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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社函〔2022〕262号  

                     

关于认定周军等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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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周军等 759名同志自 2022年 8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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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周军 

2.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建设行政执法局:刘秋云 

3.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建兵 

4.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李刚 

国家税务总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税务局：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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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景涛、阴

金玉 

国家税务总局吐鲁番市税务局：景新学 

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税务局：马新义 

国家税务总局奎屯市税务局：郭立新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李恒权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孟勇 

国家税务总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税务局：李勇 

国家税务总局昭苏县税务局：白长勇 

国家税务总局鄯善县税务局：杨晓勇 

国家税务总局高昌区税务局：李鹏伟、何远涛 

5.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永成 

6.自治区体育局 

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张达疆 

7.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警务保障中心：张伟 

第四监狱：张超德 

吐鲁番监狱：成士民 

8.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马建国、陆启胜 

9.乌鲁木齐海关：程向军、周玉强 

10.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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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犁州 

州国家保密局：安卫俊 

州妇幼保健院：赵立军 

伊宁卫生学校：曲新国 

伊宁县人民政府：王福胜 

奎屯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孙建国 

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张星 

奎屯市市政设施服务中心：钱卫东 

霍城县人民政府：魏东、玉努斯江·艾沙 

特克斯县人大：奴尔伯拉提·阿迪力别克 

特克斯县总工会：吉宏波 

特克斯县统计局：陈平 

新源县委：胥小石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关小虎、买合买提江·伊民江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唐春军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高斌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乡村振兴局：何东卫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镇：王晓明 

巩留县财政局：殷文成 

巩留县水利局：吴文杰 

尼勒克县委：郭开亮 

尼勒克县财政局：吐尔逊艾里·乌拉孜、赵进军 

昭苏县农业农村局：叶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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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县残疾人联合会：张晓华 

12.乌鲁木齐市 

市柴窝堡国有林场管理处：木斯牙提·沙达依 

市第八十一中学：杨德军 

市第十四幼儿园：修霖 

水磨沟区环卫清运队：宋会杰 

水磨沟区市政设施养护队：邱华 

天山区环卫清运队：胡建国 

米东区铁厂沟镇：张军 

13.昌吉州 

州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陈坚 

奇台县自然资源局：张建军 

奇台县人民医院：黄勇 

奇台县水政监察大队：吴建功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建明 

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毛斌 

吉木萨尔县司法局：李多忠 

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杨斌 

玛纳斯县第一中学：巨建勋 

14.克拉玛依市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邢文辉、何建华 

15.博州 

州信访局：王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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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行政服务中心：海拉提·哈里哈孜 

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孟克巴特 

温泉县农业农村局：托坎 

温泉县查干屯格乡：王春军 

16.塔城地区 

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万金辉 

地区财政局：张四平 

地区农业农村局：木拉特江·加列里 

地区人民检察院：阿扎提·阿不都哈德尔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齐学礼 

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赵建江 

塔城市人民政府：马继伟 

塔城市人民法院：杜得臣 

塔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赵学峰 

塔城市安全生产监察大队：王雁宾 

塔城市殡葬所：冯金明 

沙湾市人民法院：姚晓云 

沙湾市价格认证中心：孟涛 

额敏县委统战部：李刚 

额敏县人民法院：李伟江 

额敏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康勇 

裕民县人民政府：严冰 

裕民县委宣传部：闵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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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县畜牧兽医局：党延文 

托里县人大：阿斯哈提·艾丁 

17.吐鲁番市 

市人民检察院：王剑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曹细军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王永生 

