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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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号

关于初次确定王金霞等 1572 名同志相应专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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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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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确定王金霞等1572名同志相应专业中、初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 1：初次确定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附件 2：初次确定相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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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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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初次确定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1 人）

中小学教师一级教师（1 人）

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 人）

乌鲁木齐县永丰中学:刘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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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初次确定相应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1571 人）

一、质量技术监督专业助理工程师（3 人）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 人）

乌鲁木齐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王金霞、王亚丽、阿布

都塞买提·阿布力米提

二、建筑专业助理工程师（19 人）

（一）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6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苏媛媛、马亚强、杨晓梅、

苏建平、李霞霞、马鹏龙

（二）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4 人）

乌鲁木齐市燕儿窝风景区管理站:唐娜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陈洋、单钰琦、郭志远

（三）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1 人）

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办公室:王原

（四）其他单位（8 人）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新疆有限公司:郭佳林、靳

为、谢振涛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跃华

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严鹏飞、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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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弘宇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韦宋宣

深圳市鑫中建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新疆设计分公司:马林林

三、中小学教师二级教师（1352 人）

（一）乌鲁木齐团市委（3 人）

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宫:刘超、刘漩、马瑾

（二）乌鲁木齐市教育局（263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30 中学:吴梦璐、郑梦瑶、高鹏举、马雪、

李会珍、孙璐、薛艺、赵兴梅、曹娅、石淼、金飞、朱梦婷、

马静、柳园园、杨智贤、曹祥珠、王雪婷、井莉娜、潘雯洁、

吴雪婧、梅晶、管一菲、李静、王梦竹、马鑫、任欢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九小学:熊静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马娟、王倩、张丽园、刘欢、卢小庆、

陈文、塔新、于婷、刘晓江、杨焱、周丽婷、张凡、宋吉娟

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胡晓雨、吴栖华、马洋洋、肖文文、

杨毅、李雪花、杨紫萱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米尔夏提江·依明江、阿来·吾马尔汗、

吾秀尔·艾比布、苏比努尔·阿力木、凯比努尔·吐尔都有富、

谢芳珍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邹瑞雪、王红婕、王佳佳、宋方静、

刘娜、张萍、雷亚婷、李媛、于曼、白雯丽、白宜鑫、魏雅璐、

林琳、张伟、张芍、熊敏、宋雅莉、白茂林、黎燕、刘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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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君翼、葛妍、依福热娜·木合塔尔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买尔旦·买买提、哈斯耶提·哈力克、

贺诚、齐苗苗、王忆婷、古丽拜汗·热结甫、王慧梅、陈亚奥、

杨艳清、秦铭键、韩雨萌、赵紫晴、陈雅惠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徐伟兵、李舒媛、何宸清、张文慧、

鲜艳、袁茹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李方梅、王鸿博、张志伟、柳杨、

姚鹏、周沬楠、秦赛赛、马玲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许卓璇、王小平、罗大鹏、常蕊、

卡迪丽娅·艾尼瓦尔、尕玉凤、阿卜杜拉·阿卜杜热伊木、

苏丽娅·奴尔买买提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中学:唐雪儿、吴丹、杨丽、张海川、

刘丽、马丽、马洁敏、李叶叶、陈艺伟、李琦、洪岩、李燕、

霍亮、邱若楠格、芦燕、徐晓菲、王晓宇、崔玉婷、白雨薇、

刘玥、余洋、陈成、吕晓棠、娜仁高娃、杨翠溶、叶梁艺缤、

成佳、李丁雯、董雪蕾、丁晓倩、向红霞、潘万乐、马海瑞、

李敏、张靓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七中学:曾歆然、迪丽胡玛尔·艾尼瓦尔、

李晨熙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范伊婷、乔明珠、张转荣、何丽、

赵珍、阿尔纳德·努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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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一中学:郭建星、杨玥、丁晓雅、蔺吉刚、

丁锦文、吴贝贝、岳尚文、汪骏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潘经纬、靳雅婷、孙亚楠、何薪、

马海玉、马羚云、李微、郭一静、高婷、齐伟伦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中学:乌拉扎依·玉苏甫坎、武缓缓、

马月琴、沙吾列·哈德勒、杨渊、胡馨月、马春梅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乌鲁木齐市外国语学校）:欧雯、

