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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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号

关于初次确定李顺兵等 901 名同志相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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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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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7 日起，初次确定李顺兵等901名同志相应专业初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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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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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初次确定相应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901 人）

一、林业专业助理工程师（1 人）

乌鲁木齐市林业局（1 人）

乌鲁木齐市林木种苗管理站:李顺兵

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助理讲师（13 人）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13 人）

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杨帆、张博、付冰、徐潇然、

何红星、侯旭东、吴凤宇、张艳艳、贾丽娜、哈忠孝、周永莉、

李国强、李美玲

三、质量技术监督专业助理工程师（6 人）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 人）

乌鲁木齐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孙龙、李琪、马思琪、

伊帕尔·阿卜杜克热木、王申杰、李健健

四、建筑专业助理工程师（4 人）

其他单位（4 人）

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梁湘婧、薄廷坤、孟森、

柳杨

五、播音专业二级播音员（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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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2 人）

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库尔班·吾斯曼、

高雅

六、中小学教师二级教师（787 人）

(一)乌鲁木齐市教育局（241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30 中学:李睿楠、王悦、胡文月、金晓晓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许梦莹

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杨东瑾、杜雨薇、黄文姗、候新月、

巴·奥尼尔

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高梦瑜、樊文瑾、李蓓蓓、张梦璇、

段建华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曹春梅、朱子旭、周宇兴、胡燕凤、

王宇、陈祖璇、张欣悦、刘安琪、唐彬彬、穆向兰、杨丽莎、

陈启明、杨丹、郝晓敏、石政、胡坤、周欣宸、孙悦、南圆圆、

贾文娟、沈婉莹、马钰媛、张涛涛、周曼青、吴文瑞、杨亚莉、

马青、高哲、依力扎提·热合木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黄静、唐甜、彭世佳、李江龙、朱琳、

刘瑾玥、马秀霞、王娜、徐健萍、赵佳瑶、李芝云、王思玮、

邵丽琴、摆亚荣、舒靖莎、申莉荣、马雯、余文婷、张杨瑜莹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李子琪、雷天文、刘轩彤、李雨薇、

陈玉、李乐丹、杨帆、张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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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彭帅、贾皓、黄丽莎、王青云、

徐苗、彭媛、徐静静、郑凯月、赵璇、贺言鸣、高静、海超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史泰迪、颉振、邵媛媛、周小玲、

杨柳、黄梦雨、祁亚茹、木巴拉克·哈里克、胡莉媛、范鹃子、

谢婉心、玛依拉·买苏尔、王文庆、祝子君、穆耶赛尔·艾尼瓦尔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中学:雍亚茹、段显峰、康灏、翁晓娴、

刘钰、张抒妍、占永华、王郅琦、戚纯云、耿远霞、徐艳风、

刘霞、关淑晓、王卫蓉、马思聪、毕经方、热西达木·吐尔地、

马圆圆、任梦迪、程俊峰、邵燕霞、张婉琴、马荣、祝思雨、

齐晟、祁幼龙、王恺、马倩、许小唤、刘新芝、李顺、程骞乐、

马新杰、石莉、张鹏、杨明圆、刘峰、沈雷、张晴晴、谢爱弟、

张紫君、王志鹏、李洁莹、吴媛媛、孙会、马梦娇、王媛媛、

李鹏飞、韩婷、朱艳霞、宋成秘、李斌斌、柳永禄、王长雨、

韩聪慧、张宇、李星、窦叶清、马晓荣、孟浩苇、王璐、李娜、

孙雪梅、黄转琴、任悦、徐姝婷、林梦婷、李珍珍、牛璐璐、

李亚楠、吾力杰、武育红、黄娅倩、马晓艳、白钰洁、唐方珠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七中学:王舒宁、陈冲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丁旭、肖亚琴、马泽芮、杨惠敏、

许乾婷、李媛丽、陈俊龙、王苗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中学:祖丽皮耶姆·约麦尔、孙嘉桦、

马文丽、马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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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乌鲁木齐市外国语学校）:马佳慧、

沈晓美、王靖、张乐乐、李文静、余言、古丽孜瓦·阿布力克木、

田霞辉、李江东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柴畅、王双双、王思璇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中学:张成龙、钱锐、张芳芳、郭小林、

麻瑞琦、杨蓉蓉、夏妍、赵萍、席文霞、马萍、杜玫、金文霞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杨秋雨、姜筱丹、陈宣好、徐昭、