市人民政府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周俊良、商兆新 

高昌区委：阿力甫·买买提 

高昌区人大：崔业斌 

高昌区人民检察院：杜万民 

高昌区人民法院：苏恒沛 

高昌区公安局：张勇 

高昌区人民武装部：高长忠 

高昌区水管总站：何春生 

鄯善县委组织部：刘爱锋、侯胜磊 

鄯善县委宣传部：薛刚 

鄯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陈贵、张柏仁 

鄯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荣庭 

鄯善县应急管理局：吴明清 

鄯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国华 

鄯善县人民医院：张银山 

托克逊县委：王军 

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钮建广 



 - 7 - 

托克逊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黄勇 

托克逊县林业和草原局：刘勇 

托克逊县人民医院：雷阳 

18.哈密市 

市交通运输局：赛买提·木沙 

市生态环境局：马庆民 

市自然资源局：吴伟、玉努斯·阿布列孜 

市体育运动学校：王江 

市第十中学：马新俊 

伊吾县委：张训锋 

伊吾县财政局：冯建军 

19.阿勒泰地区 

地区行政公署：张廷强 

地区生态环境局：孙桂波 

地区生态环境局阿勒泰市分局：王兴志 

阿勒泰市拉斯特乡：李家强 

20.克州 

州人民政府外办：柳学文 

州司法局：唐成树 

21.巴州 

州党委：关涛 

州人民检察院：袁平利 

州中级人民法院：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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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生态环境局库尔勒分局：侯红海、吴刚 

库尔勒市人大：曹建春、马卫星 

库尔勒市交通运输局：权财年、黄世峰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李兴义、周隶、王涛 

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塔依尔·热合曼、库尔班·木萨 

库尔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赵永强、南东阳 

库尔勒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蒋聚金 

库尔勒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刘明书 

库尔勒市残疾人联合会：张昌良 

库尔勒市市政工程事务中心：买合木提江·尼扎木东、冯敏

科、马文军 

库尔勒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李忠、李建国 

库尔勒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房力、彭路生、王福、李爱民 

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潘保伟 

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街道办事处：张敬国 

若羌县机关事务中心：张雪军 

和静县委：王承 

和静县政协：李民 

和静县司法局：马福林 

轮台县财政局：孟建勇 

轮台县人民政府：王海军、李安勇 

轮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李金良 

轮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邓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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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简弘焉 

焉耆回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马仁银 

焉耆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健 

焉耆回族自治县园林处：孙三江 

尉犁县人大：库来西·艾买提 

22.阿克苏地区 

地区渭干河流域管理局：李君生 

库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艾海提·阿木提 

库车市妇幼保健院：艾合买提·巴拉提 

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卫生院：喀哈尔·艾吾拉木 

新和县委：艾尼玩尔·艾买尔 

拜城县水资源总站：肉孜·阿比提 

温宿县阿热勒镇：刘来会 

乌什县人民政府：努尔买买提·托胡提 

乌什县人民医院：张军红 

23.喀什地区 

地委：蒋志麟 

地区人大：塔依尔·买买提 

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文 

地区司法局：艾尼瓦尔·亚森 

地区党员教育中心：舒昌禄 

地区人民检察院：吴龙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尹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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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洪民 

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李华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吴玉健 

泽普县应急管理局：周金利 

岳普湖县乡村振兴局：迪力夏提·艾克木 

疏勒县委组织部：邓清 

疏勒县人民法院：邢佳有 

疏附县人民政府：李福刚 

疏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努尔麦麦提·阿布拉 

疏附县农业农村局：约麦尔江·阿卜杜热伊木 

疏附县托克扎克镇：迪力夏提·吐拉克 

叶城县委组织部：何建平 

莎车县农业农村局种业发展中心：王世瑞 

24.和田地区 

地区人大：梁相利 

地区司法局：阿卜杜喀迪尔·杰力力 

和田市生态环境局：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和田县人民政府：拜克尔·伊敏托合提 

和田县水利局：阿布来海提·黑力力 

洛浦县政协：麦提托合提·麦麦提敏 

洛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库尔班尼亚孜·赫依提 

洛浦县司法局：努日·吐迪 

洛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霍吉艾合麦提·阿卜杜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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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安尼外尔·麦提木萨 

皮山县委：阿不来提·帕孜尔 

皮山县人民政府：阿布都热依木·阿卜杜喀迪尔 

皮山县卫健委卫生监督所：吐鲁洪江·买买提明 

（二）灌排工程工 

1.昌吉州 

奇台县半截沟镇：武成云 

2.阿克苏地区 

地区渭干河流域管理局：牙生·克然木、艾尼瓦尔·艾木都 

乌什县水资源总站：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3.和田地区 

和田县水利局：阿布拉·买买提、苟均才、塔依尔江·阿巴

白克尔 

策勒县水利局：麦提亚森·麦麦提敏 

洛浦县水利局：阿布力克木·阿布都克热木 

（三）保安员 

1.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机关服务中心：汤金利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四监狱：姚庆才、沈麦成 

3.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左元 

附属中医医院：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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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恰库尔图镇牧业寄宿制学校：达哈·哈布西 

