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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水磨沟区干部任免信息

今年以来，区委根据党政机构改革需要，结合领导班子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实际工作需要，综合干部推荐考察等相关情况，

对全区各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充实配备，具

体任免情况如下：

一、任职情况

宋毅同志任区委办公室主任

邓松同志任区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

组书记、主任（局长）

张建文同志任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樊高翔同志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杨永杰同志任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李俊杰同志任区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穆东亮同志任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区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王薇同志任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

杨晓龙同志任区纪委常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

祁礼业同志任区委机要保密局（区国家保密局、区密码管理

局）局长

宋光剑同志任区委老干部局局长

陈海霞同志任区党史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韩惠敏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

组书记、主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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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辉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

主任（副局长）（正科级）

韩守城同志任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倪芳同志任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李华同志任区科学技术局局长

穆太力普·托合提同志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樊万军同志任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薄芳同志任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齐钇旭同志任区司法局党组书记

唐世宏同志任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

组书记

姚燕同志任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组

副书记、局长（主任）

王万刚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任建明同志任区建设局（区水务局、区交通局、区人民防空

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局长（主任）

李思泉同志任区建设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人民防空

办公室）党组书记

林锋同志任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

记

余刚同志任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副

书记、局长

郭继承同志任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叶尔江·阿同志任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孙公泰同志任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振玮同志任区商务局（粮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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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屏同志任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石平同志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徐卫晴同志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

白桂洲同志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阿不来江·阿不力米提同志任区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

王文凯同志任区应急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陈协同志任区审计局党组书记

李文革同志任区审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柴建新同志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张建同志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冯洁同志任区统计局局长

崔炜同志任区医疗保障局局长

齐济同志任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土地征收管理办

公室）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李会议同志任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高歌同志任区团委书记

胡明文同志任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陈宏伟同志任区园林管理局局长

闫建龙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唐娜娜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达利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兵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丽娟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振阳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蒋传芳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马卫平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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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提明·伊迪热孜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

作委员会主任

侯继伟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孙程江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征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莉红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刘旭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记

（主任）

戴建国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党工委委员、党建办公室主任

周道仁同志任南湖南路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王晶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高蓓蓓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苏杰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阿依努尔·考思尔汗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长

陈迎魁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芦江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凌云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陈艳华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韩玫同志任区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书记

焦安飞同志任区委第一巡察组正科级巡察专员

张伟同志任区委第二巡察组正科级巡察专员

赵岩峰同志任区委第三巡察组正科级巡察专员

武娜同志任区基层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马杰同志任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中心主任

索霖同志任水磨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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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振宇同志任区教育研究室主任

闫志江同志任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刘征同志任区财政国库收付中心主任

张新军同志任区虹桥污水处理厂厂长

黄志蓉同志任区环卫清运队党支部书记

温江同志任区环卫清运队党支部副书记、队长

岳书清同志任区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所长

王培新同志任区园林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勤同志任区园林队党支部副书记、队长

董丽萍同志任区水磨沟公园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包建新同志任区南湖广场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杨华同志任区南湖广场管理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韩锟同志任苇湖梁片区立井北社区党总支书记

玛尔哈巴·哈斯木同志任七纺片区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

米雪莉同志任华光街片区昆仑东街北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春生同志任振安街片区振安街南社区党总支书记

秦桢同志任苇湖梁片区立井东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何滨同志任苇湖梁片区龙盛街南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书记

韩鑫海同志任苇湖梁片区龙盛街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

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砚兰同志任苇湖梁片区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贺铁峰同志任七纺片区众泰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员

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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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彩霞同志任七纺片区风景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工作委员会

书记

艾克白尔·吾斯曼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天平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付伟星同志任八道湾片区绿洲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桑莉琴同志任八道湾片区九道湾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

工作委员会主任

潘存丽同志任市第 31 中学党支部书记

段文华同志任市第 31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曹振新同志任市第 32 中学党支部书记

钟少君同志任市第 32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孙振江同志任市第 50 中学党支部书记

段宝霞同志任第 53 中学党支部书记

江海同志任市第 53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姚波同志任市第 60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马昌同志任市第 86 中学党支部书记

唐世忠同志任市第 86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何勇同志任市第 87 中学党支部书记

艾则孜·依不拉音同志任市第 87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许玉梅同志任市第 91 中学党支部书记

王珂亭同志任市第 91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张丽丽同志任市第 41 小学党支部书记

陶豫林同志任市第 41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杜红芳同志任市第 53 小学党支部书记

