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鹏，男，汉族，1988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8月参加工作，2011年6月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达达木图乡党政办科员。

陈玮，男，汉族，1982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6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江
苏南通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特克斯县公安局科员。

范荣，女，汉族，1990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2年7月伊
犁师范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现任察县堆齐牛录乡组织员。

贾楠，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作，2014年
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群众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

刘涛，男，汉族，1987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1年7
月江西财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毕业（自考）。现任伊宁县委组织部信息调研室主任。

顾锐，男，锡伯族，1987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1年6月
江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现任察县坎乡副乡长候选人。

州党委编办
杨建，男，汉族，1985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6月参加工作，2010年7月新
疆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委政法委科员。

州党委外宣办
史浩，男，汉族，1982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7
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自治州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拟遴选人员名单

州党委办公厅

州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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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仁，男，汉族，1979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11月参加工作，2007
年1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经贸局科员。

王蕾，女，蒙古族，1990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2年6月
伊犁师范学院俄语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惠远镇统战办统战干事。

顾虎，男，汉族，1980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3年6月参加工作，2010年1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管科科长兼汉宾市场监督管
理所所长。刘翠，女，汉族，1982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9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新
疆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现任昭苏县编委办副主任科员。

州党委统战部
颜春生，男，汉族，1987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10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
山东农业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委政法委副主任科员。

州党委党校
韩金涛，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7年6月
鲁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州改革办
韩绪，男，汉，1988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2年6月新疆
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委基层办科员。

州党委台湾工
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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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宇，男，汉族，1985年9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作，2014
年1月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水定镇综治办副主任。

朱新伟，男，汉族，1985年10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1
年7月河南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琼科瑞克街道党建办主任、党工委秘书。

田爱兵，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7月参加工作，2009年
1月伊犁师范学院物理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三宫乡党委组织委员。

刘亮星，男，汉族，1990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2年7月
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委办公室科员。

李垒，男，汉族，1984年5月出生，自治区党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10月参加
工作，2012年7月自治区党校经济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现任特克斯县委基层办科员。

马丽蓉，女，回族，1986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10月参加工作，2008年7月
新疆塔里木大学林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委统战部（民宗委）科员。

州卫生计生委
计划生育协会

赵英，女，汉族，1986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3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伊
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人民法院政工科科员。

州人大办公厅

州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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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总工会
杨欢，男，布依族，1989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2年7月
成都理工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清水河镇党委科员。

州总工会
仝晓旭，男，蒙古族，1982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9月参加工作，2005年7
月黄河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立虎，男，汉族，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7月参加工作，2008年6月
塔里木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委办秘书。

杜志刚，男，汉族，1989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5年
7月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政府办秘书。

李婷，女，汉族，1985年4月出生，大职大学学历，群众，2008年11月参加工作，2011年7月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科员。

程树亮，男，汉族，1985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7年7月
山东德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

张旭，男，汉族，1986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8月沈
阳药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县坎乡政府党建办主任。

赵佳伟，男，汉族，1986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9年10月参加工作，2012年1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财政局科员。

州商务局

州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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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驻阿拉木图
办事处

李朋云，女，汉族，1983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11月参加工作，2007年7月
伊犁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察县琼博拉乡副主任科员。

韩少和，男，汉族，1983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7月参加工作，2012年
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函授）。现任伊宁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伍志萍，女，汉族，1979年9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9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
5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函授）。现任特克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
理科科长。

州人社局
李川，男，汉族，1988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5年7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委办公室秘书。

李玉茹，女，汉族，1986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08年10月参加工作，2008年7月伊犁
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发改委项目办科员。

王思瑞，女，汉族，1985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作，2008年7
月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建办科员。

刘涛，男，汉族，1986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10月参加工作，2012年1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州人社局

州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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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文化体育广
播影视局

李雪情，女，汉族，1989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0年6月
石家庄外语翻译职业学院应用英语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团委科员。