邢云飞、王钟梅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中学:马煜凯、邵梦婷、王旭成、陈叶、

范秀丽、贺赐帆、马萍、马丽红、普小芳、姜飞雪、杨林凤、

赵璐璐、潘婷、王晓、张菲、闫瑞、董政强、王小兰、王娅、

刘丽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五中学:郭燕、刘琪

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朱文杰

（二）米东区人社局（107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22 中学:杨君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四小学:章宇航、雷小红、王倩

乌鲁木齐市第 97 小学:张越、王燕

乌鲁木齐市第 98 小学:李冬雪、冯妮妮

乌鲁木齐市第 99 小学:许文静、马燕、韩冰、马蕊、买燕、

洪毓蔓、马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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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七小学:邵静宇、王海萌

乌鲁木齐市第 101 小学:祁晓超、张凤

乌鲁木齐市第 103 小学:闫婧

乌鲁木齐市第 105 小学:韩晶晶、秦龙、秦延鹏、张小杰、

李莉

乌鲁木齐市第 106 小学:马丽君、黄英娜

乌鲁木齐市第 107 小学:韩文欣、冯雪晴、马雯

乌鲁木齐市第 111 小学:马明、何杰

乌鲁木齐市第 112 小学:买尔哈巴·买买提、鲁欢欢

乌鲁木齐市第 116 小学:陈炳宇、何志存、冶风慧、马孝霞

乌鲁木齐市第 117 小学:孙梦雅、韩倩

乌鲁木齐市第 128 中学:张司其

乌鲁木齐市第一一四小学:彭维、李逢梅、高娟

乌鲁木齐第 104 小学:陈颖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四中学:代瑶、任雪园、郑洋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八中学:刘佳伟、冯真真、赵菲、蒋晓红、

锡方舟、蔡晶、徐辉、肖梦圆、孙雨涵、李振江、柳淑雅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三中学:马欣桐、马杰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一中学:张云景、温世旭、王佩军、孙旭、

马旭琛、郑继兵、张雅萍、王丽、蔺静媛、韩冬明、崔丽娜、

王有辉、李树斌、龙静、刘斯媛、陈婉婉、陈文龙、马晓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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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娥娥、布丽根、杨永莹、朱灵辉、吴玥、刘锐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中学:袁霖溪、胡小叶子

乌鲁木齐市第 100 中学:米蓉、李云、李玲

乌鲁木齐市第 101 中学:马瑶、周燕梅、马馨、刘家睿、刘

雪莹、佟祥运、许钰之

乌鲁木齐市第 108 中学:马洁、张飞、杨迪、侯天玲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二中学:高蝶、解丽娜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六中学:庄荣欣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三中学:冶倩、乔凯

乌鲁木齐市第一 0 五中学:饶倩

（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人社局（163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31 小学:陈国瑞、陆静、廖梦怡、王晓雨、

王慧、易芸、黄超、任桂丽、刘艳丽、达恒塔娜

乌鲁木齐市第 132 小学:刘佳惠、张春燕、孟帆、高晓磊、

王新瑶、刘佳、潘欣欣、刘娜、刘帆、黄星星

乌鲁木齐市第 132 中学:侯聪、甘小莉、邓雅静、付红丽、

刘大华、刘兴爱、刘鹏、周海燕、李建芬、陈俊豪、王立娟、

陈燕、张凡、张迪、王亚娟、聂雯、王西萍、李玥、谢媛媛、

黎刚、曹晓云、胡敏、陈洁、常祺、叶震、韩丽、吴晨、陈海、

戴艺雷、朱慧平、贾小玲、马玲、师晶晶

乌鲁木齐市第 133 小学:杨鸿钰、王文婷、蔡亚琴、仲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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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贺、李华艳、程晓华、李桂霞、李娇玲

乌鲁木齐市第 135 小学:陈月、金方圆、李金玲、汪彦龙、

李雪、杨佳

乌鲁木齐市第 135 中学:张泽宇、蔡莉萍、赵飞、何亚周、

刘丹、雷晓丽、丁祖丹、白玉清、曹绿楠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二小学:陶宏阳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二小学:唐佩佩、康健、吴盈盈、沙佩璐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小学:钟允泽、潘晓艳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小学:王倩、刘虹辰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五小学:鲜雨婷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三中学:蒋静、张德花、海瑞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一中学:张依梵、孙云芳、吴怡伶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九中学:陈朝霞、赵磊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中学:石月霞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八中学:张莹、苏红、石娇、张璐、王菲、