夏新彦同志任市第 53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7

陈芸同志任市第 54 小学党支部书记

董承香同志任市第 54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李紫同志任市第 75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杨文慧同志任市第 76 小学党支部书记

杜阿霞同志任市第 76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马青同志任市第 77 小学党支部书记

陈学军同志任市第 77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刘建华同志任市第 115 小学党支部书记

雷金泉同志任市第 115 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郭宁同志任市第 136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王娜同志任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栾林坤同志任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闫笑同志任区档案馆副馆长

马惠莲同志任区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石佳同志任区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军波同志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杨锐同志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副主任

（副局长）

张建强同志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副主

任（副局长）

吴军同志任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旭方同志任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罗朝军同志任区电子政务中心副主任

刘继华同志任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张锦飞同志任区纪委常委

周静同志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南湖北路片区王家梁社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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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

汪建江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纪检监察三室主任

张楠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振安街

片区山润社区党总支书记

魏铭韬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赵宏宇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常青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闫露尹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周春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杨青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马丽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罗玉生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刘峪智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张媛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刘星同志任区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宋文霞同志任区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副书记

王亮同志任区党员教育中心（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管理中心）

主任

孙广庆同志任区党员教育中心（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管理中心）

副主任

王淑英同志任区基层党建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

祖海峰同志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谭丽同志任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主任

曹焱同志任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副主任

王朝义同志任区新闻中心主任

高媛同志任区新闻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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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则买提·艾赛提同志任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刘玲同志任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鹏里同志任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全兵同志任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中心副主任

杨明同志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苇湖梁片区融

合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婧同志任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副主任

郑会建同志任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袁明同志任区机构编制信息中心主任

张一方同志任区机构编制信息中心副主任

何冬梅同志任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张雯同志任区委机要保密局（区国家保密局、区密码管理局）

副局长，水塔山片区清泉社区党委书记

崔亮同志任区党委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张惠同志任区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文君同志任区老干部服务中心主任

张昆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主

任（副局长）

李媛媛同志任区招商服务中心（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东云同志任水磨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仲伟博同志任水磨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多才同志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崔建华同志任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王崎英同志任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慧铭同志任区教育研究室副主任

彭俊锋同志任区教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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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淼同志任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

蔡金城同志任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

孙进同志任区教育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鹏同志任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苇湖梁片区立井南社区党

总支书记

海龙同志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李雯同志任区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主任

王雅洲同志任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赵瑞同志任区财政局（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局

长（副主任）

孙晓梅同志任区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副主任

白生荣同志任区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副主任

遆好峰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莱丽古丽·沙比尔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冯刚同志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

杨洋同志任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刘金芬同志任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王芳同志任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张黎同志任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斌同志任区建设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人民防空办

公室）副局长（副主任）

杨智谋同志任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贺强同志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

郭海波同志任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王平同志任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鑫同志任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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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聪同志任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马智成同志任区河湖管理中心（水利管理站）主任（站长）

崔景林同志任区河湖管理中心（水利管理站）副主任（副站

长）

闫飞同志任区石人子沟水库管理站站长

王建锋同志任区石人子沟水库管理站副站长

郑兴林同志任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

任凯杰同志任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

邱峰同志任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邹良英同志任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

王渊刚同志任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于小龙同志任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黄琳同志任区市容卫生管理站站长

蒋于明同志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副主任

贺敏同志任区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小康同志任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

段亚炜同志任区文化馆副馆长

徐乐同志任区业余体育学校副校长

顾海涛同志任水磨沟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巴克提古丽·伊斯拉木别克同志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梁晓英同志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赵海娟同志任区妇幼保健服务中心主任

张海燕同志任区社区卫生服务业务指导中心副主任

郭东同志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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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铜飞同志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雪同志任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高静同志任区审计局副局长

邱保坤同志任区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副主任

唐杰同志任区经济责任审计中心主任

庞淑芬同志任区经济责任审计中心副主任

王建平同志任区统计局副局长

王亚军同志任区统计普查中心副主任

玛依拉·艾海提同志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苏新安同志任区信访局副局长

张红同志任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主任

闫菲菲同志任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春昱同志任区委党校副校长

郭媛同志任区党史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南湖南

路片区华清社区党总支书记

汤文玉同志任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艾尔西丁·艾尔肯同志任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土

地征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树林同志任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王臻同志任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何滨同志任区园林队副队长