翟雪梅，女，汉族，1983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6月
石河子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业务科科长
。曾竞，女，汉族，1978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3年1月参加工作，2013年1
月新疆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毕业毕业（函授）。现任霍城县卫计委会计。

吴鑫昭，男，锡伯族，198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群众，2006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7月新
疆大学计算机网络专业毕业。现任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王述秀，女，汉族，1985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12月参加工作，2013
年1月南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网络函授）。现任霍城县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

张永刚，男，汉族，1984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6月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人民检察院科员。

王琦，女，满族，1984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07年12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伊犁师
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现任那拉提景区管委会科员。

州审计局
宋晓红，女，汉族，1978年5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12月参加工作，2008
年1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

州安监局
崔杰，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02年9月参加工作，新疆广
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潘津镇党建干事。

州卫计委

州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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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散装水泥办
公室

李斌，男，汉族，1988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11年8月参加工作，2012年6月郑
州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汉滨乡政府科员。

管秀秀，女，锡伯族，1986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0年
6月西南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塔什科瑞克乡政府宣传干事。

刘文超，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8月参加工作，2006年7月
山东省德州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汉宾市场管理所副所长
。

州种子管理总
站

彭美，女，汉族，1986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作，2008年6月四
川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清水河镇政府科员。

周磊，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4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1
月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喀尔墩乡政府科员。

邹正春，男，汉族，1981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1月参加工作，2015年
1月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网络函授）。现任昭苏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州护林办

州环境监察支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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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欣欣，女，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4
年1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人民法院法警。

吴杰，女，锡伯族，1979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8年11月参加工作，2010年7月
伊犁电大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张文中，男，锡伯族，1989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1年6
月北方民族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现任新源县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

秦新荣，女，汉族，1978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1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
新疆石油学院经济管理系会计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监管科科长。

杨飒，女，汉族，1984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10月参加工作，2011年7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商务和经信委办公室科员。

州行政服务中
心

郭晓，男，汉族，1986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7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西
安科技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科员。

州质量技术监
督稽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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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孜拉·托克达，女，哈萨克族，1984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
作，2009年7月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提克阿热
克镇政府党政办综合秘书、保密干事。

向丽娟，女，汉族，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7月参加工作，2002年7月
昌吉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文广局科员。

李嘉玮，男，汉族，1979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10月参加工作，2015
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艾兰木巴格街道办事处北大营社区主
任。

罗国富，男，汉族，1985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3月参加工作，2012
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员。

张哲，男，锡伯族，198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12月参加工作，2014
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县琼博拉乡政府科员。

州审计局固定
资产投资审计

中心

王玲，女，汉族，1980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0年5月参加工作，2008年7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函授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干部
（管理岗9级）。

都拉塔口岸管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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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波拉提·卡德尔汗，男，哈萨克族，1980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02年9月参加工
作，2002年7伊犁师范学院哈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民宗委执法大队干部(管理岗9级)
。
孙国和，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0年12月参加工作，2009
年7月新疆财经大学自考经济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卫生局干部(管理岗9级)。

张超，女，汉族，1989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12月参加工作，2012年7月
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奶牛场中学教师(中教2级）。

州食药局食品
药品检验所

吴文轩，男，汉族，1985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
新疆塔里木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温亚尔乡中学党支部副书记(中教2级）
。
侯杰明，男，汉族，1983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6年
11月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绩效办综合科科长(管理岗9级)。

张亮，女，汉族，1987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9年10月参加工作，2012年5月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干部(管理岗9级)。

陈莹，女，汉族，1988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4月参加工作，2014年1
月伊犁师范学院汉族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记者、栏目节目主持
（专业技术12级）。

王文之，男，汉族，1985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4月参加工作，2014年
2月伊犁师范学院成教学院美术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组织部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中心副主任
（专业技术12级）。

州民宗委伊斯
兰教经学院

伊犁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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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女，汉族，1982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0年9月参加工作，2013年5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广播电视台广播栏目主任、电视新闻主播、记
者（专业技术10级）。

