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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鲁 木 齐 市 职 称 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文 件

乌职改〔2019〕69 号

关于批准廖一方等 474 名同志取得工程系列
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乌鲁木齐市各相关单位：

根据乌鲁木齐市工程系列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经审核，批准廖一方等 474 名同志

取得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任职资格时间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计算。

附件：取得工程系列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人员名单

乌鲁木齐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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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取得工程系列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一、建材专业助理工程师（6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 人）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廖一方

其他单位（5 人）

新疆巨帆弘力建筑建材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李艳茹

新疆盛华永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马蓉

新疆宏滙建筑建材检测有限公司:兰文正

新疆凯盛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李星岐、辛彤嘉

二、林业专业助理工程师（5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 人）

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陈鹏鹏

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 人）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林业工作站（米东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马黎巍、吉昱

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 人）

乌鲁木齐艺抹绿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郭翠梅、刘元媛

三、公路工程助理工程师（17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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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赵康

乌鲁木齐市建设委员会（4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杨欢、肖雅强、甘海龙、

杨义

其他单位（12 人）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院:梁冲、余晨昊、杨东辉、

许多祥、吴晓鹏、周洋、李春雪、岳鹏程、马喜真、蔡佳煊、

凌雪、许强

四、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助理工程师（17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5 人）

乌鲁木齐河西水务有限公司:阿热依别克·波拉提、姜诸伟

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张晓敏、陶楠楠

乌鲁木齐甘泉堡水务处理有限公司:尹金辉

其他单位（12 人）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万应杰

新疆环疆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莫小媛

新疆新农大环境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徐振严、满吉鑫、

杨磊

乌鲁木齐市环保新技术开发服务中心:刘佳佳、席海霞、彭易远、

史长文、张子涵、赵荣华、阿依包塔·努尔卡得尔

五、水利专业助理工程师（34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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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姚骏、姜海良、廖昕炜、张勃、

刘丽娟、郭梦鹏、李云涛

其他单位（27 人）

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江金堂

新疆博瑞建昇工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潘娇育

新疆泰水瑞达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牛婕

新疆新水水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宋鹏钰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詹咏、

程明明、杨文川、马杰

新疆成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谢祥、李前根、汪爱锋、汪爱飞、

赵开毅、龚吉祥、许尧、祁正荣、马占鹏

新疆鼎和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石朝春

新疆方信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郭露露、庞亚龙、赵剑芳、

许亚东

新疆土木建材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杨晓倩、王亚萍

新疆鑫水现代水利工程有限公司:艾比布拉木·库尔班江

北京峡光经济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银宇、王磊

六、测绘专业助理工程师（11 人）

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局（8 人）

乌鲁木齐市城市勘察测绘院（乌鲁鲁木齐市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阿依努尔·牙生江、赵晨成、郭明辉、刘书淳、张亚彬、

摆娟、谢颖臻、赵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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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3 人）

乌鲁木齐国文数字测绘有限公司:叶雪梅

新疆新工勘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彭金敏、何光辉

七、质量技术监督专业助理工程师（1 人）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 人）

乌鲁木齐质量技术检验检测研究院:刘思佳

八、建筑专业助理工程师（349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63 人）

乌鲁木齐昆仑华誉新能源有限公司:贾文博、孙智鹏

乌鲁木齐市交旅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罗文炜

乌鲁木齐市热力总公司:李金轲

乌鲁木齐昆仑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高军伟

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吕远、席立立、马德泉、袁博、

周天祥、余昌林、文东泽、刘亚林、杜国伟、焦立春、拓建刚、

刘麓、牛勇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曼津、王婷婷、马俊、

魏小力、白宁、韩拉结、赵兴鹏、朱佳丽、刘行、张阳、杨若

可、白文龙、杨傲、丁磊、王嘉源、田野、张莹、杨肖、史琦、

韩煜、路晓瑾、张路洋、张晓月、刘宇航、李笑语、董凤琴、

韩胜军、崔玉楠、常亮、温馨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丰乐慧、郭文、霍新、陈龙、

成丽娜、刘坤、鲁蒙蒙、闵柯瑞、秦雪薇、刘志奇、王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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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佳玥、王清澎、朱洪章、王伟

乌鲁木齐市建设委员会（4 人）

乌鲁木齐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李雪、毛海霞

乌鲁木齐市市政工程建设处:易干、张建新

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11 人）

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公园:冯军军、赵文静、张强、赵林灵、

田博

乌鲁木齐市动物园:侯思农

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丁世超

乌鲁木齐市天山公园:侯树芳、张颖、黄荣、樊迪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1 人）

华优建筑设计院新疆分院:朱子健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2 人）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林业园

林管理局:王佳雯、黄慧君

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 人）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陈勇、靳跃林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东部山丘绿化管理办公室:王朝玮

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 人）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市容设施管理站: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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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晓鹏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张宗民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物业监督管理办公室:张乃慧

其他单位（261 人）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许建光

天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宋福翔

乌鲁木齐隆瑞弘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廖江

乌鲁木齐迈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郑欢、何佳

乌鲁木齐市当代城市建筑装饰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王丹、

徐玉星、李潇、王岩

乌鲁木齐中大外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雨欣、殷謦源、

赵那沁怡

新疆百绿盛景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冯振洋、赵敏敏

新疆柏佳园林设计所有限公司:孙梦洁、王乖强

新疆博远恒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周文艳

新疆得一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胡艳、郝鸿先、李慧慧

新疆昊盛建材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杨亚文、吴静婷、徐先明、

王静、马永贞

新疆华伟新方建设有限公司:谢紫薇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彤

新疆佳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阎雨薇

新疆建创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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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九洲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魏许军、付新存

