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喀什地区招聘内地新疆籍学生服务管理教师非教育岗位入闱面试名单

序号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资格审查
结果

1 201607041 喀什市荒地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术员 阿迪莱阿卜力米提 女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药学 合格

2 201607041 喀什市荒地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术员 祖丽皮耶买丁 女 24 维吾尔族 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 合格

3 201607041 喀什市荒地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术员 塔吉丽姑艾尼 女 26 维吾尔族 大学 淮南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合格

4 201607043 疏附县塔什米里克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 阿提开姆黑力力 女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天津农学院 农学 合格

5 201607043 疏附县塔什米里克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 谢尔瓦乃图尔荪 女 25 维吾尔族 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 农学 合格

6 201607044 疏勒县巴合齐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科员 周彦纬 男 23 汉族 大专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 合格

7 201607045 疏勒县塔孜洪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科员
阿布都卡迪尔买合木

提
男 23 维吾尔族 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合格

8 201607045 疏勒县塔孜洪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科员
阿布都萨麦提阿布都

热伊木
男 25 维吾尔族 大学 重庆大学 制药工程 合格

9 201607045 疏勒县塔孜洪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科员 库尔班阿卜杜如苏力 男 23 维吾尔族 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格

10 201607045 疏勒县塔孜洪乡文体广电服务中心科员
阿力木江阿卜杜加帕

尔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合格

11 201607046 疏勒县塔尕尔其乡财经管理服务中心财务 古丽扎尔约麦尔 女 23 维吾尔族 大学 宁波大学 金融学 合格



12 201607046 疏勒县塔尕尔其乡财经管理服务中心财务
努尔斯曼古丽麦麦提

图尔荪
女 21 维吾尔族 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 合格

13 201607046 疏勒县塔尕尔其乡财经管理服务中心财务 祖丽皮亚吐尔逊 女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金融学 合格

14 201607047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 依力亚斯买买提 男 26 维吾尔族 大专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与制作 合格

15 201607049 英吉沙县色提力乡畜牧兽医站技术员 麦麦提艾力斯迪克 男 27 维吾尔族 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 合格

16 201607050 泽普县依玛乡民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职员 姚东东 男 21 汉族 大专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合格

17 201607051 泽普县图呼其乡民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职员 凯丽比努亚森 女 23 维吾尔族 大学 深圳大学 生物科学 合格

18 201607051 泽普县图呼其乡民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职员
再乃普古丽阿卜力米

提
女 25 维吾尔族 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格

19 201607051 泽普县图呼其乡民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职员 阿孜古丽·图尔荪 女 23 维吾尔族 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格

20 201607052 莎车县恰尔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高闪闪 女 23 汉族 大专 九江学院 会计 合格

21 201607052 莎车县恰尔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王菊 女 24 汉族 大学 集美大学 动物科学 合格

22 201607052 莎车县恰尔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李勤 女 23 汉族 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格

23 201607054 莎车县墩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麦麦提敏曼苏尔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给水排水工程 合格

24 201607054 莎车县墩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买买提吐尔逊吐尔洪 男 23 维吾尔族 大专 江西省新余市新余学院 法律事务 合格



25 201607054 莎车县墩巴格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阿布莱克木·热依木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合格

26 201607055 莎车县帕克其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袁玲利 女 22 汉族 大学 肇庆学院 法学 合格

27 201607055 莎车县帕克其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杨晨 女 23 汉族 大学 塔里木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合格

28 201607056 莎车县依盖尔其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阿孜姑丽马木提 女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南昌大学 法学 合格

29 201607056 莎车县依盖尔其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麦合布拜木麦麦提 女 20 维吾尔族 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税务 合格

30 201607056 莎车县依盖尔其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阿依努尔安外尔 女 23 维吾尔族 大专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合格

31 201607057 莎车县阿瓦提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阿力木江买买提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能源动力系统及自

动化
合格

32 201607057 莎车县阿瓦提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阿卜力米提阿巴斯 男 23 维吾尔族 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石油工程 合格

33 201607057 莎车县阿瓦提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员 穆太力普麦合木提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 合格

34 201607058 叶城县伯西热克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医生 葛雪雯 女 25 汉族 大专 成都中医药大学 护理专业 合格

35 201607059 叶城县西合休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医生 麦麦提吐尔孙艾买尔 男 24 维吾尔族 大专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合格

36 201607060 叶城县棋盘乡农经站技术员
阿布都克依木买合木

提
男 24 维吾尔族 大专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设施农业技术 合格

37 201607062
麦盖提县巴扎结米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

术员
齐曼古丽阿卜杜喀迪

尔
女 26 维吾尔族 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管
理)

合格

38 201607062
麦盖提县巴扎结米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

术员
美合日妮萨伊力哈尔 女 23 维吾尔族 大学 中南大学 法学 合格



39 201607062
麦盖提县巴扎结米乡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技

术员
阿地拉买买提玉素甫 女 25 维吾尔族 大学 长安大学 法学 合格

40 201607064
岳普湖县阿洪鲁库木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

室劳动保障
布苏力提尼吐拉麦提 女 25 维吾尔族 大专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管理 合格

41 201607065
岳普湖县艾西曼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劳

动保障
亚森如孜 男 25 维吾尔族 大学 长安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合格

42 201607065
岳普湖县艾西曼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劳

动保障
阿卜杜艾尼阿卜来海

提
男 24 维吾尔族 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合格

43 201607067 伽师县古勒鲁克乡文化站宣传员 吾布力阿西木艾萨 男 25 维吾尔族 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物理学 合格

44 201607068 伽师县西克尔镇计生站计生服务 西热尼拜克尔 女 25 维吾尔族 大专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临床医学 合格

45 201607069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农机站技术员 布左拉玉司因 女 24 维吾尔族 大专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质量检测 合格

46 201607069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农机站技术员 努尔妮萨诺如孜 女 25 维吾尔族 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合格

47 201607070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畜牧兽医站技术员 乃吉比拉艾麦提 男 25 维吾尔族 大专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合格

48 20160707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克西力克乡财政管理所职员 阿热祖古丽图如普 女 24 塔吉克族 大专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初等教育 合格

49 20160707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乡财政管理所职员 阿米尔尤力瓦司 男 25 塔吉克族 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