李小龙同志任区南湖广场管理中心副主任

曹蓉蓉同志任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杜宏春同志任南湖南路片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毋启瑜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马高宇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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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努尔麦麦提·喀伍力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

齐宝峰同志任榆树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

孙春平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哈马尔·叶尔肯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

段伟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段清辰同志任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

书记（主任）

李芸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白洁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普拉提·克热木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

张弦同志任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记

（主任）

马荣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伊利亚尔·阿不都肉苏里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

安效新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

崔志旭同志任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

柳浙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庞小乐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14

张涵竣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

曾超同志任水塔山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王新利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吴鑫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冉晓红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

布丽布·吉衣恩汗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

察办）书记（主任）

曹建辉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马永梅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越峰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冯亮亮同志任河马泉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

戴江敏同志任市第 60 中学副校长

李明同志任市第 64 中学副校长

买买提·努尔艾合买提同志任市第 86中学副校长

赵雪芹同志任市第 87 中学副校长

刘海翔同志任市第 50 中学副校长

郭佳同志任市第 76 小学副校长

李昌成同志任市第 64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吴红旗同志任苇湖梁片区立井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工

作委员会副书记

沙锐同志任苇湖梁片区立井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巴合提古丽·哈里拜克同志任苇湖梁片区龙盛街南社区党总

支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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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亚兵同志任苇湖梁片区发源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马明同志任七纺片区温泉社区党总支书记

比利克孜·伊不热衣木同志任七纺片区温泉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杨希镇同志任新民路片区成功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丁健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南湖花苑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张晓洁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南湖花苑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

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汤卫峰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天平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龙仲英同志任六道湾片区融鑫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

陈小红同志任六道湾片区融鑫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艾克白尔·吾斯曼同志任六道湾片区天平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库吐比江·阿木提同志任八道湾片区九道湾路社区党总支书

记、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陈仑同志任八道湾片区九道湾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肖涛同志任八道湾片区绿洲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艾热夏提·帕尔哈同志任八道湾片区绿洲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丁雪迎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南湖北路东社区党总支书记

钟谦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南湖北路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

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高明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南湖北路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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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王家梁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肖磊同志任南湖北路片区王家梁社区党委副书记

程伟同志任榆树沟片区水磨园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徐成杰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康辉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郭卫国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康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主任

道巴音同志任龙盛街片区康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党文彤同志任龙盛街片区远大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

黄兴俐同志任龙盛街片区远大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社区工作

委员会主任

张龙同志任龙盛街片区远大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二、免职情况

免去齐钇旭同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王兵同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

书记、主任（局长）职务

免去张昆同志区信访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倪芳同志区教育局党委书记职务

免去韩守城同志区教育局局长职务

免去樊万军同志区财政局局长职务

免去薄芳同志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职务

免去段天堂同志区司法局党组书记职务

免去姚燕同志区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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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赵瑞同志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区新闻出版和版权局）副

局长职务

免去遆好峰同志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莱丽古丽·沙比尔同志区文化旅游市场稽查大队副队长

职务

免去曹建辉同志区建设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人民防

空办公室）副局长（副主任）职务

免去张斌同志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林锋同志区统计局局长职务

免去任凯杰同志区市容卫生管理站站长职务

免去张奇同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职务

免去孙春平同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李石平同志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区新兴组织党工委副

书记（兼）职务

免去徐卫晴同志区委第二巡察组组长职务

免去陈协同志区农牧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职务

免去高静同志区经济责任审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冯洁同志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崔炜同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玛依拉·艾海提同志区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苏新安同志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职务

免去郭军波同志华光街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职务
免去陈海霞同志区档案局（馆）局长（馆长）职务
免去李会议同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职务
免去高歌同志华光街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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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索霖同志区市政市容设施管理站副站长职务
免去戴建国同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方春辉同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熊波同志区审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甄飞同志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王国俊同志石人子沟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

专职副主任职务
免去崔世玉同志区人民检察院纪检组组长、检委会委员、正

科级检察员职务
免去武娜同志区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赵海娟同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唐杰同志区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王崎英同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张红同志区救助管理站（社会福利院）站长（院长）职

务
免去包建新同志区南湖广场管理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杨华同志水磨沟公园主任职务

免去董丽萍同志水塔山街道新纺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

免去黄志蓉同志龙盛街街道苏州路立交桥社区工作委员会

书记职务

免去卢永梅同志市第 31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郭东同志区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所所长职务

