦提

江·斯拉吉艾合麦提、朱卫国、茹则古丽·图尔荪尼亚孜、艾合

麦提尼亚孜·麦麦提、阿卜力孜·图荪尼亚孜、乃比江·麦麦提

敏、希尔艾力·如则麦麦提、阿卜杜海拜尔·阿力木、努尔麦麦

提·如则、米吉提·麦合苏提、努尔曼古丽·艾则孜、果海尔妮

萨·热杰普、努尔曼·马木提 

墨玉县水利局水管二站：如则妮娅孜罕·喀迪尔 

墨玉县水利局水管四站：奥阿丽妮萨·托合提麦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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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喀什地区 

麦盖提县水利局：史新龙 

(四）水工闸门运行工 

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水利局：罗·达娃 

（五）保安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儿童医院：孟强、拍塔尔·扎依热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女子监狱：杨虎 

乌鲁木齐未成年犯管教所：张涛 

昌吉监狱：马飞 

吐鲁番监狱：苏勇 

3.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吴涛 

4.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牟伟宏 

5.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李钢 

6.新疆财经大学：肖勇 

7.马兰人事劳动局：张卫东、刘文东、隆仕强、张春生、陈

贵平、王辉、陈云宏、李志刚 

8.伊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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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第二十五中学：哈尼买提·木哈买提 

奎屯市第三中学：李卫卫、朱云 

奎屯市第八中学：覃文元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陈亿智、姜建华 

新源县第五中学：巴合提努尔·阿布拉克木 

霍城县中医院：艾来提·司马义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中心校：别克吐尔汗·木尔扎汗、

努尔斯拜·热巴提 

巩留县委：艾力·斯马义力 

巩留县人大：赛依德力别克·克力木 

巩留云杉中学：迪尔怡提·赛依尔别克 

9.昌吉州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刘志寿 

10.博州 

博尔塔拉报社：杜宏伟 

温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敖优提 

温泉县查干屯格乡：乌兰、苗中生、巴牙哈买提·巴巴西 

温泉县查干屯格乡中学：革命 

温泉县塔秀乡：巴音克西克、嘎力塔 

温泉县哈日布呼镇：外力·伊力、斯拉木江·阿力拜克 

11.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戴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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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巴州 

州特教学校：欧巴吐尔 

库尔勒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胡玛汗·艾则孜 

和硕县公安局：买合木江·牙生 

13.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人民医院：艾尔肯·热合曼 

14.和田地区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艾尔肯·巴吾东 

和田县人民法院：奴尔买买提·艾山 

和田县巴格其镇第三中心小学：阿布来提·依迪斯 

（六）文秘资料员 

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胡玉红 

2.新疆大学：李瑾、权锐、董春来、 

3.新疆师范大学：刘文宇 

4.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李庆 

5.新疆财经大学：冯瑞利 

6.伊犁州 

伊犁广播电视台：沈萍萍 

伊宁市自然资源局：丁政中 

昭苏县昭苏镇阳光宝贝幼儿园：奴尔波拉提·吐鲁逊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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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县喀拉苏镇奇格尔台学校：杰恩斯·吐鲁斯拜 

霍城县清水河镇：耿连杰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良繁场：肖克拉提·阿萨提 

7.昌吉州 

州人大：王红 

昌吉市委党校：董武 

昌吉市公安局：高源 

奇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崔延龙 

奇台县医疗保障局：李治国 

奇台县民政局：李发虎 

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李黎明、段正杰、苏占伟、安玉

荣 

奇台县人民医院：赵新龄 

奇台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严江 

奇台县五马场哈萨克族乡：瓦黑提·卡尔曼 

奇台县碧流河镇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王成 

奇台县老奇台镇：孟绍林 

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李文荣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刘丙银 

8.博州 

州防震减灾中心：王国栋 

州蒙古中学：谢热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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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乐市达勒特镇：其登 

阿拉山口市外事办公室：麦日外提 

精河县人民武装部：张志平 

精河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王芳 

精河县环境卫生管理站：叶富国、善·才仁 

精河县初级中学：散乔 

精河县大河沿子镇：尕·达拉 

精河县精河镇：张林山 

精河县托里镇：乃·巴音克希克 

温泉县畜牧兽医站：李红霞 

温泉县扎勒木特乡：巴音郭力、蒙克乔克特 

温泉县查干屯格乡：乔登苏仁 

9.塔城地区 

塔城市人大：安岩 

塔城市农业农村局：解朝喜 

塔城市自然资源局：赵振江 

沙湾市中医医院：热合买提都拉·多马西、玻拉提·布力斯

汉 

托里县哈拉桥克牧业卫生院：也尔兰·斯拉木别克 

托里县白杨河牧业卫生院：努尔兰·阿努尔别克 

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寄宿制学校：常生前 

裕民县财政局：沙吾列·哈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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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县文化馆：卡马勒哈孜·朱玛江 

裕民县环卫服务中心：胡安什汗·朱马吾里 

裕民县新地乡中心学校：赛肯·胡安什拜 

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王其彬 

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刘凤 

10.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人民政府：邵光田 

阿勒泰市行政执法局北屯执法大队：韩江红、徐刚 

福海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努尔兰别克·库尔班哈力 

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朱马太·马力肯 

青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张勇 

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林业站：王景刚 

11.巴州 

巴州马兰中学：刘秀兰 

库尔勒市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巴哈古丽·木沙 

和静县乃门莫敦镇：夏兰芳 

焉耆回族自治县玛丽艳幼儿园：开来木江·吉力力 

12.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司法局：卡哈尔曼·巴拉提 

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张保宏 

阿克苏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玉素甫·艾麦提、伊力亚斯·木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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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多浪河水管站：陈惠 

阿瓦提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艾合买提·阿吾提 

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万克阿热勒村幼儿园：阿扎旦·

巴吐尔 

拜城县人大：艾尼瓦尔·艾买提 

拜城县克孜尔歌舞团：阿迪力·居买 

拜城县第一中学：阿地力·阿吾提 

拜城县第二中学：赵军 

拜城县第四中学：范江梅 

拜城县拜城镇中学：库尔班·肉孜 

拜城县康其乡：沙迪克·木沙 

拜城县布隆乡：王胜利 

沙雅县第一中学：库尔班·艾买提 

沙雅县英买力镇中心幼儿园：帕提古丽·合勒力 

沙雅县海楼镇：艾则孜·买合买提 

柯坪县玉尔其乡卫生院：阿不力米提·沙地克、买皮斯汗·

艾买提 

柯坪县阿恰勒镇：依不拉音木·库尔班 

柯坪县阿恰勒镇卫生院：胡西塔尔·依不拉音 

乌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苏建新 

乌什县文化馆：塔依尔·艾尔肯 

13.喀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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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附县兰干镇小学：布阿依夏木姑丽·阿布力米提 

