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文件

新人社职字 E2021〕 10号

关于批准黄梅等 268位同志获得自治区

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地、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自 治区有关单位人事 (职称)部 门:

根据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认

定),经 自治区正高级工程师、正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等 5个系列 (专业)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批准黄

梅等 268位 同志获得 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 (名 单详见附件),任职资格时间自2021年 12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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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计算。

附件:1,2021年 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通过人员名单

2.2021年 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特殊人才认

定通过人员名单

3.2021年 自治区参加
“
访惠聚

”
驻村等基层服务工

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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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通过人员名单

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共 4人 )

环境监测站:黄梅

林业科学研究院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林业技术推广总站、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园艺技术推广总站):王瑾

奎电市工程建设标准造价管理站:任冬梅

奎电市信息中心 (奎电市电子政务办公室、奎电市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张玉辉

二、塔城地区 (共 3人 )

质量与计量检测所:赵子海

库鲁斯台草原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武乐志

沙湾县人民医院:董 明军

三、阿勒泰地区 (共 8人 )

生态环境局:张万华

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杨东明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茹永生、娜孜拉·吐斯布那比、塔力哈

提别克·西热甫

阿勒泰市土地收购储各中心:曹玉霞

阿勒泰市融媒体中心 (阿勒泰市广播电视台):王刚

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镇农业 (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贾 伊

娜·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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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拉玛依市 (共 11人)

长江大学西部研究院:程宏杰

中油 (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油建分公司:童云

中油 (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吴昊、陈联、

张书华、张侃毅、黄强、何林海、杨萍萍

克拉玛依金鑫油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王茂仁

克拉玛依市三达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贾剑平

=厂
 曰 士

上上、 E彐 口 族自治州 (共 12人 )
口

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王 晓东、樊文凯

环境监测站:金淑聪、张莉

环境污染监控中心:韩 盛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姚勇辉

昌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马 贵东

阜康国有林管理局:苏辉明

呼图壁县水利管理总站:库 尔班·克热木

玛纳斯县农牧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李光照

木垒县东城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程玉忠

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朱东升

六、乌鲁木齐市 (共 42人 )

市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张莉

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陈宝贵

市沙依巴克区市政设施养护队:黄芳

市技术创新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戴毅

市建工 (集 团)有 限责任公司:张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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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白艳萍

广播电视台 (乌 鲁木齐广播电视集团):伊力亚尔·吐尔逊、

高子渊

米东区建设局 (交通局):陈明

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程志华

自然资源信息中心:王璐

建筑市场运行服务中心:王 强

创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晓军

城建设计研究院:郭 向东

环境监测中心站:李军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吴兰吴

机动车排污监督管理办公室:黄忠

人民公园:谷忠义、范晓荣

市种苗场:高爽、苏静霞

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潘登耀

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殷小桃、徐平

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彭军

县技工学校:杨绍远

新疆正祥国利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黄超

新疆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赫春红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斯卡尔、李在卿

新疆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岳艳萍

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潘峻、殷永涛、苏晓军、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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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圣峰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峰

新疆市政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勇

新疆新工勘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杨卫新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吴斌、左小刚、赵向东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黎远中

七、哈密市 (共 1人 )

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刘洪贵

八、吐鲁番市 (共 1人 )

林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王婷

九、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共 3人 )

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人民政府:王 惠频

库尔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胡天听

库尔勒市香梨研究中心:刘 永杰

十、阿克苏地区 (共 2人 )

阿克苏市水利局:丁文杰

库车市融媒体中心 (库车市广播电视台):黄会良

十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共 2人 )

煤田灭火工程局:李宏生、张勇

十二、自治区国资委 (共 6人 )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任军、董昆、郑扬、王维毅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成

新疆中泰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陈红艳

十三、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共 1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家 305项 目办公室: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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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共 19人 )

不动产登记中心:靳发兰、张红涛

测绘成果中心:李思谕、赵秋菊

测绘科学研究院:马 军

地质环境监测院:姜越

第二测绘院:贺永平、赵炳鉴

国上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孙艳

国土综合整治中心:王 明辉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邢金春

征地事务中心:董 曙军

第一测绘院:郭保、沈忱

煤田地质局:张相

煤田地质局煤层气研究开发中心:张娜

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秦大鹏

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熊春雷、蒋新虎

十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共 6人 )