阿黑哈提·阿林，男，哈萨克族，1981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0年9月参加工
作，2012年7月伊犁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乌赞乡哈语小学教师（中教1
级）。州文化艺术研

究所

邓伊轩，女，汉族，1988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4月参加工作，2014年
7月南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政府固定资产管理员(管理岗9级)
。

州教育局教育
教学研究室

何忠章，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0年12月参加工作，2011
年1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昭苏县教育局项目办干部（中教1级）。

张慧萍，女，汉族，1988年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7年6月
伊犁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多浪农场中心双语幼儿园教师（小教1级）。

巴彦·别克苏力坦，女，哈萨克族，1989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预备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
作，2011年7月新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巴彦岱镇中心双语幼儿园教师
（小教2级）。伊犁职业技术

学院
马兵，男，回族，1982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9月参加工作，2005年7月伊
犁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琼科瑞克街道武装办主任（管理岗9级）。

伊犁职业技术
学院

张海霞，女，汉族，1985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
伊犁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吉里于孜镇人民政府宣传干事（专业技术13
级）。州教育局教育

考试中心
王夜明，男，汉族，1981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1年3月参加工作，2012年1月
伊犁师范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现任新源县教育局招生办主任（中教1级）。

州教育局教师
培训部

张鹏飞，男，汉族，1990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1年
6月伊犁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三道河乡中心学校教师（中教2级）。

州教育局双语
教育工作办公

室

康婷，女，汉族，1976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9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7月伊
犁师范学院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新源县教育局幼教办干部（中教1级）。

吝晨程，女，汉族，1987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8月参加工作，2010年6月
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质量与计量检测所助理工程师（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徐辉，男，汉族，1979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1
月中央电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现任伊犁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主任科员）。

州红旗幼儿园

州质监局计量
检定所

伊犁人民广播
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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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燕，女，汉族，1986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伊犁
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愉群翁回族中学语文教师（中教2级）。

王槐青，女，汉族，1979年1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13年7月
南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财政局国库科科长（管理岗9级）。

刘作斌，男，汉族，1985年5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4年
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宣传部办公室负责人（管理岗9级）
。

州质监局产品
质量检验所

丁炫，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9月参加工作，2008年7月伊
犁师范学院美术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青年农场副场长（管理岗8级）。

州质监局纤维
检验所

藤龙，男，汉族，1985年12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12年6月参加工作，2012年9月南
开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县财政局财政监督检查局干部（管理岗9级）。

州卫计委计生
宣传培训中心

亓鹏，男，汉族，1989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11月参加工作，2017年7
月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现任新源县卫计委党政办副主任（专业技术13级）。

州卫计委艾防
办

刘清平，女，汉族，1981年3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00年9月参加工作，2007月
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卫计委办公室主任（管理岗9级）。

州妇幼保健院
李雪，女，汉族，1983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群众，2008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6月石河
子大学高等技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现任昭苏县中医医院医生（专业技术12级）。

黄江鸿，男，汉族，1987年6月出生，大专学历，群众，2010年1月参加工作，2008年6月怀化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现任特克斯县中医院外科医生（专业技术13级）。

陈俊，女，汉族，1976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群众，1997年12月参加工作，1997年6月新疆中
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7级）。

董玉玲，女，汉族，1982年4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群众，2002年10月参加工作，2005年7月
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现任特克斯县中医院院办主任（专业技术12级）。

州民政局社会
福利院

牛晓伟，女，回族，198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9月参加工作，2008年7月
伊犁师范学院音乐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米粮泉乡中学教师（中教1级）。

州民政局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

程红娟，女，汉族，1988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12月
河南科技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农广校教师（中级农艺师）。

州质监局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

所

州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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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管理办

公室

陈长春，男，汉族，1987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5月参加工作，2014年
1月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民政局项目办主任（管理岗9级）。