14.和田地区 

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沙依甫加马力·艾买尔 

地区农业农村局：贾志 

地区精神病福利院：马合吐木·买买提肉孜 

和田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张虎 

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古丽胡马尔·麦提尼亚孜 

和田市肖尔巴格乡：排孜丽耶·图尔荪 

和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阿孜古丽·买买提肉孜 

和田县农业科技园区工作委员会：艾力·吉力力 

和田县北京高级中学：古力加米拉·米吉提 

和田县第一小学：古丽巴哈尔·吐送尼牙孜 

和田县拉依喀乡：阿卜力孜·图荪托合提 

和田县布扎克乡：布帕坦木·阿塔吾拉 

和田县巴格其镇第一中心小学：阿布力孜·吾甫尔 

和田县巴格其镇第三中心幼儿园：买尔哈巴·依明尼亚孜 

和田县英阿瓦提乡第二中心小学：帕提古·艾白 

洛浦县武装部：王银喜 

墨玉县人大：海日古丽·麦麦提图尔荪 

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麦麦提阿卜杜拉·阿卜力孜 

墨玉县托胡拉乡中心小学：麦麦提艾力·艾麦尔、热比·阿

卜杜瓦柯、艾比拜·努尔艾合麦提、玛伊努尔·阿卜杜喀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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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扎瓦镇中心小学：乃比江·亚森 

于田县融媒体中心：阿米那·阿不力孜 

（七）计统财会 

1.自治区司法厅 

新疆司法警官学校：王全辉 

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人民医院：马鹏、李润 

3.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刘洁 

4.自治区体育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宋海燕 

5.新疆地矿局 

测绘大队：冯雪莉 

6.新疆农业科学院：胡俊博 

7.伊犁州 

伊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阿布都海米提·阿不都热西

提 

伊宁县农业农村局：腊春林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徐建武 

尼勒克县自然资源局：孙建龙 

8.昌吉州 

昌吉市阿什里乡：木拉里·杜都汗 

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沙吾列提·阿赛英 



 - 63 - 

呼图壁县人民医院：刘平 

9.博州 

博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阿力木·阿布来提 

10.塔城地区 

塔城市城建监察大队：刘显辉 

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杨宏伟 

11.哈密市 

伊州区公安局：张玉玲 

伊州区城市客运服务中心：师磊 

伊吾县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柏乔勇 

伊吾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红 

伊吾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所：任翠红 

伊吾县市政养护管理所：李海涛 

伊吾县集中供养中心：依塔尔古丽·玉素甫、买合木提·克

苏 

伊吾县职工俱乐部：赵淑梅 

伊吾县林业工作站：赵良继 

伊吾县中学：乔丽帕古丽·玉努斯 

12.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实验中学：周万堂 

柯坪县财政局：薛玉芳 

拜城县赛里木镇：努尔东·麦木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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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财政局：阿迪力·肉孜 

莎车县人民医院：姜勇 

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帕地古丽·吐地玉素甫 

麦盖提县吐曼塔勒乡中心小学：买买提·玉素甫 

14.和田地区 

于田县人民医院：吐送古丽·阿布拉 

于田县加依乡卫生院：阿依古丽·木萨 

于田县先拜巴扎镇卫生院：族来汗·阿卜杜艾尼 

墨玉县市场开发建设管理中心：陈凯 

墨玉县维吾尔医医院：阿卜力米提·艾则孜 

墨玉县扎瓦镇：图尔迪麦麦提·图尔荪 

墨玉县普恰克其镇：托合提瓦柯·帕萨 

墨玉县普恰克其镇财政所：吾尔古丽·吾加西木 

洛浦县多鲁乡卫生院：比麦热木·麦麦提明 

(八)中式烹调师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迎宾馆：刘爱民、麻合木提·毛拉克、陈杰 

新疆昆仑宾馆：木塔力甫·买吐尔逊 

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乌鲁

木齐管理站：石天柱 

3.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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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实验中学：王言文 

4.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仵延寿 

5.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人民医院：李继平 

6.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帕提古力·吐孙、阿曼古力·喀德、阿尼克孜·

吐尔迪 

哈拉布拉监狱：王和平、郑丽华、刘军 

阿克苏监狱：阿热孜古力·克然木 

7.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吐鲁番强制隔离戒毒所：杨先全 

8.新疆地矿局 

第三地质大队：李文革 

9.新疆财经大学：艾力江·阿不都克力木、韩乐相 

10.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吐尔逊·努尔屯 

11.新疆工程学院：阿布拉·热依木、乌布力哈斯木·乌买

尔 

12.新疆艺术学院：艾克热木·居马、魏利峰 

13.伊犁州 

奎屯市实验幼儿园：朱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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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技师学院：李建国 

市第 102 中学：马合买提·托鲁提百克 

市第八幼儿园：向云 

市第十四幼儿园：买买提·依明 

15.马兰人事劳动局：于先锋、漆明木、朱建华、邓建新 

16.昌吉州 

州经济协作服务中心：曹通理 

玛纳斯县北五岔学校：邱建平 

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中心幼儿园：艾尼·马木提 

17.克拉玛依市 

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张建平 

市第二小学:赛麦提·苏尔塔 

克拉玛依区前进幼儿园：亚森·喀斯木 

18.塔城地区 

地区社会主义学院：张彦平 

沙湾市金沟河镇中心学校红星分校：杨永胜 

19.哈密市 

伊吾县技工学校：摆生军 

伊吾县水库管理总站：克依木·艾力木夏 

伊吾县中学：文切木·亚合甫 

20.阿勒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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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实验幼儿园：产新梅 

喀纳斯景区管委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刘志满 

21.巴州 

巴州宾馆：马建明、桑加甫 

库尔勒市英下乡：艾买提·依明 

22.阿克苏地区 

地区雷达二站：李长虹 

阿克苏军分区参谋部：袁兴华 

阿克苏市第三中学：何勇 

沙雅县第五中学：吐尔洪·斯依提 

沙雅县第四小学：苏来曼·艾米杜力 

温宿县恰格拉克乡中学：阿里甫·托乎提 

温宿县共青团镇第一小学：亚森·艾山 

温宿县克孜勒镇中学:麦麦提艾力·亚森 

拜城县黑英山乡中学:赛买提·阿布拉 

拜城县黑英山乡中心小学：库尔班·买买提、艾尼完尔·麦

麦提依明 

拜城县察尔齐镇中心小学：沙吾提·阿木提 

23.喀什地区 

地委党校：张虎城 

喀什市特殊教育学校：杨开元 

喀什市第三幼儿园：张玉丽、田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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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沙县第一中学：吐尔孙·库都斯 

英吉沙县育才中学：玉苏普·艾力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第二中学：阿卜杜热伊木·吾普尔 

疏勒县第一中学：麦麦提敏·吾吉 

24.和田地区 

和田市民政局：买吐逊·玉素甫 

和田宾馆：吐尔洪·买赛地 

和田县第二中学：买买提托乎提·买买提 

民丰县人民政府：图尔洪·麦提库尔班 

墨玉县第五中学：卡热曼·尼亚孜 

策勒县委：马德生 

（九）电工 

1.自治区教育厅 

教育考试院：潘国军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阿不来提·巴拉提、阿依古力·艾沙 

于田监狱：王永伦、张国森 

3.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张国斌、王文利 

4.新疆医科大学 

第八附属医院：岳仁海 

5.马兰人事劳动局：刘本立、张建戈 



 - 69 - 

6.伊犁州 

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红卫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李玉明 