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安海燕、徐涛

生态环境厅第三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依明江·莫合买提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王晓愚、高庆国、彭小武

十六、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共 1人 )

城市和建筑设计服务中心:李岩

十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共 22人)

新疆交通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孙泽强、程鹏、蒋兴明

新疆交投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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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局:杨传萍

交通建设管理局:张毅、杨成连

交通运输厅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赵勇

新疆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局:望远福

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刘建群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王 涛、宋文政、艾尔登、

孙云龙、崔跃飞、任新平、张建稿、李栋、胡昌涛、张国强、王

玉茹、车新刚

十八、自治区水利厅 (共 41人 )

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张永伟、管廷存

网络信息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通信管理中心):

蔺悦霞

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灌溉中心试验站):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依木

水文局:王彦国、努尔拉·吾守尔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管理局:马 军、刘江

水利管理总站:张娜

水资源中心:曹伟、李虹瑾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马 军、李森、吴萌、王新、马洪

玉、郭英华、张玲、牛万吉、范金勇、王晓强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周黎勇、刘洪滨、罗旭、马爱华、明

其克、安尼瓦·斯地克、高建新、郭谨

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江有成

乌鲁瓦提水利枢纽管理局:韩方军、肖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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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高鹏、梁炳华、陈勃

文、张惠兰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张勇、热合曼·喀迪尔、魏光辉、赵少

军、王光焰

十九、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 17人)

标准化研究院:艾力·马合木提、李瑜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王小伟、程亚军、孟俐利、李小

飞、申晓萍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姜秀海、任光华、王昊

纤维监测中心:景建平、阿不都热西提·买买提、杜卫东

计量测试研究院:王顺利、罗雪芳、郭丽、马晓春

二十、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共 2人 )

药品审评查验中心:张丽、马小华

二十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共 5人)

广播电视局:金莉

广播电视台:吐 尔逊江·买买提、张开俊、克比尔·买买提、

王玲

二十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共 8人 )

林业科学院:赵强国、王旭、梁瀛、陈启民、虎海防

林业规划院:周 钢

天然林保护中心 (自 治区森林公园管理中心):肖 中琪

玛纳斯南山林场:安玉光

二十三、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共 16人)

地质调查院:杨屹、田江涛、穆利修、合建忠、高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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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大队:陈海军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丁海波、彭万林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赖涛、李卫东、谭克彬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信息中心:陈建明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测绘大队:丁勇江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郑 国平、曹福

根、祁万修

二十四、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疆教育学院)(共 1人 )∶

王亮亮

二十五、新疆农业科学院 (共 3人 )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张丽、肖林刚、牛长河

二十六、新疆有色金属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 1人 )

有色地质勘查局测试中心:赵德云

二十七、新疆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 2人 )∶ 黄磊、

牛俊民

二十八、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共 1人 )

新疆八钢矿业资源有限公司:刘 明

二十九、中建新疆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共 10人 )

中建新疆建工 (集 团)有限公司:马 俊德、叶红、李守义

中建新疆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郝玉锋、白超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世强

新疆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 限责任公司):武军、郭文莉、蔡

新利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车海宝

-10-



附件 2

2021年自治区工程系列正高级工程师

特殊人才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一、正高级工程师 (共 6人 )

(一 )乌鲁木齐市人社局 (共 5人)

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赵玉仙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冯世红、张宗华、包鑫

新疆坎儿井灌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范世峰

(二 )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 (共 1人)

新疆交通投资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代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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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自治区参加
“
访惠聚

”
驻村等基层

服务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一、正高级工程师 (共 11人 )

(一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共 2人 )

伊宁县林业和草原局:喻洪波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市分局:余新宇
(二 )哈密市人社局 (共 1人 )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技工学校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农业机

械化技术学校):胡风霞

(三 )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 (共 1人 )

库尔勒公路管理局:阿克木江·依明

(四 ) 自治区水利厅 (共 6人)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阿布都克由木·阿布力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局:赵义峰

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白 强、张其霞、吾克尔·吾买尔

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李太山

(五 )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 1人 )

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毛 民·阿斯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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