康美琪、魏静雅、龚海芬、孙美娜、甄新颖、王翔、蔺秀平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七中学:王美龄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杨苑、杨燕霞、李家康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七中学:郑珊珊、马霞、王静怡、石海燕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中学:刘艳婷、韩景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中学:李书芳、王嘉柠、郭颖、于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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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君、赵飞龙、严小言、韩奇忠、徐美龄、刘卓辰、桂水月、

陈琦、李翔、金越、陈静、刘越成、徐雅婷、吕娜、周萍、何海香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四中学:万鹏飞、张伟伟、张慧霞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一中学:马晶、金晓娜、李春华、赵娟萍、

刘喜婷、王亚楠

乌鲁木齐市第 109 中学:张亚男、夏扎迪古丽·依力哈木、

黄成

乌鲁木齐市第 113 中学:苏晓杰、孟雨帆、彭雪娇、张丽娜、

安盼、杨梅、陈雪艳、吕灵、马勇、杨霞、沈静、王寒寒、陈永祥

（四）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社局（46 人）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九中学:李丽霞、王双华、葛园、潘晓虹、

邵秀娟、王小兰、盛夏、冯小会、张萍、张梦丽

乌鲁木齐市第 126 中学:周广禄、孙涛、李颖飞、郑佳媛、

王璐、邢婧婕、田晨、贾雪、潘哲、李悦、刘茸茸、陈雪芳、

秦欣然、孙天伟、周卓、柳志仪、欧阳兰兰、姚佳艺、李世瑞、

郭树燕、毛亚娟、盛美佳、王雪宁、刘舒晴、吕梦婕、万倬君、

谭巧悦、谢佳佳、杨雪滢

乌鲁木齐市第 127 中学:曹猛猛、王宇思、李新滢、李慧、

王亚莉、常丽娟、来安娜

（五）天山区人社局（42 人）

乌鲁木齐市第五小学校:李佳源、吴瑾、阿尔祖古丽·吾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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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亚古丽·买买提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小学:朱娟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四小学:古丽比娅·艾尔肯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小学校:梁艳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小学校:张雪莹、鲁瑞媛、任翠霞、王龙月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小学校:高娟、白玲钰、郭慧敏、魏伟、

马海燕、韩燕燕

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周晓雯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四小学校:李宏雨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小学校:唐莉琪、古丽斯坦·卡斯木、杨盼

乌鲁木齐第二十小学校:朱从芬

乌鲁木齐市第七中学:黄庆霞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五中学:程改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八中学:王艺融、刘婧、刘丽娟、胡艺、

郭竞一、冯薪洁、王娜、张琦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中学:宁·乌英格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三中学:马筱怡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中学:程雪、康文婷

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李晨子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二中学:李新华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九中学:郭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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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一十六中学:刘京艳、艾麦尔·亚森

（六）沙依巴克区人社局（65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一百一十八中学:郭芳芳、余嘉倩

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李万荣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马珍妮、刘晓杰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一小学:周旭、王婷、何佳、路晓芳、王丽娜、

杨梦洁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小学:王瑞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四小学:陆小卉、朱春雨

乌鲁木齐市第十八小学:顾瑞雪、李小曼

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小学:张娟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二小学:藏苗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七小学:秦婷、马荣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六小学:马超雪、余永芬

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卢婷婷、闵淑贞、刘丹丹、张丹丹、

姚戈、祁月、赞登、靳明明、袁航、铁雯婷、周旭童、谢丹

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王宇宣珂、胡玺蔓、王梓涵、马丽、

张倩倩、张寒露、张岩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八中学:高雅秋、石沛、孙美琳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九小学:曹保存、郑真珍、王晓钰、王丽、

何卫军、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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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中学:陈露、王丹青、张知文、高翔、

张艳锦、马宁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六中学:郑洋洋、史明燕、陈雅芳、马彩霞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中学:毕秀荣、李梦元

乌鲁木齐市第 115 中学:许彩玲、何晓梅、李婷婷

（七）水磨沟区人社局（68 人）

乌鲁木齐市第 136 小学:马文静、朱曼妤、何敏嘉

乌鲁木齐市逸夫小学:李天岭、张力川、伍美霖

乌鲁木齐市第 54 小学:庞桂丽、崔婷婷、张婷婷、李克平

乌鲁木齐市第 76 小学:杨纯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小学:杨亚君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七小学:芦燕莉、马婧云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小学:蔡玉珍、刘美霞、田荣瑶、唐霞、