李忆楠、王茜、郑文佳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王勇胜、刘婷、张涛、张佳慧、

赫丽姆古丽·图尔迪、陈小涌、沙玛丽·巴合提别克、高芳、

蒋明慧、夏里帕木·加发尔、李艺、阿依则巴·吐尔逊江、郇

欢、妮格尔、谭维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中学:李剑雄、何亚昕、马孟嘉、赵舒捷、

孙宁、王丽霞、张帆、石志明、马艺格、杨卉、朱星月、伊乐、

常梦茹、赵熠雄、马明、马小琴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中学:刘宽、付琳雅、梁翠玲、张龄予、

蒋学智、周钰、杨芸、李珍、孙慧颖、常静、李媛媛、刘倩妹、

安君、邓晓花、仙日古丽·吐尔逊、杨媛、迪达来·吐尔地、

王疆伶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中学:常昊、刘国栋、李小红、樊妍妍、

尤吉金、李婷、马晓荣、张文辉、赵艳萍、王丽娜、刘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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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承龙、尚燕霞、谢晓玥、钱宇琦、高明敏、侯倩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五中学:牟青、左艳丽、阿合力别克·哈

得力别克

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马新、汪胜、马晨曦、范英娇、马月、

徐丹蕾

乌鲁木齐市盲人学校（乌鲁木齐推拿职业学）:张薇、党琦、

库提鲁克江·约麦尔、班妮娅·巴合提

（三）乌鲁木齐市体育局（2 人）

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孙颖超、赵亮

（四）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55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21 中学:朱汇坪、庄梦杰、石晶、庞香玉、

杜盈春、王娅琼、周菁菁、李丽、李雪玲、李银梅

乌鲁木齐市第 122 中学:刘扬扬、潘刚、欧利莎、马云龙、

邢时苗、陈雨涵、白艳玲、马兰、马俊灵、王柳月、王晓荣、

田雯洁

乌鲁木齐市第 123 中学:黄建鑫、丁梦凡、兰辛圆、陈静、

经丹丹、尹婕、刘世红、何帆、卢婷、陈惠、陈晨、唐蓉蓉、

海洋、汪海丽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四小学:熊文源

乌鲁木齐市第 97 小学:陈芳、刘令威、边蕊、张亚娟

乌鲁木齐市第 99 小学:王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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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七小学:姚婕、靳琪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小学:罗天茂、王晶、张旭、韩金文

乌鲁木齐市第 100 小学:张紫阳、邓雪谦、朱丹丹、马娟、

马婉颖、景琪、李星鹏、赵亚丽、杨加祥、薛启云、张维刚、

田琪、楚梦瑜、马婷、薛雅萍、黄昕、关桐、陈焕泽、柏贤雷、

咸金凤、亢东

乌鲁木齐市第 101 小学:韩晓玲

乌鲁木齐市第 105 小学:李琳、马瑞

乌鲁木齐市第 106 小学:马小龙、马广才

乌鲁木齐市第 107 小学:贾建景、田雨鹭、杨晓龙

乌鲁木齐市第 111 小学:赵晓琴

乌鲁木齐市第 116 小学:杨小龙、闵雪琴、赵文广、吴晓荣、

胡瑞、马萍、孙晓倩、边昱轩、李艳茹

乌鲁木齐市第 117 小学:张瑞、秦玲玲、高敏、马来红

乌鲁木齐市第 119 小学:王梅、高建雄

乌鲁木齐市第 128 中学（乌鲁木齐市米:张海瑞、李玉娇、

马琴、海栩诚、马晶晶、王皎、刘盛仁、马莹、李雪、张红玲、

秦宴华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九小学:马文、马国艳、刘媛

乌鲁木齐市第一一三小学:张慧

乌鲁木齐市第 103 小学:刘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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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 104 小学:王雨薇、马博阳

乌鲁木齐市第 99 中学:王婕、马玉红、韩莹莹、栗龙华、

孙丽、佟丽娜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四中学:努尔孜汗·包拉提、蒲源、魏星、

孙皖玉、秦倩倩、巴合提古丽·阿别呢、黄婉新、刘园、周英、

吕亚乐、刘欢、刘新果、龚娟娟、王亚洁、阿尔达克·阿哈提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八中学:李肖依、张亚男、马园园、杨雪、