5.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第二中学：陈亮 

6.巴州 

库尔勒市市政工程事务中心：马文成 

库尔勒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路新利 

7.喀什地区 

地委：曹军元 

喀什市城市管理局：付立新、陈建明、马跃峰、米阿地力·吾

布卡斯木 

8.和田地区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阿里木江·卡斯木 

（四）文秘资料员 

1.乌鲁木齐海关：周勇 

2.伊犁州 

州党委：魏燕 

伊犁职业中专学校：吴荣斌 

奎屯市人民政府：侯新功、黄步江 

奎屯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任显俊 

巩留县自然资源局：闫冬玲 

3.昌吉州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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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州 

温泉县博格达尔镇：朱超 

5.塔城地区 

沙湾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马哈提·巴依托汉 

额敏县上户镇党群服务中心：哈斯也提·依合山 

6.吐鲁番市 

高昌区委：郭勇 

高昌区市政养护管理处：买生德 

鄯善县融媒体中心：赖建明 

7.哈密市 

伊吾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朱阳 

伊吾县文化馆：阿不列孜·阿不都 

8.阿勒泰地区 

行署：宋卫玲 

9.巴州 

州党委机要保密局：胡宝军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王锐亮、张有胜、尤学文、邬春霖、李英 

库尔勒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杨耀华、张秋艳、邓志红 

库尔勒市第五小学：仇铁军 

尉犁县人民医院：宋新华 

10.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艾斯卡尔·艾力 

库车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亚生·阿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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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喀什地区 

叶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刘军 

12.和田地区 

地区社会保险中心：吾布力·巴拉提 

和田市财政局：章晓军 

和田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秦晓虎 

和田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顾军敏 

墨玉县委：苟英源 

墨玉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杜卫民 

于田县人民政府：不海且木·苏来曼 

于田县加依乡中心小学：吾尼及拉木·阿布都拉 

策勒县职业高中：忙丽沙·艾则孜 

洛浦县武装部：陶斌德 

洛浦县交通局：麦麦提艾力·麦麦提 

（五）电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邵江林、何军、肉孜江·木萨 

2.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安文山 

新疆供销技师学院：章龙 

3.新疆工程学院：陈志峰 

4.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李新文 

天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刘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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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环卫清运队：李安民 

5.博州 

精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少东 

6.巴州 

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石明伟 

7.阿勒泰地区 

青河县阿热勒镇牧业寄宿学校：巴合提努尔·斯兰拜 

二、技师 

（一）汽车驾驶员 

1.伊犁州 

州卫生健康委员会：马学伊、丁兴旺 

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亚力坤·艾山 

州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提力艾合买提·吐兰地 

尼勒克县政协：多盘·那木吉尔 

尼勒克县人民政府：臧国峰 

尼勒克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吴宗福 

尼勒克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张喜财 

尼勒克县供销社：肖文勇 

尼勒克县喀拉苏乡：夏格吉·巴依勒克 

昭苏县人民法院：吐尔逊江·努尔买买提 

昭苏县养路队：阿布都瓦力·于山 

2.塔城地区 

地区第一高级中学：杨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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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草原工作站：哈得勒别克·叶斯木汗 

乌苏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张延福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朱志刚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刘滨涛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董汉宾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查干库勒乡：乌鲁布吉尔·赛音巴图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布克赛尔镇：爱依登·巴依巴提 

托里县人大：加尼别克·苏里坦哈孜 

托里县审计局：叶尔包拉提·切离扎特 

托里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叶尔扎提·胡尔马什、阿拉麦

提·图尔达洪 

裕民县委：沈桂江 

3.克州 

州审计局：肉孜买买提·阿不都热衣木 

阿图什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胡达白尔地·吐尔逊 

乌恰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梁尤刚、牛志强 

乌恰县委：周石磊、杨发强 

乌恰县团委：要力达西·吾买提阿力 

4.巴州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叶国彦、刘国栋 

(二）灌排工程工 

1.伊犁州 

州特克斯河流域管理处：胡瓦尼太·瓦提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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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城县水利局：张旭 