7.昌吉州 

玛纳斯县清水河哈萨克民族乡：达拉汗·哈纳哈提 

8.博州 

博乐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吐尔巴特 

9.塔城地区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袁志刚 

10.哈密市 

市第十三中学：张晓冰 

11.克州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卢松柏 

12.巴州 

焉耆回族自治县市政工程维护管理处：马文林 

13.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塔里木乡文化站：艾尔肯·塞迪 

14.喀什地区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白军卫 

喀什市第三幼儿园：马如源 

叶城县水管总站：徐力 

疏勒县牙甫泉镇中学：艾则孜·库尔班 



 - 70 - 

15.和田地区 

于田县自然资源局：麦图尔荪·玉苏普 

（十）锅炉操作工 

1.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柳宏利 

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买买提依明·买提努尔 

3.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吐鲁番监狱：彭玉胜 

乌苏监狱：李勇 

巴音郭楞监狱：邓建设 

4.新疆大学：闫建新 

5.新疆医科大学：邢权 

6.新疆财经大学:柴勇 

7.新疆警察学院：龚海新 

8.乌鲁木齐市 

市友谊医院：申世平、党天荣 

9.马兰人事劳动局：张义勇、徐予新、高江海、乔永军 

10.伊犁州 

州党委：佟卫京、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克力木 

伊宁市实验幼儿园:吐呼鲁克·阿布都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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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县人民政府：马龙旭 

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汪敏 

霍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李红军 

昭苏县第一中学：苏尔旦·托合达生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高级中学：阿吉努尔·胡达别尔干、奴

尔波拉提·阿山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初级中学：赵文山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心幼儿园:李春来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叶尔肯·托克逊拜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盐城实验学校：郭志强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加尕斯台镇中心校：哈力木拉提·努尔 

11.昌吉州 

州人民医院：武军 

呼图壁县人民医院：王连革 

12.克拉玛依市 

市中心医院：王晓 

13.博州 

州开放大学：布嘎、吐尔逊·肉孜 

州蒙古中学：依登巴特 

14.塔城地区 

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王勇 

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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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杨平 

15.阿勒泰地区 

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李青 

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潘竟明 

地区师范学校：海拉提·苏力坦 

哈巴河县高级中学：加尔肯·对生 

吉木乃县托斯特乡牧业寄宿学校：叶尔杰提·达吾列提汗 

富蕴县杜热镇第二牧业寄宿制学校：阿依登别克·哈那皮亚 

16.克州 

州职业技术学院：赵改政 

州第三中学：帕拉提江·吐达吉 

阿合奇县人民医院：张清理 

17.巴州 

库尔勒市西尼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衣不拉音·毛拉克 

尉犁县第一中学：麦麦提·阿西木 

18.阿克苏地区 

地区儿童福利院：贾春德 

阿克苏市人民政府：司迪克·吾斯曼 

阿克苏市第五中学：塔依尔·托合提 

沙雅县第七中学：王春潮 

19.喀什地区 

喀什第二中学：史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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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和田地区 

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吐尔洪·努尔 

地区广播电视台：吐送托乎提·艾合买提 

(十一)护林员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察布查尔分局：努尔古丽• 胡尔曼江 

霍城分局：艾合拜尔·库尔班江 

尼勒克分局：刘庆国、尼木才仁·奴拉西、赛力克·木沙别

克、巴合提亚·阿布都拉、阿满太·那阳、沙泰·吉勒达斯汗、

乌拉拜·木哈买得汗、马达尼亚提·阿布都克力木、库万尼西·努

尔达吾来提、吐尔德别克·木卡西 

特克斯分局：土汗别克·托克达木江、克里木江·阿依提白

克 

昭苏分局：格里艾力·阿布加提、热合木·马洪、阿地力奴·胡

拉木斯、巴合别尔干·艾克拜、吐尔干江·阿力马洪、叶尔波拉

提·巴依达列提、巴合提江·木哈西、买吾列江·达吾提、买林

别克·玉山、努尔太·赛山拜、叶尔肯·吾坎、闫振虎、叶力木

拉提·居马别克 

2.伊犁州 

尼勒克县次生林管理总站：哈尔木拉提·吾买尔江 

3.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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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羌县自然资源局：艾买尔·吾斯曼 

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马宏伟 

（十二）绿化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吐尔逊·艾买提 

新源监狱：热合曼·达吾提汗 

哈拉布拉监狱：艾达洪·哈德尔 

2.伊犁州 

伊宁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陈兴元、李建、武志军、孜拜旦·玉

苏甫、玛尔哈巴·克衣木、再乃甫·依孜木、古丽加马丽·依玛

木、古力米热·阿布都热依木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金新龙 

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张先斌 

3.乌鲁木齐市 

沙依巴克区园林队：白书莲、樊利江 

市儿童公园：张晓霞 

市鲤鱼山公园：杨卫、王树、胡达拜地·克依木 

市红山公园：陈辉 

市人民公园：王晶、王伟 

市水上乐园：李永伟、沈章森、杨志刚、白利文、陈勇、何

军、孙卫国 

市柴窝堡国有林场管理处：阿力别克·阿不都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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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兰人事劳动局：陆卫兵 

5.昌吉州 

昌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木热提·赛山 

6.博州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蔡敬彪 

博乐市教育局：翁杨虎 

7.吐鲁番市 

市实验中学：巴力·艾比布拉 

8.哈密市 

伊州区园林绿化中心：韩文博、买买提·艾买提、吾买尔·尼

牙孜、刘艳云、王新忠 

伊吾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所：阿不力孜·阿依买买提、罗倩

莲、沙达提汗·沙依木 

伊吾县融合发展中心：严海云 

伊吾县盐池镇：巴海·依沙克、乌拉孜别克·巴依汗 

伊吾县淖毛湖镇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发展中心：阿力甫·艾

买提 

9.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自然资源局：郭小强 

10.克州 

乌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王新龙 

11.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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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买热依木古丽·依达也提、吾

麦尔·克然木、麦合麦提衣力·艾合麦提、巴哈古丽·肉孜、买

买提·牙生、吾麦尔江·麦麦提、吐尔逊·吾麦尔、依米提·哈

力克、吾斯曼·司拉木 

库尔勒市种苗服务中心：阿依努尔·阿不都、牙生·肉孜、

塔依尔·吾买尔 

库尔勒市胡杨林管理站：买买提·卡哈尔 

且末县机关事务中心：合力力·克热木 

且末县琼库勒乡：苏来曼·伊萨克 

焉耆回族自治县园林绿化管理处：包晓刚、穆映春 

尉犁县第一中学：吐尔逊·苏来曼 

和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彭明秀 

和硕县林业和草原局：夏拉、巴吐尔、张健 

（十三）林木种苗工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富蕴分局：木斯热提·哈哈夏、沙拉别克·库克斯肯、朱美

安·哈布多拉、热孜亚木·格依提 

福海分局：叶尔肯·吉林奇、古娜孜·努尔随依提、贺孜古

丽·萨得克、苏明东、叶尔肯古力·哈里亚巴 

2.伊犁州 

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镇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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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县曲鲁海乡：赛尔比艳·帕克扎提 