赵文婷、宋紫娟、郑娇、陈彦荣、姚梦楠、封晨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三中学:杨楠、张武智、许力丹、高永平、

马剑、刘定春、张同益、朱蕾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一中学:潘军强、王晶、张雪姣、郑子安、

孟绯、李小强、周蕾蕾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中学:杨国芳、阿衣哈尼西·肉扎洪、

徐男南、孟丹、杜娟、左晓红、李媛

乌鲁木齐市第 100 中学:曹剑、梁洁、贾文慧、马涛、翟瑶、

苏婷、马玉龙、王晓彤、马龄童、葛子璇、褚红欢、樊亮

乌鲁木齐市第 101 中学:古丽米热、赵东华、薛妍、王鑫、

阿迪力江·阿卜来提、妥秀兰、孙园杰、薛炳昕、谢瑶、刘瑶、

段保伊、常焕云、刘佳佳、魏辰燕、马月娇、李莉娟、高琳达、

张晓翠

乌鲁木齐市第 104 中学:孙文超、王君、曹金娟、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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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郑桦、崔艳艳、张晓燕、陈艳

乌鲁木齐市第 107 中学:李莉、黄腾、王敏、马晓庆、马燕、

朱文新、夏雨昕、马闵玲、索梅梅、李素芝

乌鲁木齐市第 108 中学:唐小惠、徐琳、金鑫、徐峰、王丽、

候要国

乌鲁木齐市第 114 中学:徐静、刘煦婧、孟文玲、王智勇、

张金存、魏雯、王红波、席小培、穆婷、邵琪、李梅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二中学:陈丽、黄贝贝、邹璐洁、田金凤、

马璇、马雪强、陈子、任锦涛、闵小俊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六中学:李娜、陈志强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三中学:徐丽、杨欢、李贝贝、刘国军、

张钰、韩燕、夏依买尔旦·西依提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五中学:马薇婷、张海平、王雪斐、顾婷

婷、田甜、詹菲菲、海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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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11 中学:李鹏、梁佳佳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二小学:官雪莹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四小学:刘媛灼、李莲娟、张俊璐、甘晶晶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小学:任晴、王佳妮、闫金玉、邵麒梦、

李婷、张凯宇、胡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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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二小学:王淦、高婷婷、张惠惠、秦艳、

张莉莉、毛智慧、高雅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小学:么霞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小学:赵丽欣、董莲花、张嫄喆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小学:苏小豆、韩琳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五小学:姜园、罗峰、陈佳怡、王文芳、

何菲、孙艺、田娜娜、张安东、张珏函、曹瑞雪、石婕、杨璐

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彩琴、柳佳雨、张雅璇、蔺乐乐

乌鲁木齐市第 54 中学:王向锋、蒋哲剑、吴雯、马春霞、

汪小志、马正荣、王文燕、薛利峰、曹雪、贾育惠、薛晴、史序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三中学:苏芮、何杰、王成霞、王丹琦、

王雪燕、唐琦、满忆安、王丽、陈佳丽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一中学:程潇、陈丹、黄瑜菲、郝银萍、

朱方丽、杨泽楠、陈洁、夏攀、徐清玄、陈晨、王思雅、魏星、

郭雅慧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九中学:唐忆、张璇、姚红玲、苏晓佳、

张辉艳、肖开提·居拉提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中学:黄薇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八中学:吉宇航、马立超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二中学:吕一琪、金泽、师玉可、邓雄敏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六中学:姜长燕、王晨阳、魏欣、王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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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梁锦程、马馨宇、杨新宇、崔飞飞、李祺琦、阿依姑丽·玉麦尔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七中学:郭玉、田晓娜、高雅琴、万小明、

刘丹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杨涵羽、王圣明、冯艳、周宣佑、

马雪琰玢、布兰·阿那尔别克、罗希、孙丹丹、马婷婷、马莉、

张淑珍、王胜南、李素娟、禹捷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七中学:杨博、宗爱玲、韩荣兰、时莉、

何嫚、靳智文、李肖萌、宁丽琴、杨茂林、姚亮梅、孙永英、

李燕、郭君、马莎莎、李文婷、黄晓彤、许悦、管雅琴、马英、

吴燕玲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中学:赵雨果、吴娟、吴蕾蕾、陈永红、

郭明霞、王晶晶、王禄、杨荣茂、张艺涵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二中学:邸雪、赵佩莹、张垠、邵文茜、