霍城县芦草沟镇：马英财 

巩留县水利服务站：桑小兵 

昭苏县水利局：党延威、李宪秀 

尼勒克县自然资源局：赵亮 

2.昌吉州 

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苏江沛 

3.巴州 

库尔勒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马锋全、于苏甫·巴吾东、努

斯热提·托呼提、海仁古力·吾买尔、库尔班·司马义、艾山江·阿

布都、热依木江·尼牙孜、买买提·阿不力孜 

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库尔班·尼

亚孜 

轮台县水利局：吾甫·达吾提 

尉犁县水利局：艾买提·托乎提、满苏尔·库尔班 

尉犁县塔里木乡：买买提·艾合买提 

4.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县水资源中心：张洪军 

5.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老大河水管站：阿不拉·买米提力 

沙雅县水资源总站：买买提·赛买提 

沙雅县英买力镇水管站：艾则孜·尕依提 

沙雅县托依堡勒迪镇水管站：艾合买提·肉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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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县新盛水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买买提·依米尔、

沙乌提·马木提、艾海提·吾休尔、亚森·徐克尔 

拜城县水资源总站：巴吐尔·毛拉 

阿瓦提县水资源总站：阿不力米提·吾司曼 

拜城县节水科技有限公司亚吐尔乡水管站：阿衣吐逊·吐尔迪 

乌什县阿克托海乡水管所：艾斯卡尔·麦麦提 

6.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水利工作总站：吾尔曼·哈布哈孜 

福海县水利管理总站：努尔兰·阿木尔哈克 

7.哈密市 

巴里坤县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站：姜小兵、刘国清 

8.克州 

州水利管理处：刘小同 

9.和田地区 

和田县水利局：艾白杜拉• 阿布杜拉、玉苏甫·赛都拉、布

苏地·艾合买提 

策勒县水利局：阿卜杜热伊木·艾科热木 

洛浦县水利局：张春林、艾力·托乎提肉孜 

皮山县水利局固玛镇水管所：阿瓦古丽·玉苏普 

10.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水利局芒辛镇水管所：迪丽努尔·马穆提 

莎车县水管总站：艾麦尔·纳斯尔 

(三）渠道维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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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县水务局：张燕 

2.吐鲁番市 

托克逊县乡镇水管总站：阿不来提·赛米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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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卫国、万江、郭江斌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三监狱：巴特尔、杨志毅、张丽花 

第四监狱：王华、刘博、郭彬、刘斌、杨建新、哈斯木·塔

西、吴国强 

牌楼监狱：阿不都克热木·达吾提 

乌苏监狱：马国良、马哈提·王斯兰别克、陈翔 

3.新疆地矿局 

测绘大队：王江、艾西热甫·阿合买提 

4.新疆日报社：居来提·艾海提 

5.新疆广播电视台：李吉杰 

6.新疆医科大学：卡德尔·卡哈尔、阿不都许库尔·库尔班 

附属肿瘤医院：艾斯卡尔·艾尔西 

7.新疆农业大学：夏友谊 

8.新疆大学：余刚、米吉提• 阿布来提、帕鲁克• 买买提、依斯

坝迪尔·艾木都拉、杨振华、阿不都许库尔·吾普尔、胡瑞武、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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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贺建亚、吐尔逊·库尔班、艾山·热扎克、玉素甫·吐尔洪 

9.马兰人事劳动局：杨根丛、金学杰、毛涛、胡友良、路建

江、张新生、李翠兰、都光、鲁学亮、马尚文、朱昌华、商海明、

付远磊、周红军、刘培庆、鲜维福、任志杰 

10.昌吉州 

奇台县人民医院：王新安 

玛纳斯县塔西河民族乡学校：赛力克·那合曼 

玛纳斯县清水河子民族乡学校：胡马什·巨努斯 

11.博州 

州人民政府驻乌鲁木齐办事处：苏尤利 

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努尔买买提 

12.阿勒泰地区 

富蕴县吐尔洪乡小学：马宁·马哈布力、阿达力·热合木拜 

13.巴州 

库尔勒市委党校：崔新东 

库尔勒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阿布来提·阿布力提甫、

麦买提·热合曼、巴拉提·热合曼、吾司曼·艾白都拉、阿依尼

沙汗·毛拉洪、汗热尼沙古丽 

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杨志明 

尉犁县人民政府：买买提·卡地尔 

尉犁县第四小学：买买提·艾比 

尉犁县第七小学：艾合买提·巴吾东 

14.阿克苏地区 



 - 21 - 

地区应急管理局：王瑛 

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库尔班·西力甫 

乌什县人民武装部：艾海提·司伊提 

15.喀什地区 

喀什市库木代尔瓦扎街道办事处：魏莉萍 

喀什市吾斯塘博依街道办事处：努尔麦麦提·木沙 

麦盖提县第三小学：吾斯曼·买买提 

塔什库尔干县中学：克依木·都尼克 

16.和田地区 

行署：吐拉普·托乎提、艾山·买克日木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库热西·买买提尼牙孜、阿地