新源县苗圃：马爱萍、艾买提江·胡那洪、张沙力、马海山、

依曼江·玛合苏木、 

巩留县苗圃：阿合买提·要力瓦斯 

3.塔城地区 

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王秋林 

托里县市政园林环卫中心：解俄斯·卡日木 

4.喀什地区 

莎车县农业农村局：阿依努尔·肉孜 

（十四）造林更新工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布尔津分局：毛德军、董淑文、洪兆东、那孜古丽·朝得拜、

杰肯·曼乃、陈小兵、肯吉别克·孟加沙尔、陈冬江、努尔巴义·居

马德尔、阿达克·阿丁、孜拉依达·艾买提、米金虎、加汗·哈

尔阿曼、周增光 

哈巴河分局：薛林、侯素杰、吾拉别克·瓦依汗、库丽加依·尼

亚孜别克、白少章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乌鲁木齐南山分局：王军 

木垒分局：邹明亮 

2.伊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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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自然资源局：库安·赛依提阿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田春花、阿布都瓦力·阿

布都哈尼 

3.昌吉州 

玛纳斯县平原林场：吐尔逊·哈孜拜克、张卫兵、王军、吐

尔逊·托胡提 

4.阿勒泰地区 

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曾宝良 

5.阿克苏地区 

沙雅县胡杨林管理站：热依木·阿木提 

6.喀什地区 

巴楚县巴楚镇：月热姑·艾买提 

7.和田地区 

于田县儿童福利院：排日达木·买提哈司木 

于田县木尕拉镇：布艾加尔·阿卜杜拉 

墨玉县吐外特乡：麦提托合提·阿塔伍拉 

（十五）农艺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福海监狱：张建伟、徐友忠、贺玉春 

沙雅监狱：买买提·马木提、李安红、阿力肯·阿不力米提 

于田监狱：阿卜杜艾尼·巴拉提 

2.伊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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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依斯坎代尔·艾尔肯、海米提·阿依拜

克 

伊宁市克伯克于孜乡：邱莉、刘勇 

3.塔城地区 

额敏县农业农村局：王振军 

4.克州 

乌恰县种子管理站：阿衣古力·买买提居马 

5.喀什地区 

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艾尔肯·买买提 

叶城县技工学校：冯芳红 

叶城县吐古其乡：帕提姑丽·吐逊 

6.和田地区 

和田市玉龙喀什镇：穆太力普·如则托合提 

（十六）花卉工 

伊犁州 

奎屯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孙效洁、高善玉、邓红梅、张燕、

蒋敏媛 

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陈绍峰、杨继革、郭瑞 

（十七）育苗工 

乌鲁木齐市 

市种苗场：沙吾江·艾买提、沙迪克江·艾买提、刘桐旺、

卡依木·阿木都米提、阿孜木·阿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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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草地植保工 

1.伊犁州 

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古丽扎尔·夏吾开提 

2.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齐巴尔镇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孟飞 

福海县喀拉玛盖镇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加尔肯·黑

沙、奴尔别克·才一多拉 

3.巴州 

和静县林业和草原局：库热西·热西提 

（十九）牧草栽培工 

塔城地区 

地区减灾保障服务中心：帕哈提 

塔城市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孙伟晨 

额敏县郊区乡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沙布尔江·吐尔逊别克 

额敏县二道桥乡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巴吾尔江·阿瓦斯 

额敏县喀拉也木勒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不里克·饿日斯别

克 

（二十）草地监护员 

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林业和草原保护中心：木黑亚提·阿哈提 

（二十一）护理员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 81 - 

于田监狱：帕提古丽·麦托合提 

2.伊犁州 

州新华医院：赛伊丹·阿扎提 

伊宁市达达木图镇卫生院：祖力胡玛尔·阿巴丝 

伊宁市潘津镇卫生院：哈司叶提·亚尔买买提、木尼拉·阿

不拉、古力巴努木·艾合买提、古丽奴尔·依则孜 

伊宁县喀什镇卫生院：热比艳木·米吉提 

伊宁县萨木于孜镇卫生院：祖力布乃·努力买买提 

霍城县中医院：奴日孜也·帕达洪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绰霍尔镇卫生院：海拉提·吐尔孙江 

3.塔城地区 

托里县乌雪特乡卫生院：阿赛英哈孜·那克曼 

4.哈密市 

伊吾县淖毛湖镇卫生院：贾凤梅 

5.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人民医院：刘俊红 

新和县人民医院：王燕、丁尼散木·加马力 

拜城县人民医院：马岚、肉先古丽·托乎提 

6.喀什地区 

莎车县人民医院：马晓军、王朝阳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中心卫生院：阿依夏木·艾买尔 

7.和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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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热萨莱提·奥布力喀斯木、阿衣尼

沙·阿吾提 

地区传染病医院：伊巴代提·图尔荪尼亚孜、阿依提拉·图

尔洪 

地区精神病福利院：阿米那·艾合买提 

和田市伊力其乡卫生院：吐尔洪江·马合木提 

和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阿依努尔·吾布力海日 

和田县布扎克乡卫生院：古海尔尼萨·阿布地艾尼 

和田县塔瓦库勒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奥古丽

妮萨·图尔荪托合提 

和田县吾宗肖乡计生站：娜瓦罕·麦提尼亚孜 

和田县巴格其镇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艾斯克

尔·艾拜都拉、艾比班·买吐送 

洛浦县多鲁乡卫生院：帕提古丽·亚森 

民丰县萨勒吾则克乡卫生院：阿瓦罕·阿卜杜拉 

墨玉县人民医院：艾克拜·艾合麦提、努尔曼罕·阿卜拉、

买合皮热提·阿布都喀迪尔 

墨玉县维吾尔医医院：古丽巴哈尔·亚森 

墨玉县英也尔乡卫生院：玛依奴尔·麦合木提 

墨玉县芒来乡卫生院：帕提古丽·图尔荪 

墨玉县普恰克其镇卫生院：吾哈丽尼萨·居麦、图尔荪古

丽·图尔迪尼亚孜、伊帕尔罕·阿力木江、热孜宛古丽·图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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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汉图罕·阿卜拉、海丽且姆·麦苏木 

墨玉县喀尔赛镇卫生院：图荪妮萨罕·麦麦提敏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卫生院：努尔曼·麦合木提 

于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奴尔曼古丽·塞地 

于田县新城区卫生服务中心：吾热丽汗·吾拉音 

于田县阿热勒乡卫生院：图尼萨汗·阿卜杜艾尼、 

布买日木汗·阿布都热西提 

于田县加依乡卫生院：吐送古丽·吐地 

于田县喀拉尔克乡卫生院：布海丽且木汗·阿布都热合曼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卫生院：再娜甫罕·买托合提 

于田县希吾勒乡计生站：阿卜杜拉·阿卜杜热曼、托赫提萨

依普汗·麦提赛迪、布买热姆罕·阿卜杜外力、斯甫热木汗·托

乎提尼亚孜 

于田县木尕拉镇卫生院：阿依先古丽·买提库尔班 

（二十二）保育员 

1.新疆大学：热孜万·巴克 

2.伊犁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卫生院：阿依曼·托布拜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洪齐乡卫生院：沙里哈木·阿山 