刘建新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中学:邓爱华、周雨卉、杜珊、史婉丽、

李胜楠、徐子涵、雒小娜、高瑞丹、李傲然、安睿琪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一中学:汪芳、王芳芳、顾珊、吴盟盟、

马超、齐小双、王江芹、张慧丹、王雪

乌鲁木齐市第 109 中学:冶紫翔、刘春红

乌鲁木齐市第 110 中学:王晶晶、徐培培、白银霞

乌鲁木齐市第 113 中学:刘汝星、郭雯洁、赵智超、田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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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飞、陈聪、杨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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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人）

乌鲁木齐县白鸟湖幼儿园:杨春雁、范金丽

乌鲁木齐市第 91 小学:蔡伢、刘玲、王丽、张欣、陈晓宇

乌鲁木齐市第 92 小学:吴娟、陈小凤

乌鲁木齐市第 93 小学:柳思辰、张娅丽、姚林秀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三小学:彭玉煜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五小学:李婷婷、吕嘉铭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一小学:童鸿宇、徐晨、徐瑞、邵慧琼、

张丽丽、张莉莉、黄玟、王少峰、马新强、麦麦吐洪江·托合提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八小学:蔡金龙、刘怡杉

乌鲁木齐市第 122 小学:刘向哲、叶斯保尔·斯拉木江、柯剑、

胡晨晨

乌鲁木齐市第 92 中学:热依汗古丽·阿不拉、马鑫、张黎、

潘庆飞、马红艳、袁淑妍、王慧凤、吾格丽妮萨·海比尔、

阿卜力肯木·阿卜杜热合曼、木尼热·艾合麦提

乌鲁木齐市第 97 中学（金英外国语学校）:赵三虎、薛稳、

党艳如、孔庆梅、张新飞、王夏冰、王苗苗、赵亚奇、蒋亚军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九中学:樊勇飞、锁晓婷、马文慧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四中学:蒋兴哲、李翔、王佳丽、杨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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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界、李雪辉、王晶晶、马骞、韩雪

乌鲁木齐市第 126 中学:邓琛悦、马宁、冯胜男、邢骞予、

许凡、朱伟超、何雅昕、胡怡婷、李竹青、王瑜雯、侯鑫阳、

高金玲、毛硕、戚钰、顾琳莹、赵璐、杨瑞、张松、王海洋、

李玉洁、王磊、刘玲玲、李志玮、刘曼雯、杨晓涵、刘婉琦、

陈玉莹、陈卓、汤丽丽、赵晓敏、张芮、巴登其其克、吴梦琪、

赵玉琼、魏润林、张婧、毛小红、王晓艳、鲍轩怡、王小含、

郭安娜、金鹭、李湘雪、蔡文君、范笑笑、夏君怡、李雨宣、

林雅萍、胡阳、吕宁、张欢、张楠、张博、丁永承、朱艺轩、

斯琴塔娜、宫羽、杨康、洪琛、热比古丽·卡地尔

乌鲁木齐市第 127 中学:邱文静、林桦、尹超华、孙嘉良、

廖如雪、张芹、王亚玲、敖尔齐仑、罗君婷、孙婷婷、张悦、

付彤彤、孙星、吾仁娜、黄昆、高玮婷、李茜、林芳、贾景富、

赵亚婷、米小飞、徐学琴、祁晓雨

（七）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83 人）

乌鲁木齐市第五小学校:夏依旦·肖克热提、刘芳园、赵金、

潘德文、马尔哈巴·艾尔肯、乃比燕·艾力、艾明·阿登别克

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校:刘蕾、赵亚男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八小学:李建霞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小学:张荣荣、钟文、张洮、王晶璐、

高晓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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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四小学:孙莉莉、纳依尔·宇赛江、张娜、

赵福良、地里努尔·吾买尔、夏提古力·吐尔逊、阿不都沙拉

木·多里坤、努尔阿米乃姆·喀斯木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小学校:王铁锁、王小平、于娟、单雪瑶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小学校:阿丽菲娅·阿不都、古丽娜孜·艾

尔肯、马尔吾甫江·曼苏尔、阿尔祖古丽·图拉伍敦、沙尼古

力·吐尔洪、古则力阿依·艾克拜尔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校:荣昭、贺季琨、李红红、郭晓雅、