力·买买尼牙孜 

洛浦县财政局：麦麦提江·色迪麦麦提 

 

（五）文秘资料员 

1.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焉耆回族自治县税务局：曹锋 

国家税务总局尉犁县税务局：张洪卫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警务保障中心：王晓娟 

第三监狱：刘燕 

3.新疆日报社 

印务中心：刘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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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疆大学：努尔曼·阿布力哈孜、罗鲁川、姚学、加衣那

古丽·叶斯木汗、吾买尔江·海力力、提依甫江·吐拉甫、买尔

旦·吐尔逊 

5.新疆农业大学：王卫江 

6.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王祝杰 

7.新疆财经大学：魏建新 

8.马兰人事劳动局：张玲、王艳、邵珠全、马海燕 

9.伊犁州 

州党委：李小锋 

州草原监测预警中心：徐文虎 

伊宁市住建局：魏邦亭、冉华 

伊宁市应急管理局：赵强 

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李斌、于铁牛、蒋兆英、周颖玲、徐丽丽 

伊宁市自然资源局：顾伊军 

奎屯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潘云斌 

奎屯市社会福利院：焦林 

伊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迪力夏提·巴力、孙兆敬 

伊宁县农业农村局：张江 

伊宁市城市园林服务中心：奴尔巴尔·麦赛力木 

伊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乔红斌 

伊宁县喀什镇：于建兴、陈洪 

昭苏县人民政府：张勇 



 - 23 - 

昭苏县第二中学：阿克热木·吐尔刚 

昭苏县夏特柯尔克孜族乡中学：坎杰汗·阿比特霍加 

特克斯县机关事务中心：阿迪力江·木哈江 

特克斯县自然资源局：吐尔逊·阿依塔洪 

特克斯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地力木拉提·买木拉 

特克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海高洪 

特克斯科技局：张小毅 

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喀甫萨郎学校：卡玛力别克·居玛别克 

新源县政协：努尔赛力克·努尔夏提 

新源县自然资源局：阿地力哈孜·库尔曼 

新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史文军 

新源县第二中学：张树军 

霍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王传世 

霍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闫钦仁 

霍城县江苏中学：地力夏提·阿布拉汗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司法局：陈红星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民族歌舞团：胡光清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小军、韩云亮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郭庆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高级中学：郭晓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绰霍尔镇中心校：努尔兰·阿山 

巩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李怀奎、宋长新 

巩留县东买里镇：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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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勒克县人民武装部：崔海君、唐世超 

尼勒克县第二中学：黄新民 

尼勒克县尼勒克镇：阿布都克依木·阿布都木努尔 

10.乌鲁木齐市 

市政协：宋占荣 

市水资源管理中心（计划节约用水管理中心）：章艳 

11.昌吉州 

阜康市人民武装部：徐利刚、宋维涛 

阜康市第四中学：王涛 

奇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吴明 

呼图壁县地震办公室：任有军、王建锋 

12.塔城地区 

地区公安局：郭先 

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王道俊 

地区第一高级中学：吕海峰 

塔城市城建监察大队：陈彬 

塔城市第六小学：杨金华 

塔城市恰夏镇中心学校：阿达力·托乎塔尔乎加 

乌苏市民政局社团民办非企业登记服务中心：周坪 

额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范金虎 

额敏县政法委：陈亮 

额敏县住建局：高志胤 

额敏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热孜湾·吐尔逊江、赛日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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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西 

额敏县农业机械化学校：张冬梅 

额敏县职业高级中学：巴卡尔古丽·别尔德汗 

额敏县二道桥乡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邵华英 

额敏县喀拉也木勒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马依拉古丽·胡那

皮亚 

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寄宿制学校：阿塔力·艾依努 

裕民县政协：肖远翔 

裕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尹昌新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王锟 