3.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南新幼儿园：田金华 

克拉玛依区前进幼儿园：李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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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区南湖幼儿园：梁立莉 

克拉玛依区城南幼儿园：桑蔚 

4.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恰库尔图镇牧业寄宿制学校：库丽扎·阿别克 

布尔津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王春芳 

福海县喀拉玛盖镇顶山牧业寄宿制学校：布洛门古丽·地资

木汗 

5.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新星幼儿园：杨琴 

6.喀什地区 

市第三幼儿园：刘新永、余慧萍 

市第七幼儿园：付海霞 

英吉沙县技工学校：吐尔浑·阿布都热依木 

莎车县第五小学：胡其海 

莎车县塔尕尔其镇拜什盖买小学：如先古力·马木提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一小学：麦麦提艾力·马木提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第一小学：沙吾提·牙生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第二小学：艾尼·依米尔 

叶城县吐古其中学：阿迪力·斯依提 

叶城县依提木孔乡小学：阿布都热依木·沙迪克 

叶城县第十小学：祖丽菲亚·阿布都拉 

（二十三）妇幼保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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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市 

鄯善县维吾尔医医院：帕提古丽·吾拉音 

（二十四）电子计算机调试员 

1.乌鲁木齐海关 

地窝堡机场海关：王强 

2.马兰人事劳动局：陈永平、牟平 

3.哈密市 

伊州区民政局：徐世娟 

伊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春艳 

伊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魏燕 

4.巴州 

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马明、曹彦斌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张斌、张红伟 

库尔勒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邵海明 

库尔勒市希望街道办事处：韩东 

库尔勒市和什力克乡：奴拉古力·木沙 

5.阿克苏地区 

地区行署：吕群 

地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郭新敏 

（二十五）计算机操作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儿童医院：梁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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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张建奇 

3.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监狱：赵敏 

4.新疆医科大学 

第八附属医院：周莹 

5.乌鲁木齐市 

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王萍 

6.博州 

州教育局：林鹏 

7.哈密市 

市第二中学：吴晓峰、李江生 

8.阿勒泰地区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周媛 

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大队：邓刚 

9.克州 

州环境监测站：王强 

阿图什市民政局：李玉刚 

阿图什市幸福街道办事处：吴跃华 

阿合奇县医疗保障局：阿依娜古丽·木哈买提 

10.巴州 

库尔勒市团结街道办事处：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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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喀什地区 

叶城县人民政府：马守斌 

叶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吐鲁洪·玉素甫 

伽师县自然资源局：郭建伟 

莎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阿依古力·吐尔地 

（二十六）计算机排版工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文印中心：王芳 

2.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吐尔逊·阿布都热合曼 

（二十七）农机修理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阿布都卡地尔·阿布都热西提、曹永远 

福海监狱：张秀俊、王虎龙 

沙雅监狱：艾则孜·吐拉甫、阿合尼牙孜·那尤甫、司马义·

孜日甫、艾尔肯·乃买提 

阿克苏监狱：王玉红 

2.伊犁州 

伊宁县曲鲁海乡：夏合丁·依尼皮丁 

霍城县清水河镇：刘刚 

3.昌吉州 

吉木萨尔县农机技术推广站：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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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夏孜盖乡：党增·乔龙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别克·恰里布汗、那

木鲁 

5.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海拉提·黑扎提 

6.克州 

乌恰县农业农村局：库吐西·达斯旦 

7.巴州 

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克帕彦·木沙、塔吉尼沙·孜牙吾东 

和硕县农业农村局：吐鲁洪·吐拉洪、巴特尔 

和静县农业农村局：丛兰 

8.喀什地区 

叶城县铁提乡：阿布来提·努尔 

叶城县棋盘乡：牙森·艾买提 

叶城县乌吉热克乡：努尔买买提·塔西 

叶城县技工学校：阿布都热依木·阿布力米提 

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卜杜艾尼·吾普尔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艾海提·艾合麦提 

（二十八）餐厅服务员 

1.自治区人大 

新疆人民会堂管理中心：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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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五监狱：吴永军 

昌吉监狱：邵全华 

乌苏监狱：何建芳、李晓梅 

3.马兰人事劳动局：千志红 

4.巴州 

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金花 

巴州宾馆：布尔曼 

（二十九）客房服务员 

1.新疆大学：卡米热·艾合买提 

2.塔城地区 

乌苏市第一中学：黑扎提·阿依提库尔马西 

3.和田地区 

和田宾馆：李建红 

（三十）保管员 

1.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宁疆 

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药物研究所：张建民 

3.新疆广播电视台：宋克岩 

4.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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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监狱：买买提艾力·卡德尔 

福海监狱：邓前进 

乌苏监狱：张兴 

5.新疆财经大学：张根筹 

6.马兰人事劳动局:马影晓 

7.昌吉州 

昌吉市人民武装部：李喜刚 

8.塔城地区 

乌苏市委党校：葛祥军 

9.阿勒泰地区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孜亚提·阿德力别克 

地区特殊教育学校：乌木提·派佐拉 

阿勒泰市团结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孜古丽·叶斯木汗 

阿勒泰市萨尔胡松乡寄宿制学校：阿德力别克·阿布德哈尼 

布尔津县冲乎尔镇孔吐罕村小学：木合亚提·哈兰别克 

哈巴河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中心：张志英、王兴武 

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中心小学：别肯·沙布尔别克 

富蕴县杜热镇第一牧业寄宿制学校：叶尔肯·毕扎特 

富蕴县克孜勒希力克乡牧业寄宿制学校：金恩斯·哈毕多拉 

青河县人民武装部：依合山·哈比毛拉、吾尔兰·沙德克 

青河县阿尕什敖包乡牧业寄宿学校：夏力哈尔·阿布力、吉

格尔·赛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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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河县塔克什肯镇牧业寄宿学校：金恩斯·阿依达尔汗 

（三十一）钻探工 

1.新疆地矿局 

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程宏彬 

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大队：杨远平、张睿、胡祥斌 

第三地质大队：刘军、李宏、武大斌、许旭东、彭亮 

第六地质大队：曾向阳、张宏伟、唐钧 

第七地质大队：张军、申文光、王新贵、刘永生、沙塔那提·

劳尔别克、赵启明、辛明、阿地里·马合木提 

第十一地质大队：黄胜、艾尼娃尔·司马义、李义明、吕永

斌 

2.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三队：郑平 

(三十二）管工 

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畅金科、潘海明、隋延欣 

2.新疆大学：王永祥、阿布力孜·卡迪尔、阿布都艾尼·木

合买提 

3.新疆医科大学：谢战军 

4.马兰人事劳动局：张绍华、申祖家、孙锡运、郑勇、吕祖

兴 

5.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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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医院：魏军 