王娇、牛亚坤、何文娟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校:苏永剑、陈升学、陈宇、张旦、

孔武娟、马伊蕾、赵春燕、张涛、李诗睿

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古力巴努尔·艾麦尔、亚里坤·麻木提、

韩雪婷、沙西叶、艾沙力克孜·卡热、乔世恬、马春玲、阚琴、

刘燕荣、富灵双、冀龙潜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小学校:买孜热·阿尔肯、木力旦·外力、

阿依努尔·麦麦提依明、阿依其外尔·托合地、米哈尔巴·伊力、

布买力彦木·吐尔洪、先木西努尔·阿不都热西提、阿地拉·艾则孜、

古丽娜尔·艾尼丸、木合塔尔·图尔荪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小学校:龚亚非、王惠、肖岩、张会芳、

祖拜代·克里木、阿尔达克·巴合夏别克

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二十六小学:张宇翔、胡银萍、宁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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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合代提·牙生、努尔比娅·艾力木江、布萨热姆·阿卜杜热合曼、

麦尔耶姆古丽·吾拉伊木、买尔耶姆古丽·阿布都外力、王雪

乌鲁木齐第二十小学校:蔡金良、韩青青、张晶晶、何春燕、

季海婷、王菊凤、陈婉君、美合日妮萨·凯尤木、热则耶·开沙、

玛伊热·麦麦提、苏比奴尔·吐逊、米黑尼沙·阿力吾、苏比·艾

尼瓦尔、努尔古丽·阿布都热西提、艾克拜尔·排孜拉

乌鲁木齐市第七中学:冶嘉敏、靳怡文、漆凯亮、牛娇娇、

杨欢、高誉、陈金蛟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曾晓美、陈鸣、万浩柏、安矜亭、

张晶晶、李杨、魏晓兰、杨靖、达亮、田雅茹、韩莉、孙玉华、

罗小丽、刘燕、李文静、史白露、徐东芳、崔鹏飞、魏欣怡、

刘洁、陈兰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五中学:高亚洲、冯茹、白梦珂、迪丽努

尔·热合麦提、帕丽达·巴热提、艾合麦提江·图尔洪、穆合

拜提·莫合旦尔、祖白旦·艾热提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八中学:霍晓妮、祖娜拉·吐尔洪、努热

曼·艾孜买提、帕尔哈提·亚生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中学:孙国晴、赵莉、鲜卫婷、王妍梅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三中学:师志英、时耐安、田蕊、单莲樱、

穆佳、张晓蕊、蒋文丽、王雪芹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中学:祖木热提古丽·夏依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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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余丹丹、王冰洁、赵建平、付梦真、

侯燕、魏燕玲、王萍、张新基、尹青青、马月、徐旭、陈雨琪、

管姝姣、杨晓艳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八中学:任倩云、阿依努尔·买买提、董峰峰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二中学:张晶、刘娜、王晓茜、程艳

乌鲁木齐市第 117 中学:艾克拜尔·阿瓦克热

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一十六中学:周雪、刘洋、候月、张小芳、

艾克然木·买买提、麦克图拜·米尔孜艾合麦提、秦梦超、葛思怡

（八）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54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一十八中学:罗铃、盛锦丰、唐晓冬、史继霞

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胡雨、杜莉莉、刘璐、俞佳慧、盛蕾、

赵静、米甜、周娜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小学:李明月、钟路蔓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六小学:郑宁、柴凤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七小学:方洁、赵文艳、李思瑶、王佳佳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一小学:金鑫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小学:赵婕、田孟琳、程姗姗、聂亚男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小学:杨静雅、段雪娇、王乐、马述君、

曾莉、马海珠、魏英、马娟、张媛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一小学:孙佳、李膑膑、李茜、郭佳佳、

海拉特江·吾甫尔、潘存聪、张钰晗、刘亚晶、孙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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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四小学:沈文文

乌鲁木齐市第十八小学:董璇、耿庆皊、巨静蕾、张芝南、

张晓楠

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小学:张旭萍、李雪娇、王明花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八小学:孙巧霞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二小学:叶强强、陈涛、付慧芹、何佳芮、

李康宁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二小学:王婷婷、李凯、马晓凤、崔轶尧、

牛琳馨、陈丽丽、李茜、妥凯旋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小学:吕婷婷、何媛媛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七小学:李艺璇、李娇、赵梦玉、韩苗苗、