裕民县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麦若拉·热合木 

裕民县新地乡：杨宏伟 

裕民县江格斯乡：罗玉泉 

裕民县吉也克镇：陈建文 

和布克赛尔县人民政府：迪力木拉提·艾孜子 

和布克赛尔县环卫服务中心：徐桂珍 

和布克赛尔县电影发行放映站：陈伟众 

13.吐鲁番市 

高昌区档案馆：潘慧勤 

高昌区第四中学：艾斯坎尔·力提甫 

鄯善县人民政府：冶春文 

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夏荣、哈力旦·买买提 

托克逊县夏乡卡克恰克小学：董月霞、帕尔哈提·塔西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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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托克逊县夏乡南湖小学：吐热古丽·买买提 

托克逊县夏镇中心卫生院：阿不来提·吉乃提 

托克逊县克尔碱镇英阿瓦提小学：再比·买苏提 

托克逊县开斯克尔村双语幼儿园：巴哈尔古丽·肉孜 

14.阿勒泰地区 

福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扎尔别克·哈比毛拉 

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村镇规划建设中心：波拉提汗·马木

尔汗 

15.巴州 

州疾控中心：权星明 

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办事处：帕提古力·麦麦提 

库尔勒市第一小学：司卫忠 

库尔勒市铁克其乡中心学校：吾甫尔·买买提 

焉耆回族自治县苗苗幼儿园：海燕 

尉犁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魏晓东 

16.阿克苏地区 

地区人民检察院：郭彬 

阿克苏市委党校：周丽 

阿克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李永梅 

阿克苏市农村自来水管理站：王春英 

阿克苏市渔政管理站：毛利杰 

阿克苏市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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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兰干街道办事处：艾克巴尔·达依木 

阿克苏市新城街道办事处：曹斌 

库车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华丽、周利 

库车市财政局：艾尼瓦尔·提依甫 

库车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方具录 

库车市文化馆：亚森·喀日 

库车市农广校：封辉 

温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谢绍元 

乌什县人民政府：李桂芳 

乌什县人民武装部：严潘、李雪亮 

乌什县林业和草原局：吐尔洪·克依木、贾淑华 

乌什县自然资源局：黑胜民 

乌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梁月丽 

乌什县民政局：郭如美 

乌什县第一幼儿园：杨晓莉 

17.喀什地区 

喀什市第四小学：马玲 

叶城县政法委：孔维英 

叶城县委：凌军 

叶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李静霞 

疏附县兰干镇小学：帕提姑·阿布力克木 

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王彩珍 

18.和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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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改委：阿不都里克木·木沙 

地区地委党校：张华 

地区生态环境局于田分局：吾布力艾山·买买提明 

和田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玛斯姆·恰帕尔 

和田市水利局：何红伟 

和田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买买提明·玉逊 

和田市古江巴格街道办事处：努力亚·卡迪尔 

和田县委组织部：古海尔尼萨·多来提 

和田县文化馆：布左合热·吐日送尼牙孜、克麦妮沙汗·胡

丁白地 

和田县经济新区稻香管委会：麦麦提斯地克·艾则孜 

和田县巴格其镇：帕提曼·阿塔吾拉 

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第二中心小学：祖日古丽·图松巴克 

策勒县机关服务中心：屯妮萨罕·奥布力喀斯木 

策勒县人民法院：阿依尼沙汗·吾布来山 

策勒县第三小学：萨达凯提·赛迪、开塞尔·阿布都卡地 

策勒县第一幼儿园：热孜宛古丽·苏来曼 

洛浦县民政局：温且木·阿不都热西提 

洛浦县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麦提克热木·玉素甫 

洛浦县街道办事处：阿依古丽·麦麦提 

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学：艾力·伊明 

洛浦县多鲁乡中心小学：艾科热木·芒力科、麦麦提敏·艾

麦尔尼亚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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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县杭桂镇中心小学：马木提·阿卜杜拉 