6.昌吉州 

玛纳斯县供排水站：孔云、王敬之、徐峰 

7.喀什地区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叶兵山 

喀什第六中学：塔什·木拉 

莎车县人民医院：富卫权 

巴楚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王春、阿卜杜艾尼·阿卜力

孜 

（三十三）有线广播机务员 

1.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8103台：吾甫尔·胡加 

8113台：迪力木拉提·阿依瓦洪 

2.伊犁州 

伊犁广播电视台：秦万宁 

3.乌鲁木齐市 

市广播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岳芙梅 

4.博州 

精河县融媒体中心（精河县广播电视台）：阿依克孜·阿巴

拜克 

5.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葛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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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吐鲁番市 

鄯善县鲁克沁镇：茹克亚·尼牙孜 

7.巴州 

库尔勒市永安街道办事处：亚森·麦苏木 

8.阿克苏地区 

新和县尤鲁都斯巴格镇：阿布力肯木·依明 

9.喀什地区 

地区维吾尔语影视译制中心：阿不都肉苏力·祖农 

巴楚县融媒体中心：阿布都热西提·买买提、艾尔肯·亚森 

莎车县融媒体中心：米尔古力·麦合木提、艾海提·尼亚孜 

叶城县融媒体中心：热那姑丽·吐尔孙 

（三十四）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工 

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委：努尔麦麦提·阿吉 

乌什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喀斯木·托胡提 

阿瓦提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吐逊江·买吐尔地、依明·

麦木提力、木合塔尔·买提尼亚孜、玉苏甫江·塞买提 

沙雅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阿布力孜·达依木、于生德、

艾合买提·阿吾提、艾买尔·阿木提、秀库尔·依明、奥布力·

喀斯木、肉苏力·祖丽皮、艾海提·肉孜、沙帕尔·买合木提、

罗合曼·哈孜、吾斯曼·依米提、拜克日·依米提、塞买提·阿

布都热依木、吐拉甫·塔什、喀斯木·巴拉提、艾山·尼亚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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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合麦提·阿依普、亚生·热合曼、芒力克·艾衣提、图尔荪·

伊敏、艾力·艾则孜、如苏力·拜科日、阿塔吾拉·莫吾拉 

（三十五）药剂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阿布拉江·买买提 

2.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孙涛 

3.伊犁州 

伊宁市人民医院：买尔海麦提·阿布力肯木 

4.昌吉州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卫生院：王发鹏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卫生院：王琴 

5.博州 

州蒙医医院：库拉西 

6.塔城地区 

乌苏市中医医院：刘磊 

7.巴州 

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岩 

8.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人民医院：张双胜、候新军 

阿瓦提县人民医院：韩相玲 

阿瓦提县维吾尔医医院：帕尔哈提·阿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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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喀什地区 

喀什市人民医院：许钰 

莎车县人民医院：艾热提·苏力坍 

（三十六）防疫员 

1.伊犁州 

伊宁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周峰 

伊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阿依库木斯·阿不都热西提、鲜

红 

伊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毛衣丁·尼牙孜 

伊宁县萨地克于孜乡卫生院：兰志明 

2.昌吉州 

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卫生院：高福强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刚 

3.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尼玩·热合曼 

拜城县亚吐尔乡卫生院：艾尼瓦尔·麦木尔 

拜城县老虎台乡中心卫生院：木塔力甫·买买提 

阿瓦提县多浪乡卫生院：米里克孜提·吐尔逊 

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卫生院：月尔丽卡·衣明尼亚孜 

4.喀什地区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卫生院：吾司曼·吐尔逊 

（三十七）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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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治区教育厅 

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岳建国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源监狱：帕尔哈提·依明 

3.马兰人事劳动局：刘培江、马钦、蔡新民、成守民、刘富

奇 

4.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张精业 

5.巴州 

库尔勒市市政工程事务中心：刘文斌 

且末县机关事务中心：宋效军 

（三十八）兽医防治员 

1.塔城地区 

地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杨海江 

托里县庙尔沟镇：别尔德西·努肯、都曼·阔肯、玛达尼亚

提·苏来曼、阿黑哈提·努尔哈里 

2.和田地区 

于田县动物疫病控制与诊断中心：阿依尼萨罕·麦提赛迪、

买买提·吐地 

（三十九）工程测量工 

新疆地矿局 

测绘大队：张立新、潘亚科、李洪江、孙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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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衡器计量检定工 

1.新疆计量测试研究院：刘新江 

2.伊犁州 

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阿布都克力木·阿布都热合曼 

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吴峰、姚向东 

3.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贾立平、麦麦提敏·托合提 

（四十一）钳工 

1.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四队：吴启新 

2.伊犁州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袁德兵、许亮 

3.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卢益 

（四十二）动物检疫检验员 

1.伊犁州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李存银 

2.哈密市 

伊州区农业农村局：燕育英 

伊州区城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张福春 

（四十三）矿山救护工 

昌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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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矿山救护大队：马强、杨洪省、李国庆、王路路 

（四十四）平版印刷工 

1.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阿力木·吐拉洪、阿布拉江·托合提、杨杰领 

2.新疆大学：那杰 

（四十五）污水处理工 

1.昌吉州 

州人民医院：武健 

2.克拉玛依市 

市中心医院：吴春贵 

3.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污水处理站：陈晓林、

赵永胜、甫尔瓦·阿格瓦 

（四十六）电影放映员 

塔城地区 

地区塔尔巴哈台影剧院：刘玉军、李新刚 

（四十七）化学检验工 

克州 

州质量与计量检测所：哈斯木江·卡马力、古丽阿扎提·阿

不来提、莫开来木·阿不都克力木 

（四十八）消毒员 

1.新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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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中医医院：高增洲 

2.昌吉州 

州人民医院：蒋永新 

3.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人民医：古丽孜亚·依力阿亚 

4.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吐尔洪·吐尔逊 

（四十九）医疗器械装配工 

1.新疆农业大学：李礼 

2.昌吉州 

阜康市人民医院：乔云翀 

3.哈密市 

巴里坤县人民医院：李海江 

（五十）影像技术员 

1.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兰学文 

2.喀什地区 

喀什市浩罕乡卫生院：热木提拉·阿瓦孜 

巴楚县城镇卫生院：买买提艾力·赛买提 

（五十一）放射技术员 

伊犁州 

伊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钢 



 - 100 - 

伊宁市人民医院：卡马勒·布洛司 

（五十二）锅炉水质化验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监狱：曹飞 

2.新疆医科大学 

第七附属医院：刘永刚 

（五十三）卫生检验员 

1.伊犁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卫生院：巴热提江·阿布都热

合曼 

2.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人民医院：冯永平 

3.喀什地区 

莎车县人民医院：刘建 

（五十四）车工 

马兰人事劳动局：范海林、奚文同 

（五十五）家畜饲养工 

昌吉州 

昌吉市阿什里乡：阿依怛 

（五十六）口腔修复工 

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李海清 



 - 101 - 

（五十七）舞台灯光照明工 

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克孜尔歌舞团：克依木·司迪克 

（五十八）平装混合工 

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徐文新 

（五十九）液氮机操作工 

喀什地区 

莎车县畜牧兽医局：宋健 

（六十）医用商品保管员 

塔城地区 

地区人民医院：阿哈提·库尔班 

（六十一）有线广播线务员 

昌吉州 

昌吉市融媒体中心：金海蓉 

三、高级工 

（一）汽车驾驶员 

1.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乌鲁木齐八家户地区人民检察院：王浩 

2.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王毅、刘红卫、杨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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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区税务局：张安琪 