新疆聚能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高雷、符磊

新疆美盛沃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吐尔洪江·买吐送、

努尔买买提·阿吉

新疆美厦同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李斌

新疆铭鉴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赵晓艳

新疆排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振坤

新疆社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晓娜

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许璐璐、韩小虎、王佳、

郑有志、迪丽努尔·艾山、龚浩山

新疆泰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刘瑜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防建筑设计研究院:钟雨汐、龙佳玮

新疆昱天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田世昌、郭安妮、郭婧、

银元、丁驿典

浙江城市空间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杜泽旭

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新疆工程设计分公司:赖羽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王琼瑛、刘晓瑞、

迈尔丹·司马义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高伟

乌鲁木齐市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建国、刘扬帆、

徐凯、付瑾

乌鲁木齐市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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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艳、孙留敏、贾梦星、盛志文、赵洁

乌鲁木齐市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张涛涛、何茂霞

乌鲁木齐城建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梁振宇、常春成

乌鲁木齐广域博创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龚朴永岚、王佳雯、

陈聪、于倩、郭春海、张威威

乌鲁木齐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谭棣文、孟小龙、

安乐、斯琴

乌鲁木齐新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肖晨

乌鲁木齐银河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种雪婧、李雪

乌鲁木齐优耐特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舒雯

新疆长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魏晓燕、刘旭锋、

范阳、马俊

新疆成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田军民、阿以努·马哈沙提

新疆诚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杨金凤、邝燕萍

新疆城建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栾晓慧、赵伟诚、唐俊、王斌、

马栋伟、盛瑞、王瑞、董永祥、马晓龙、马忠城、武帅、刘彩

林、郭继民、段雪娜、宋得龙

新疆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磊、王伊婷、柴瑶瑶、

朱生帅

新疆城乡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贾松、阿不都艾尼·买买提、

王腊

新疆高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张雪婷



- 10 -

新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许黄山、杨博、李强

新疆国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撒志龙

新疆恒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文娅琳

新疆宏滙建筑建材检测有限公司:景泊桥、卢静、严靖雄、

张耀、陶晶晶、单鹏龙、徐生雪、周玉博、邬文豪

新疆宏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璐、张传郁、徐金定、曹红红

新疆佳祥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杨建明

新疆建华地质工程有限公司:程保敏

新疆建设发展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冯跃

新疆金石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申啸腾

新疆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游家明、李圆圆、胡雪峰

新疆峻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刘亚南

新疆凯盛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蒋博文、李军楠、

文鹏、彭彦孔、李翼飞、马啸天、李雪倩、钟志文

新疆绿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胡建阔、齐志涛、周旭、

张春园、刘松承、罗智元、常世伟、李权、何宁宁、周苏林

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祖里皮卡尔·艾斯卡尔、

金家辉

新疆平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唐红梅、何燕

新疆七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莉

新疆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帕孜亚·帕尔哈提、

张晨、刘春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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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何佳伦、倪鹏飞、李雪、

陈卫东、陈清源、程浩堃、张金国、丁宗斌、汪磊、陈昊田、

何昌玉、赵魁、梁爽、任超强、刘澈、董昭禄

新疆四方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牟明翔、潘建建、弥宗伦、

廖子阳、陈斌

新疆天一建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汤小泉、王瑞

新疆通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闫冲艺、张程旭

新疆翔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钱冬梅

新疆新地勘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马成龙

新疆新工勘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韩宇、李振天、

吴煊赫、廉四东、陈旭、周庆峰、李岩

新疆新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郑永强

新疆兴教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郭长龙

新疆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陶聪、蔡溢、耿飞

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李希臣、史亚峰、赵力

新疆中力岩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张俊桃、南斌、李轶

新疆卓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赵登禄、贾鑫进、王利明、

梁博文、史江伟、牛国柱、张广磊、吉海龙

弘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刘奇玮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闫泽莹

北京万合创景国际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王家旗、郭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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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王丽、靳西宁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徐婷、

马玉麟、姜姗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花恒钰、陈俊、

唐玉婷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许帅、陈思嘉、

郑丹丹、董中

深圳市筑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胡睿、

伊力帆·阿布都沙拉木

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厉冉、高超龄

重庆精佳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新疆设计分公司:李志莹、

刘广威、孟庆辉、黄寒璐

北京中社科城市与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新疆分院:徐猛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新疆分院:辛首亮、高飞、唐晨轩、

王剑宇

黑龙江省农垦建筑设计院新疆分院:张静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乌鲁木齐分院:王聪、曹欣荣、

李双旦、黄正元、杨鹏飞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新疆分院:翟文亮、

张瑞琦、刘富有

九、煤炭专业助理工程师（8 人）

其他单位（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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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神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张强、许盛泉、薛涛、丁瑛、

卞丽萍、袁伟

新疆新南方兴业投资有限公司:郭小军

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夏峰

十、化工（含制药）专业助理工程师（3 人）

其他单位（3 人）

双钱集团（新疆）昆仑轮胎有限公司:程昶、黄毅、刘辉

十一、轻工专业助理工程师（5 人）

其他单位（5 人）

乌鲁木齐联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富志伟、韩艳、武云、王瑞

新疆轻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王东梅

十二、机械电子专业助理工程师（15 人）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 人）

乌鲁木齐甘泉堡水务处理有限公司:杨小平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刘鼎辉

乌鲁木齐市建设委员会（6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景阳、周家奇、李晓露、

丁晓飞、谢勇、刘引弟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 人）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潘子奇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雪瑶

乌鲁木齐市广播电视局（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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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广播电影电视局:赛波拉·木沙别克

其他单位（4 人）

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王婧、张瑞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杨旭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郝敬禄

十三、电力专业助理工程师（3 人）

其他单位（3 人）

新疆宏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李平、刘芙蓉、杨萌

抄送：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乌鲁木齐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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