洛浦县恰尔巴格镇中心小学：阿依努尔·拜克尔、麦麦提玉

荪·麦提托合提 

墨玉县图书馆：麦迪妮耶提·麦提尼亚孜 

墨玉县第五中学：努尔买买提·肉孜 

墨玉县芒来乡中心小学：麦麦提敏·阿布杜拉 

墨玉县阔依其乡中心小学：阿米乃·巴柯、伊巴代提·胡达

拜尔迪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中心小学：米尔妮萨·艾合麦提 

墨玉县喀尔赛镇：巴伊麦罕·居麦 

墨玉县扎瓦镇中心小学：米日班·米吉提、帕提古丽·艾尼

瓦尔、阿曼古丽·麦提图荪 

于田县第一高级中学：阿里木·阿不地热合曼 

（六）电工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宋兵 

新疆昆仑宾馆：多鲁坤·买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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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军 

3.新疆警察学院：杜军 

4.马兰人事劳动局：李刚军、王扣宝、罗颐 

5.伊犁州 

伊宁市民政局：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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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卫生学校：王席君 

6.乌鲁木齐市 

市水上乐园：安汝清 

市体育运动学校：范金平 

市聋人学校：齐振斌 

市第四十二中学：武忠 

市第四十六中学：马国海 

市第六十六中学：徐新怀 

7.昌吉州 

昌吉市市政养护管理中心：田国华 

8.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局：葛均礼 

9.博州 

州社会主义学院：司得克江 

州人民政府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矫金庆 

10.塔城地区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哈得列提·木合里木 

11.吐鲁番市 

市实验中学：马木提·买合木提 

12.哈密市 

伊吾县中学：吴国平 

13.阿勒泰地区 

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哈尔恒·哈布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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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克州 

州职业技术学院：吴贤贤 

15.巴州 

巴音郭楞宾馆：王新延、张振宝 

库尔勒市实验中学：克然木江·依明 

16.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景仁才 

阿瓦提县应急管理局：陈绳进 

17.喀什地区 

喀什市特殊教育学校：张宏文 

喀什市第二中学：李新绪、赖安庆 

岳普湖县色也克乡中心小学：图尔荪·艾力 

泽普县第二中学：李拥军 

巴楚县委：居买·艾力木 

巴楚县第二中学：努尔买买提·阿布都热依木 

塔什库尔干县委党校：地瓦乃夏·艾克拜克 

三、高级工 

（一）保安员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 范汝涛 

新疆迎宾馆：阿的力·沙来 

2.自治区司法厅 

新疆司法警官学校：伊布拉音·司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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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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江、季光 

综合地质勘查队：王立飞 

4.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木沙塔帕·木台力甫 

5.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乌苏监狱：阿依登·叶尔肯 

6.新疆医科大学：金振捷 

附属肿瘤医院：艾力肯·巴克 

7.新疆农业大学:汪东新 

8.新疆财经大学：王恬 

9.新疆艺术学院：钱安新 

（二）文秘资料员 

1.新疆大学：阿力木·夏米西丁、王兆江、高正茂 

2.新疆警察学院：张世斌 

（三）电工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迎宾馆：陈军  

2.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吐鲁番监狱：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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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4.新疆医科大学：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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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级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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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王新生 

综合地质勘查队：郝敬华 

2.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 

七 0六队：努尔卡提·哈力木拉提  

3.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女子监狱：早拉古尔·黑英 

库尔勒监狱：木合塔尔·依米提、木拉德江·艾力哈木、阿

布都艾尼·艾海提、刘旭 

巴音郭楞监狱：买买提·哈斯木 

喀什未成年犯管教所：阿地里江·艾尼 

4.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乌苏强制隔离戒毒所：高永平 

5.新疆大学：陈利疆 

（二）文秘资料员 

1.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吴旭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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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凤、王疆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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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海塞·图尔迪尤夫、赵栗巍 

4.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伊犁未成年犯管教所：刘欢、李淼 

卡尔墩监狱：热汗古丽·热西丁 

5.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阿里牙·阿不都克里木 

6.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新疆林业学校：古丽苏木·托合提 

7.新疆艺术学院：李伟华 

（三）电工 

1.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牌楼监狱：依那木·吐热克 

五、初级工 

（一）闸门运行工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沙雅监狱：唐飞 

（二）保安员 

乌苏监狱：叶斯哈提·库尔拜、李春晓、都曼·赛尔江、如

曼·赛尔江 

（三）文秘资料员 

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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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李俊杰、陈凌迪、奉丽、汤敏、努

尔海英·阿力别克、刘勇、贾婷 

（四）电工 

1.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艾力·司马义 

2.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伊力盼·玉素甫江 

3.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昌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张学鹏、陈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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