4.自治区卫健委 

自治区第一济困医院（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刘亮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艾尔肯·热合曼 

乌苏监狱：蒲江 

6.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王文武 

7.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张帅 

8.自治区贸促会：郑卫波 

9.新疆医科大学 

第七附属医院：付勇胜 

10.新疆警察学院：毛兰·阿不都热依木 

（二）保安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人民医院：努尔艾力·努尔买买提、梅士华 

2.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新疆林业学校： 林惠 

3.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三监狱：贾红霞 

昌吉监狱：穆和塔尔·哈德尔、伊力哈木·艾则孜、张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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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雄、钱红、唐世春 

吐鲁番监狱：陈军、张贯通 

乌苏监狱：阿吾列别克·哈力肯 

4.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申庆华 

5.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陈旭 

6.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卢庆才 

7.新疆大学：翟默然 

8.新疆财经大学：刘刚 

（三）文秘资料员 

1.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实验中学：于磊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三监狱：哈力旦·艾希丁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王鹏、杨秀娟 

3.新疆大学：高正旺 

（四）计统财会员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王莉 

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人民医院：杨经政 

自治区第一济困医院:常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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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乌鲁木

齐军事代表室：张辉 

4.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李海省 

（五）中式烹调师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机关服务中心：古红军、苗绪奎 

2.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昆仑宾馆：郑良军 

新疆迎宾馆：张宏刚、高莲东、刘成垒、杨华、买买提·衣

明 

3.自治区总工会 

第二工人疗养院：巴提拉·木达 

4.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机关服务中心：郑晓丹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卡尔墩监狱：阿扎提古力·吾休尔 

（六）电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于田监狱：麦图迪·喀迪尔 

（七）锅炉操作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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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监狱：濮生兵、王文忠 

2.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吐鲁番强制隔离戒毒所：马长江 

（八）护林员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1.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特克斯分局：热合买提江·吐地 

昭苏分局：界克斯努尔·木哈西 

2.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青河分局：帕丽哈·毛肯 

福海分局：吾瓦提汗·叶木扎、郎济江 

布尔津分局：米拉斯汉·哈力汗 

哈巴河分局：胡木尔别克·巴合达提 

（八）绿化工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青河分局：张江江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玉山江·艾买提、胡西旦·艾买提 

3.新疆农业科学院 

吐鲁番农业科学研究所：蔡小菊 

4.新疆财经大学：贾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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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林木种苗工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昭苏分局：潘建江 

（十）造林更新工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木垒分局：玉苏甫 

（十一）农艺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于田监狱：麦图隼·日杰甫、买提库尔班·阿布拉 

2.新疆农业科学院 

吐鲁番农业科学研究所：艾克拜·衣沙木丁 

（十二）计算机操作员 

1.自治区人大 

新疆人民会堂管理中心：木特宁甫·吐尔迪 

2.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机关服务中心：王俊力 

3.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乌鲁木齐管理站：欧阳娅荔 

4.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三监狱：刘峰林、林泉、李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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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疆大学：沈浩 

6.马兰人事劳动局：位艳、房术勇、高雪燕、巩淑霞、王洁、

王林艳、李兰、赵林华、冯娟、翟素花 

（十三）农机修理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福海监狱：许汉军 

于田监狱：奥布力喀斯木·热杰普 

（十四）餐厅服务员 

1.自治区人大 

新疆人民会堂管理中心：阿地拉·阿不来提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五监狱：王磊 

昌吉监狱：刘红梅 

（十五）客房服务员 

1.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北戴河干部休养所：单俊颖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奴日曼古力·吾吉 

（十六）保管员 

1.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郝向军、郭李丽、高润飞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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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监狱：尹小娟 

沙雅监狱：艾买提·扎克尔、艾麦尔·喀斯木、艾尼瓦尔·赛

买提 

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乌鲁木齐储供基地 

解放军 32322部队保障一队：张程 

4.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胡斌 

（十七）钻探工 

1.新疆地矿局 

第三水文工程地质大队：芦凯明 

第四地质大队：朱小刚、金恩斯·思哈克 

第九地质大队：常亮、李川 

2.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四队：樊全会 

（十八）管工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迎宾馆：塔依尔·力提甫 

2.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机关服务中心：周端 

3.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监狱：柳全财 

4.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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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管理站：刘子泉 

（十九）有线广播机务员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吐尔干江·塔西买买提 

652 台：艾尔肯·吾斯满 

8109台：古丽沙衣尔·玉鲁西 

（二十）动物检疫检验员 

自治区畜牧兽医站 

动物卫生监督所：热依木江·木明 

（二十一）平版印刷工 

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曹建科 

（二十二）家畜饲养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福海监狱：巴合提别克·买代力汗 

（二十三）医用污水处理工 

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韩涛 

四、中级工 

（一）汽车驾驶员 

1.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天山电影制片厂：祝艺、张红军、王健 

2.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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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检察官学院：张栓岐 

3.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第二测绘院：张程 

综合地质勘查队：王志平 

4.自治区商务厅  

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吴建斌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乌鲁木齐未成年犯管教所：孙虎 

和田监狱：阿布都外力·依明 

吐鲁番监狱：孙海林 

沙雅监狱：周军、艾司卡尔·吾休尔 

喀什未成年犯管教所：陈鹏、白新忠、郝雪峰、哈提别克、

王磊 

福海监狱：恩塔马克·哈布拉西 

于田监狱：吉力力·达吾提、艾力江·喀斯木、克拉木江·依

明尼亚孜 

阿克苏监狱：塔依尔江·吾拉依木 

6.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乌鲁木齐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吴炅、外力·阿不都热依木 

7.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服务中心：艾尼江·买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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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艾克拜尔·艾合买提江 

9.新疆地矿局  

第六地质大队：刘书军、阿不来提·肉孜、李守清、张留柱 

10.新疆农业科学院 

拜城农业试验站：库尔班·库孜、库尔班·吾守 

11.新疆艺术学院：杨金保 

12.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何义鹏 

13.新疆大学：艾合买提·库尔班 

（二）保安员 

1.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卜永正 

2.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六队：木合塔尔·阿布拉米提 

3.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新疆林业学校：帕肉克·帕力哈提 

4.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监狱：艾克热木江·阿不力孜 

第三监狱：古丽拜尔·吐尔逊 

昌吉监狱：杨超、李建东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陈川江、努尔夏提·克力木江、阿地

力江·阿西尔、提力克·艾尔肯、甫拉提·吾热力塔依 



 - 112 - 

吐鲁番监狱：赵子龙 

巴音郭楞监狱：汪洋、吐孙姑·艾则孜 

福海监狱：木热阿力别克·卡德尔别克、热依扎别克·马合

苏木汉、特列吾别克·别肯、江俄尔·达吾列提汗、哈哈尔江·热

黑汗、叶尔扎提·卡比、木合塔拉别克·艾布勒、木合牙提·哈

不拉西木 

乌苏监狱：热合甫·热拉西、都曼·达吾列 

于田监狱：达吾提·麦托合提、库热西·达吾提、吐孙·买

司地克、王继兵、阿卜杜艾则孜·麦图荪 

5.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乌鲁木齐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古丽扎尔·艾孜孜、刘浩 