马杏君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五小学:李玉娇、邵仙、戴小凡、张铭芮

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二十小学:马弥娜、林珊、胡亮亮

乌鲁木齐市后峡学校:黄婷、杜星宇、蔡文娟、杨雪、王旭、

王玉涛、王舜娟

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郝华鹏、杨茹茹、蔡明志、李书贤、

柏强、高敏、孛少杰、陈亚杰

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巴彩霞、巩艺凡、那尔曼·格力玛、

付瑀戈、图娅·佐尔科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八中学:赵盼、宋彩玉、周玉洁、丁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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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高雅雯、陈慧、郑会婷、李琴、麦珂拉依·克里木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九小学:任红红、邵艳芹、倪静、陆欣、

吴默涵、王雪、谭韵琴、范静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九中学:刘翠竹、王龙、薛向洁、高振飞、

孟晨、周欣昕、王亚茹、张新雨、张皎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中学:廖新梅、张莹梅、马文聪、陈琴、

韩倩文、冉一、陈娜娜、田文、杨叶、宋占祺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四中学:王燕、刘玉、洪圆圆、柒燕燕、徐晨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六中学:樊祖翔、陈珊、朱鹏宇、史珂、

苏玉林、苏比努尔·哈里克、杨娟、王丹丹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中学:严小杰、李海、刘家宁

乌鲁木齐市第 115 中学:李生菊

（九）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9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八小学:李华敏、康倩雯、贾薇、李相相、刘珊

乌鲁木齐市逸夫小学:孙银珠、王东、马文军

乌鲁木齐市第 54 小学:艾克然木·托合提、姜辰、宁夏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小学:王雨婷、何思眉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七小学:王译锋、杨庆婷、李思嘉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五小学:金玲、李婷、吕兴巧、薛乾坤、

马宁、李璐、李娜、徐新芸、张智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小学:朱文艺、葛凌富、王娟、冯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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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蝶、热由木江·阿不都克由木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小学:廖玉婷、曹跃翔、欧郦媛、雷婷、

曹纪磊、袁芸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小学:汪哲熠、倪鹏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三小学:黄安秀、刘凤娟、周超、王瑞、

刘金卿、杨伟涛

乌鲁木齐市第 121 小学:李克斌、王亚如、胡芳芳、毛勇玲、

热哈买提江·菊马义、范凤凌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六中学:陈笑然、徐静、申绩慧、马婷婷、

郭蕾蕾、王丽、向雨杰、焦宁、古孜丽努尔·夏盖尔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七中学:李甜甜、赵玉莹、张晓雨、廖妍、

李对平、王保留、木然·沙塔尔、许梅兰、王振江、孙晓婷、

赵阳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一中学:吕倩、盛维娇、罗茂萍、田夏雪、

丁娜、张彩凤、杨晓璇、曹晓晨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中学:张珊珊、国琳、吴明刚、张靖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中学:王建柱、杨雅茹、黄巧莺、李琪琦、

唐静霖、郭丽、闫玉菲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二中学:李睿、李润伟、方小丽、刘凯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中学:贾志杰、冯霜、李杰、庄晓屏、

赵志鑫、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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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高瑞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三中学:张华彦、赵丁蓉、张茹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中学:宋俐、刘晶晶、李玉红、庞小楠、

秦芳芳

（十）达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1 人）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小学:周虹、马新悦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高崖子牧场学校:马丽萍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小学:王勇、马瑾瑾、李小龙、

杨蓉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三中学:孙娟、王芸芸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中学:李妍、武芸变、肖丽红、蒋宏兵、

左娣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阿克苏乡中学:热阿吾山·哈曼、侯艳红、

则拜代姆·玉苏普江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中学:王玉萍、陈丽、张丽琴、

代清知

（十一）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3 人）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双语”幼儿园:林鹭鹭、王建民、

芭提拉·艾尔肯

乌鲁木齐县东白杨沟小学:马敏

乌鲁木齐县小东沟小学:冯新花、邓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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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县中梁小学:康志娟、马荣

