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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鲁 木 齐 市 职 称 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文 件

乌职改〔2020〕19 号

关于授予魏勃等333名同志相应专业
中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乌鲁木齐市各相关单位：

按照《自治区人事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自治区有关职称政策的

通知》（新人社发〔2013〕101 号）精神，经审核，同意自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授予魏勃等333名同志相应系列中、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 1：授予相应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附件 2：授予相应系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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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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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予相应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2 人）

一、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副高级工程师（1 人）

其他单位（1 人）

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魏勃

二、有色金属专业副高级工程师（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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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游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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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授予相应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331 人）

一、林业专业工程师（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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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园林管

理局:魏雨晴

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讲师（3 人）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3 人）

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马暄盈、黄琪、卢彩萍

三、公路工程工程师（2 人）

（一）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县农村公路管理站:红德孜·再努拉

（二）其他单位（1 人）

陕西中霖集团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帕孜江·阿地勒

四、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工程师（7 人）

（一）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 人）

乌鲁木齐城北再生水有限公司:李斐

（二）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2 人）

乌鲁木齐市危险废物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所）: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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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帕丽扎提·伊力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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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建设局（交

通局、水务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王凤琳

（四）其他单位（3 人）

乌鲁木齐吉立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孙婧

新疆力源信德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陆雪锦

新疆清风朗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郑波

五、水利专业工程师（3 人）

（一）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 人）

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张瀚、张永山

（二）其他单位（1 人）

新疆成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铠屹

六、测绘专业工程师（2 人）

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局（2 人）

乌鲁木齐市城市勘察测绘院（乌鲁木齐市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苏雯、周梦甜

七、质量技术监督专业工程师（2 人）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 人）

乌鲁木齐市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中心:

何媛媛、靳春丽

八、建筑专业工程师（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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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1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高东燕

（二）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4 人）

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公园:孙妙婷、海小伟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李婷婷

乌鲁木齐市天山公园:刘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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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建设局

（交通局、水务局、人防办）:魏小朝、王渤、康钰、吴瑞刚、刘

业、寇晨辉、丁亚荣、崔媛媛、王江、韩桂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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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建设局（交

通局、水务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田存、刘兴龙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园林管理

局:王茜、曹倩

（五）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邓渊博

（六）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杨晔

（七）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新疆北燃乌热能源有限公司: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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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单位（3 人）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刘爽、钟林曦、

特来克·努腊克西

九、畜牧专业畜牧师（2 人）

（一）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1 人）

乌鲁木齐市天山公园:魏秀红

（二）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王振宇

十、农艺专业农艺师（10 人）

（一）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1 人）

乌鲁木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张朝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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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高新区（新市区）农牧局:向丹、丁红利、张雪冰、梅旭阳

新疆溢达纺织有限公司:胡开明

（三）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 人）

乌鲁木齐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单小莉、王姗、马媛

（四）其他单位（1 人）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侯岭

十一、轻工专业工程师（1 人）

其他单位（1 人）

乌鲁木齐吉立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赵炜钰

十二、中小学教师一级教师（2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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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鲁木齐团市委（1 人）

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宫:侯茗轩

（二）乌鲁木齐市教育局（132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陈雪、方娜娜、王璇、辛玉忠、谢世浩、

王婷、常晓颖、任潇潇、马灵灵

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张丁文、王婷、李雪、孙杰、周美玲、

山萌、阿尤普·苏来曼、叶媛、马香婷、努尔麦麦提·吐尔迪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赵璐、阿孜古丽·热合曼、沙巍、茹昳、

张丰雷、杨祖玲、李亚飞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沈婷、江莲、张艳玲、李娜、魏其花、

韩蓉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乌鲁木齐市外国语学校）:熊小娜、

盛鑫、李静、徐莺燕、张茜、柳欣、居晋旭、刘洁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中学:石晶、杨乐、王海云、郭越、高惠、

柳静岩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中学:马涛、曹荣丽、涂修丽、刘慧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李方、叶丛北、帕肉克·帕尔哈提、

杨晓霞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孙风格、冯建纲、李翠云、王慧媛、

赵海燕、赵沛、徐璐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阿布都热合曼·阿布力米提、杨晶、

艾斯木比提·阿布力特甫、郭旭龙、赵云霞、赵圆圆、古力米热·托乎提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中学:崔志华、马晓红、张凤、阿尔深·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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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杨月同、张文婷、邢闪闪、成雪姣、