6.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阿尔米丁·阿巴白克力 

7.新疆艺术学院：牛林 

（三）文秘资料员 

1.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天山电影制片厂：谢斌 

2.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自治区人防行政执法监察总队：阿依别克·赫亚克巴依 

3.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侯仰涛 

4.新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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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附属医院：白克热阿吉·艾尼 

5.新疆大学：刘佳 

（四）计统财会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收犯监狱：靳云 

吐鲁番监狱：毕婧 

2.自治区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慧娟 

3.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刘新福、刘晓琴、刘玲 

（五）中式烹调师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迎宾馆：王鸿 

新疆昆仑宾馆：努尔麦麦提·吾须尔尼亚孜 

2.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艾合买提·赛莫尔 

3.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朱森、刘新利 

4.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昌吉监狱：吾古兰妮莎·达吾提、陈雨佳 

阿克苏监狱：李雪丹 

乌苏监狱：阿孜古丽·阿里木江 

沙雅监狱：艾克热木·艾海提、买合木提·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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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监狱：李铁兵 

5.新疆艺术学院：哈木拉提·阿布拉 

（六）电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卡尔墩监狱：潘东平  

2.新疆医科大学 

第七附属医院：程哓毅 

（七）锅炉操作工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吴立新、杨军 

（八）护林员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1.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阿勒泰分局：巴哈提别克·吐尔提汗 

布尔津分局：朱奴都孜·肯吉别克、德力卡提·库色尔汉、

努尔巴克·阿汉 

福海分局：李菊玲、阿力马什·拜山别克、肯吉尔古丽·不

拉力汗、来守亮 

哈巴河分局:徐长营 

青河分局:米拉提·努尔旦、叶斯波拉提·胡马尔、热衣扎

别克·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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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 

巩留分局：俄不拉洪·吾甫勒喀斯木 

蒙玛拉分局：艾尼瓦尔·奴尔东、地尔木拉提·吐尔汗卡得、

热孜亚·艾里、吐尔干江·马木提 

尼勒克分局：塔力甫江·纳斯尔、艾则孜·阿布都勒 

特克斯分局：卡依沙尔·米干拜、阿吉·阿不都拉、玉山江·达

吾提、吐拉江·肉孜 

昭苏分局：古斯麦衣·肉孜、阿力木江·肉孜、扎依旦木·买

海提、塔衣尔江·肉孜、吐拉江·肉孜、艾吉提木江·肉孜、亚

合甫江·赛帕日、阿布都瓦力·艾拜都拉、阿西木江·它西、阿

依甫江·纳斯尔 

伊宁分局：玉山江·艾里江、艾力·库尔班、吾斯曼江·五

买尔江 

（九）绿化工 

1.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青河分局：孙超、孙青泉、乌热勒别克·斯兰别克 

2.新疆地矿局 

第九地质大队：吴卫东 

3.新疆财经大学：买买提江·阿不力孜 

（十）林木种苗工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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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富蕴分局：苏来曼·阿拉依、沙依拉提·沙比多拉 

布尔津分局：塔拉甫汗·卧汉 

（十一）造林更新工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 

青河分局：那斯福汉·胡马尔 

（十二）农艺工 

1.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和田蚕桑科学研究所：吐逊古丽·那衣甫 

2.新疆农业科学院 

拜城农业试验站：庾金理 

（十三）护理员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亥仁萨·库都来提 

昌吉监狱：杨培彬 

2.新疆艺术学院：毛久达·贾马利丁 

（十四）计算机操作员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女子监狱：阿依仙木·斯提尼亚孜 

昌吉监狱：龚毅、杨琳、李彬 

福海监狱：郑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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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监狱：张学琦 

卡尔墩监狱：刘宗发 

2.新疆广播电视台：郭强 

3.新疆大学:曾小军 

（十五）计算机排版工 

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侯力中 

（十六）农机修理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买买依明·库德来提、亚森·阿尤甫 

卡尔墩监狱：亚森·玉散 

（十七）餐厅服务员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迎宾馆：布买热艳·波提瓦依、吾日古丽·阿不力孜、

热孜完古力·木合德尔、孙菁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五监狱：美力卡扎提·木拉提、王乐 

昌吉监狱：李彤彤 

乌苏监狱：麦地娜·哈里木、成红、马海荣 

（十八）保管员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库尔勒监狱：托乎提·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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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监狱：艾山江·喀斯木 

（十九）钻探工 

新疆地矿局 

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邓炜 

第六地质大队：张岗 

第九地质大队：倪前疆、郭新江 

（二十）管工 

1.新疆农业科学院 

后勤服务中心：贾国鹏 

2.新疆财经大学：买合木提江·艾买提 

（二十一）有线广播机务员 

1.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天山电影制片厂：刘向东 

2.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热米拉·米吉提 

（二十二）防疫员 

自治区监狱管理 

和田监狱：拜克尔·艾克热木 

（二十三）焊工 

新疆地矿局 

第九地质大队：张文强 

（二十四）工程测量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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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海监狱：王鹏 

2.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张仕彪 

（二十五）钳工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刘刚 

（二十六）化学检验工 

新疆地矿局 

第六地质大队：马小磊 

（二十七）医疗器械装配工 

新疆医科大学 

第六附属医院：何纲 

五、初级工 

（一）汽车驾驶员 

1.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艾力江·吾买尔、肉斯坦木·阿不都

热合曼、塔富克·居日艾特 

2.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会计干部培训中心：杨树森 

3.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植物保护站：阿迪里江·牙生 

4.自治区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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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服务中心：谢志军 

自治区人民医院：祁瑞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监狱：金泉·哈西巴特 

第四监狱：库尔班·吐尔逊 

和田监狱：阿布都力提甫·库尔班 

福海监狱：努尔扎提·卡毕 

于田监狱：亚森江·买提玉苏甫 

6.自治区戒毒管理局：高磊 

昌吉强制隔离戒毒所:罗启军、李荣磊 

7.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 三队:于磊 

8.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新疆经济贸易技师学院）：亚森依明·吐

尔迪 

9.新疆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刘军安 

（二）保安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恩宇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福海监狱：乌木尔别克·孜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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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伊宁强制隔离戒毒所：齐炯炯 

喀什强制隔离戒毒所：木拉迪力·艾尼、阿迪里·依明 

（三）文秘资料员 

1.自治区党委编办：马晓翠 

2.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胡什塔尔·木哈买提 

（四）护理员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昌吉强制隔离戒毒所：魏洁 

（五）计算机操作员 

1.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阿克力江·阿里木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巴音郭楞监狱：杨先辉 

和田监狱：蒋乐 

3.新疆大学：李伟 

（六）钻探工 

新疆地矿局 

第六地质大队：韩照阳 

（七）管工 

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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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教学仪器厂：文军、白博 

（八）防疫员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卞卡 

（九）口腔修复工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博乐强制隔离戒毒所：外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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