免去郭继承同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土地征收管

理办公室）党支部副书记、主任职务

免去齐济同志区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何滨同志区南湖广场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马晓龙同志八道湾片区绿洲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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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免去高蓓蓓同志榆树沟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免去王晶同志水塔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免去唐娜娜同志华光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职

务

免去侯继伟同志榆树沟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免去柳浙同志水塔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免去马永梅同志石人子沟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

务

免去董文学同志南湖南路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周道仁同志南湖北路片区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

专职副主任（副科级）职务

免去王莉红同志区委老干部局局长职务

免去李芸同志苇湖梁片区管委会立井南社区工作委员会副

书记（主持工作）职务

免去毋启瑜同志新民路片区管委会新城社区工作委员会副

书记（主持工作）职务

免去沈桂莹同志榆树沟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

任职务

免去李征同志榆树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努尔麦麦提·喀伍力同志榆树沟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免去孙程江同志石人子沟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人大工作委

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邓松同志华光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职务



20

免去李振玮同志水塔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郭宁同志市第 76 小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张文娟同志市第 75小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唐世忠同志市第 50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王珂亭同志市第 87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姚波同志市第 19 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张丽丽同志市第 41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杜红芳同志市第 53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陈芸同志市第 54 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杨文慧同志市第 76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马青同志市第 77 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刘建华同志市第 115小学校长职务

免去潘存丽同志市第 31中学校长职务

免去段文华同志市第 86中学校长职务

免去孙振江同志市第 50中学校长职务

免去段宝霞同志市第 53中学校长职务

免去李明同志市第 86 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买买提·努尔艾合买提同志市第 64 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何勇同志市第 32 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职务

免去许玉梅同志市第 91中学校长职务

免去彭俊锋同志市第 60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崔建华同志区政府幼儿园园长职务

免去朱世明同志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乔治卫同志市第 64中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阿不都外力·阿不都热合曼同志市第 60 中学党支部副

书记、校长职务

免去邱丙玲同志市第 87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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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于德生同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队长职务

免去咸敏燕同志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职务

免去文艺同志新民路片区管委会兴惠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主持工作）职务

免去阿克木江·亚森同志市第 86 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江海同志市第 91 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陈学军同志市第 41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杜阿霞同志市第 53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陶豫林同志市第 54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夏新彦同志市第 76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雷金泉同志市第 77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董承香同志市第 115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钟少君同志市第 32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马昌同志市第 50 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曹振新同志市第 53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艾则孜·依不拉音同志市第 87 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免去苗秀清同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正科级）职务

免去张锦飞同志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周静同志区纪委监委纪检监察三室主任职务

免去芦江同志区纪委常委、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凌云同志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邰勇同志区纪委常委职务

免去夏静宜同志区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刘旭同志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职务

免去陈迎魁同志石人子沟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

书记（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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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张媛同志振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书

记（主任）职务

免去刘振阳同志六道湾片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监察办）

书记（主任）职务

免去阿依努尔·考思尔汗同志苇湖梁片区立井西社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职务

免去闫露尹同志新民路片区金海岸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余晓岚同志新民路片区金海岸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雷俊霞同志六道湾片区六道湾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宋文霞同志区人民检察院副科级检察员职务

免去宋光剑同志区党史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姚杰同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唐向文同志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职务

免去帕尔顿·塔力甫同志华光街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职务

免去韩玫同志区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希尔扎提·尤努斯同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

（土地征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何亚飞同志苇湖梁片区立井北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

职务

免去王建国同志苇湖梁片区融合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

免去阿不来提·阿不迪斯木同志七纺片区康居社区工作委员

会副书记（主持工作）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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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李伟同志七纺片区众泰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

作）职务

免去余生国同志振安街片区春祥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

持工作）职务

免去侯娴同志六道湾片区青翠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持

工作）职务

免去高明同志南湖南路片区华清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

职务

免去韩琳娜同志南湖南路片区林科院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主持工作）职务

免去贺铁峰同志南湖北路片区百万庄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职务

免去程伟同志七道湾片区七道湾北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马静同志新民路片区兴惠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职

务

免去杨希镇同志新民路片区南大湖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主持工作）职务

免去何滨同志苇湖梁片区立井东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免去韩鑫海同志苇湖梁片区发源社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

免去李砚兰同志苇湖梁片区新光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

持工作）职务

免去艾克白尔·吾斯曼同志六道湾片区德裕社区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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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库吐比江·阿木提同志八道湾片区管委会统战和民族宗

教事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桑莉琴同志八道湾片区绿洲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