赵丽丽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小学:李宁蕾、车亚娟、张毅江、李鑫、

路雅静、陈芍帆、张莉、李倩倩、李秀萍、陈茹佳、段晓飞、

王婷、张雪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小学:王恬恬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三小学:李晶晶、李晓俊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六中学:颜雯、谢越云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七中学:刘翠侠、侯旭婷、姬佳雯、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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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丹丹、庞怡楠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一中学:王坤、蔡美娇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中学:贾玉玲、马爽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中学:孙美、王晶晶、陈琦、帕丽哈·波拉提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二中学:吴静静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中学:郭静静、成红、安欣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张苗苗、李银芬、陈梦姣、钟圆、

尚华清、张皎、赵慧娟、田婷娟、刘蒙蒙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三中学:吴新玲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中学:纳德米提、张斐斐、赵雅

（八）达坂城区人社局（12 人）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小学:张雨晴、张奇、马淑媛、

徐鑫、马丽娟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小学:林雅枝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小学:任建萍、宋美娜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三中学:杨小玲、亚库普·迪力夏提、覃岷凤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中学:杨紫轩

（九）乌鲁木齐县人社局（43 人）

乌鲁木齐县甘沟中心小学:李英英、马黑热西·哈斯木汗

乌鲁木齐县公盛小学:郭海雯、郭东明

乌鲁木齐县小东沟小学:王琴、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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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县永合小学:丁小芬、马洁冰、刘涵

乌鲁木齐县中梁小学:李娜、王红、段美娟、寇雪梅

乌鲁木齐县灯草沟中学:马尔江·马哈萨提

乌鲁木齐县庙尔沟中学:喀布依热·恰热甫汗、阿热依·艾拜、

梁焱尧、李娜、特列克江·托力恒、王学云、娜黑玛·哈山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李燕燕、张莉、杨庆玲、白润兵、

贾依娜

乌鲁木齐县托里中学:兰园丽、陈可勋

乌鲁木齐县乌拉泊正大希望中学:马兰、库力江·阿吾列汗

乌鲁木齐县小渠子中学:彭佳、徐妮娜、袁海鑫、马芳、辜丽娟

乌鲁木齐县永丰中学:康永丽

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刘华堂、卢薇薇、郭亭亭、韩宝军、

王泽、陈阳、沙蕊娜

七、中小学教师三级教师（1 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人社局（1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八中学:付天娇

八、机械电子专业助理工程师（3 人）

（一）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 人）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王亮

（二）其他单位（2 人）

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乌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刘兆、马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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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兽医专业助理兽医师（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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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佳妮

十、幼儿园教师二级教师（83 人）

（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人社局（3 人）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幼儿园[高新区（新市区）冶建幼儿园]:

贺瑛、王慧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幼儿园:海洋泽浩

（二）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社局（13 人）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七幼儿园:马苗苗、张小彦

乌鲁木齐市第六幼儿园:马晓静、邱雅薇、王苗苗、肖琼、

崔素贞、韩晶

乌鲁木齐市第七幼儿园:赵瑞、李瑞、阿里达哈·阿不得力汗、

拉扎提·赛力克达吾列提、阿丽听古力·努尔德别克

（三）天山区人社局（24 人）

乌鲁木齐市第一幼儿园:马玲玉、郝晓丽

乌鲁木齐市第二幼儿园:郭婷、马芮敏、马青、柴淑琴、朱琦、

沙恩杜哈什·特列吾哈孜、司晓敏、古力尼喀尔·阿不都艾尼、

祖拉也提·阿不都热依木、连晓彤、冶帆、吴美娟、薛海凤、

曹晓川、王聪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幼儿园:范蕊蕊、石春霞、方婷婷、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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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灵君、黄晓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五幼儿园:祖力皮努尔·艾尼

（四）沙依巴克区人社局（7 人）

乌鲁木齐市第四幼儿园:于蔓榕、翟文妮、孙凯清、钱珮、

王会、宗建梅、米丽·都满

（五）水磨沟区人社局（19 人）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幼儿园:文静、游坤芳、郎艳茹、刘乐、

詹丽洁、陈元元、向佳霖、顾玉雪、郑杨小玉、葛庆影、朱静、

赵丽媛、刘乃霞、孙雪丽、张丽、马魏芝、李媛、周英、晋羽茜

（六）达坂城区人社局（4 人）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堡小学:马英霞、李秋霞、姚思雪、

张小慧

（七）乌鲁木齐县人社局（13 人）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双语”幼儿园:夏梦露、车媛、张梦圆、

阿依木尼·阿吾沙合、白文娟、石英姿、李淑媛、马福容、

巴黑拉·依格斯泰、阿地兰·艾来提江、哈比扎·斯哈哈、

古里沙哈提·合孜尔别克

乌鲁木齐县幼儿园:刘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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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