乌鲁木齐县灯草沟中学:王静

乌鲁木齐县庙尔沟中学:加依娜·赛热克巴依、马合帕丽·沙

哈都拉、加娜古丽·哈力哈孜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伍天娇、梁柔娟、麻晓桢

乌鲁木齐县永丰中学:周慧美、羊雅娴、关诗娜、隋雪娇、

王菲、邓蕊、史星辰、李扬、马俊杰、苏万存

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张强、冶伟、包振文、马克、马静、

惠萍萍、付婷婷、马晓娟

四、中小学教师三级教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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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小学:许超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三中学:赵静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张婷钰

五、机械电子专业助理工程师（5 人）

（一）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4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安晓东、代松、牛春杰、

雒文斌

（二）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 人）

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袁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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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力专业助理工程师（4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4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周娟、苏祥、史亚龙、

古再丽努尔·艾尼娃尔

七、轨道交通助理工程师（35 人）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人防办）（35 人）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丁小军、赵治文、满琳、

刘梦晨、郝馨茹、茹博闻、王杰、付存旭、张兴基、杨永强、

马文婷、陈丹、金靓怡、于婷婷、徐玲娜、俞永梅、张雅楠、

马超、何燕、王鑫、张鸣岐、张雨寒、范浩、葛明月、肖秋杰、

杨慧玲、邓慧、张廷婷、殷锦灿、李祥坤、魏翰林、王浩楠、

李睿楠、于智良、夏木西卡买尔·卡迪尔

八、幼儿园教师二级教师（150 人）

（一）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5 人）

乌鲁木齐市第八幼儿园:沈晓晨、李艳、王晓婷、王晓琪、

伍蕊、冯婷、林立荣、阿尔孜古丽·吐尔逊、燕瑞婷、魏芳芳、

黄燕、杨敏、邓晓瑞、颜欣、杨艺、何彦梅、李雪林、李娜、

赵伟、陈露露、赵玉环、马月梅、常玉君、贾阁阁、康泽怿、

王晓丽、王萍、毛佳琦、王永芳、沈芸、阿地拉·帕尔热合提、

苏乐、张敏、崔亚茹、买地尼阿依·艾合买提

（二）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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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局（33 人）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幼儿园:宋明玉、叶蕊、郭梦琦、王小凤、

张慧兰、邵明花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幼儿园:俞文娜、赵新梅、安皓然、董雪瑶、

应婉婷、赵随随、王慧婷

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幼儿园（高新区（新市区）第一幼儿园）:

马伟伟、余爽、袁欢欢、马婷、马瑞、刘文渊、李雪、张绚、

刘美玲、夏云、谷小燕、崔悦、郭红霞、陈明柳、杨玲、张璐、

张梦琪、杨梦茹、李丹、马妮娜

（三）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0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一幼儿园:张婷、孙巧威、刘珍珍

乌鲁木齐市红旗幼儿园:王芯蕊、胡姣、许燕、李美仪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幼儿园:牛晓婧、杨晚霞、热依沙·吐鲁

洪、马新慧、丁苏宁、张慧、孙思涵、刘昱颖、孙珣、马克芳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五幼儿园:郭珊汝、牛慧敏、丁宁、董梓卉、

王瑞银、努西丹·阿布拉、油路吐丝·地力木拉提、热孜亚·玉

素甫、麦迪努尔·阿布里米提、古力孜巴

乌鲁木齐市第二幼儿园:杨洁、徐利东、宋婉莹、吴怀颖、

李鑫、高盈、杨锦秀、王晶、张立云、陆娇、邵晓娟、韩苗苗、

阿尔孜古丽·依克热木、买迪努尔·阿不来孜、热娜、李丹、

木卡代斯木台里甫、黄亚、玛依兰司马义、阿斯艳·艾尼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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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合娜依·塔力甫汗、哈丽达·波拉提、马媛媛

（四）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 人）

乌鲁木齐市第四幼儿园:赵红玉、张琪、韩燕、乌莹格、

玛拉丽·大列了别克、亢倩、张露玲

乌鲁木齐市第三幼儿园:芦颖、刘璐、王娜、阿·莎娜、富静娟

（五）乌鲁木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 人）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双语”幼儿园:王继东、李姗、马燕、

杨彦军、王婉霞、田玲、肖海丽、谢兰兰、周明芳、蔡文雅、

陈卫淼、柳娜娜、王元、阿加尔·哈斯木汉、喇明智、刘瑞琪、

查亚磊、阿曼古丽·夏依木拉提、阿依达娜·阿扎提、米娜尔·努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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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