州人事考试中
心

夏丽巴提·哈力木，女，哈萨克族，1987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
作，2011年6月新疆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现任察县教育局核算中心会计（专业技术12级）
。

州国土资源勘
测规划院

张兴芳，女，汉族，1981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07年3月参加工作，2005年7月山东
财政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国土资源局干部（管理岗9级）。

州农牧机械化
技术推广总站

薛燕，女，汉族，1981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01年3月参加工作，2013年1月伊
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中共尼勒克县委员会办公室记账会计（管理岗9级）。

努尔买买提·地力木拉提，男，维吾尔族，1983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9月
参加工作，2007月年7月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农牧民技术
学校干部（专业技术10级）。

唐园，女，汉族，1983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10年11月参加工作，2007月年7月新
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现任巩留县东买里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专
业技术职称10级）。

州动物疾病控
制与诊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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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治蝗办
文俊，男，汉族，1985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6月安
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巴依托海镇武装部党委委员、部长（副主任科员）
。

州党委宣传部
文化市场领导

小组

赛尔江﹒吐尔迪，男，哈萨克族，1981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07年8月参加工作，
2007月年7月西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新源县喀拉布拉镇民政办民政干事（管
理岗9级）。

州党委政研室
改革办

张吉，男，汉族，1981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9年6月参加工作，2008年9
月伊犁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国土局耕保科干部（管理岗9级）。

州党委组织部
绩效办

刘梦佳，女，汉族，1987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9年9月参加工作，2009年6月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委绩效办干部（管理岗9级）。

州新兴党组织
党工委

任雷历，男，汉族，1985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7月参加工作，2011
年7月石河子大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发改委援疆项目办主任（专业
技术9级）。

州少工委
鞠明浩，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1年9月参加工作，2011年7月
新疆塔里木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委办公室干部（管理岗9级）。

州工人文化宫
吴海霞，女，回族，1987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群众，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6年2月
伊犁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教育局核算中心干部（中教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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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保密技术服
务中心

周川，男，汉族，1977年11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9月参加工作，2003年7
月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与现代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委办公室干部（管理
岗9级）。

顾艳，女，汉族，1986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7月参加工作，2008年6月新
疆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琼科瑞克党政办主任（管理岗9级）。

阿热依·阿拜，女，哈萨克族，1988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
2012年6月新疆农业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乌赞中学教师、党政办主任（中教2
级）。

州政法委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
服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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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提江·麦麦提敏，男，维吾尔族，1988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9月
参加工作，2015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琼科瑞克街道团结
（吐排店）社区党支部书记（小教2级）。

敏星，男，回族，1984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7年4月参加工作，2012年1
月新疆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切吉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管理
岗9级）。

何越魁，男，汉族，1989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参加工作，2012年6月
新疆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现任尼勒克县乌赞中学教师（中教2级）。

苟振龙，男，汉族，1984年12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04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6月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教育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市托格拉克乡上托格拉克村小学教师（小
教2级）。

魏皆行，男，汉族，1984年9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6月参加工作，2013年
1月伊犁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现任伊宁县教育局干部
（管理岗9级）。

张天兴，男，汉族，1979年8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6月参加工作，2004年
3月沈阳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城县发改委济信息管理办公室干部（管理
岗9级）。
张东方，男，汉族，1981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10月参加工作，2001年9月
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任霍尔果斯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河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
主任（副主任科员）。

陈秉松，男，汉族，1982年5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1年9月参加工作，2010年
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副镇长（副主任科员）。

州政法委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
服务管理局

州政法委网格
化服务管理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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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彪，男，汉族，1984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6月参加工作，2009年7月伊
犁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毕业。现任察布查尔县坎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候选人（管理岗9
级）。

李富红，男，汉族，1989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群众，2012年8月参加工作，2012年6月西北
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现任昭苏县委办公室综合秘书
（管理岗9级）。

州政法委边防
事务协调保障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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