刘洁、冯悦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五中学:李迎男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中学:赵文龙、谷晓娜、张丽娟、孙盟盟、

王金霞、陈敏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中学:魏晓娜、张小娟、张一琼、方红萱、

杨婵婵、杨秋歌、张丽莉、张小梅、樊琳娟、郭琬莹、吴杨慧、

何嘉萌、张玲、马江平、陈琼、张婷、潘文丽、曹俊杰、李浩、

王雅妮、杨婕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七中学:马英凤、葛红、段丽娟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郭雪艳、陆丽莎、胡铭、张维芳、

齐瑶、孟俊雅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一中学:员晓璐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朱静、张艾莉、梁艳、赵芸

乌鲁木齐市第 130 中学:刘改宁、符豫东、张雪锦、秦天秀、

衡林利、徐婷婷、王艺超、康楠、成芳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郭颖、张玲子、孔凡今

（三）乌鲁木齐市体育局（2 人）

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王颖、谭智文

（四）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22 中学:陈凯丽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四中学:刘茜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八中学:刘影、董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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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一中学:陈凤娇、李艳、马荣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中学:阿孜古丽·吐尔逊

乌鲁木齐市第 100 中学:赵梦莹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二中学:李寒艳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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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小学:汤慧珍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小学:开地热也·克依木

乌鲁木齐市第 54 中学:李雪、张永利、赵恽、张小娟、苏艳、

马星星、薛佩、田礼园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一中学:赵婷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九中学:张纯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八中学:哈斯亚提汗·阿布都拉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二中学:赵晓业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六中学:付娟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七中学:陈保兄、言爽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二中学:杜春瑶、王雅珺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中学:胡志强

乌鲁木齐市第 113 中学:张明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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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

乌鲁木齐市第 92 中学:陶娟、师敏

乌鲁木齐市第 97 中学（金英外国语学校）:韩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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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九中学:杨青、来燕燕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四中学:刘静、杨清

乌鲁木齐市第 126 中学:毕艳辉、许磊、杨鑫、李娟、孙敏娜、

贾云凤、李玉萍、马闻瑞、马瑾、李芳、廖川英、方萌、张瑞群、

李明儒、李美溧、徐小雅、樊福菊、刘静、翁梅君、田君、骆丹、

刘晓晓、齐春燕

乌鲁木齐市第 127 中学:张帅强、张阳、张伟、沈洁、朱萌、

杨娇、刘彦君、李德贞、樊俊霞、李雪艳、赵丹、苏淼、李倩、

吴丽丽、贾海红、倪洁、曹佩珊、李玫、丁莉、钱小娇

（七）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7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四小学:玛伊热·约麦尔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小学校:热依拉·艾萨、买尔哈巴·艾克拜尔

乌鲁木齐市第七中学:范莉妍、张海燕、俞昭君、张沙领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万晓燕、张波、李永洁、李敏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五中学:张丽

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陈华、李娜、刘梦玥、张莉、张子扬

（八）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古丽扎尔·艾合买提、姚莹、李树娟、

陈玲、陈晓倩、汤晓贝

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刘倩、安阳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中学:李兰兰、李婷婷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四中学:韩鑫

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郭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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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6 人）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七中学:薛晓君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一中学:赵倩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中学:杨静、刘雅、曹妙玲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中学:孟祥云、阿依孜姆古丽·阿卜来提、

米卡热慕·艾尼玩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李颖、姚文静、邢茹华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三中学:郇欢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中学:薛方、刘燕、乌兰、齐岩

（十）达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中学:王翠芳

十三、机械电子专业工程师（2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2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王涛、路正凤

十四、兽医专业兽医师（4 人）

（一）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1 人）

乌鲁木齐市动物疾病控制与诊断中心:任皓

（二）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1 人）

乌鲁木齐市动物园:孙政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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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新市区）农牧局:牛志伟

（四）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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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县畜牧兽医站:刘双

十五、电力专业工程师（1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1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米合丽班·阿不都哈力里

十六、土地专业工程师（2 人）

其他单位（2 人）

新疆国地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胡娟

新疆汇天富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周梅

十七、轨道交通工程师（1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1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高云

十八、安全工程工程师（1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1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贾鑫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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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