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于田县县、乡、村三级河（湖）长信息名单

于田县县级河（湖）长及负责河流名单

附件 1

序号 总河长 河长 职务 负责河流 联系电话

1 董燕军（总河长） 县委书记 于田县境内所有河流湖泊 0903-6811479

2
木合塔尔·买提尼

亚孜（总河长）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于田县境内所有河流湖泊 0903-6811479

3 陈云春（副总河长） 县委常委 于田县境内所有河流湖泊 0903-6811479

4
吾卜力·麦麦提

（副总河长）
政府副县长 于田县境内所有河流湖泊 0903-6811479

5 吐尔洪·阿布拉 人大主任
卡拉苏河（喀拉帕恰克河）于田县境内河

段
0903-6818101

6 朱海龙 县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县长 克里雅河总河长 0903-6811828

7 刘波 县委常委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段 0903-6811812

8 罗金海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阿羌河及汇入阿羌河的所有支流 0903-68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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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玉龙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吾什凯布隆河全段及汇入吾什凯布隆河

的所有支流
0903-6811812

10 马东锋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监察委

主任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段 0903-6811140

11 吐送古丽·买托胡提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苏克提亚克河全程及汇入苏克代亚河的

所有支流
0903-6811200

12 阿卜杜克热木·亚森 政府副县长 吐米亚河及汇入吐米亚河的所有支流 0903-6811807

13 陈波 政府副县长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英巴格乡段 0903-6811807

14 孔波 检察院党组书记
皮西盖河全段及汇入皮什盖河的所有支

流
0903-6813261

15 薛富尹 法院党组书记
库拉普河全段及汇入库拉普河的所有支

流
0903-6120809

16 帕尔哈提•买买提明 法院院长 克里雅河达理亚博依乡段 0903-6120809

17 阿迪力•阿布拉 于田监狱党委副书记、监狱长
克里雅河于田监狱段、红旗水库、卡尔汗

水库
0903-68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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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乡级河（湖）长及负责河流名单

附件 2

序号 乡级河长 职务 负责河流（段） 联系电话

1 张进喜 阿羌乡党委书记 阿羌河全段及汇入河道的支流、塔斯坎萨依、苏克代牙河
0903-6821598

2 亚森·买买提 阿羌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阿克苏河、柳什代牙、阿拉马斯代、吾什凯布隆、库拉普河全程

3 崔衍武 兰干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兰干乡段
0903-6821587

4 阿克勒·阿布都艾尼 兰干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兰干乡段

5 谢虎林 托各日尕孜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拖格日尕孜段
0903-6821590

6 阿布都热合曼·买图送 托各日尕孜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拖格日尕孜段

7 骆爱科 先拜巴扎镇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先拜巴扎镇段
0903-6821588

8 木塔力甫·买提肉孜 先拜巴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先拜巴扎镇段

9 张晨光 斯也克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斯也克乡段
0903-6839026

10 阿布杜艾尼·麦麦提明 斯也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中间闸口斯也克乡段

11 魏自成 奥依托格拉克乡党委书记
阿羌河工业园区段至末端，吐米亚河全段、马勒工萨依、

山节萨依、麻特萨依、帕西木沟、马山沟

0903-6821594

12 麦托合提·阿布都热曼 奥依托格拉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皮西盖河全段及汇入河道支流（克拉布拉克萨依、喀须特

万东南沟、克尔阿恰克萨依、皮什盖河右支河、皮什盖河

左支河）

13 蒋达志 阿热勒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段、克里雅河玉孜克巴热阿热勒段

0903-682158514 艾海提·艾莎 阿热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段、克里雅河玉孜克巴热阿热勒段

15 陈永杰 木尕拉镇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玉孜克巴拉段全段

0903-6821582
16 麦托合提·买买提敏 木尕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管辖范围古再村段至英巴格乡段（河道

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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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峰 科克亚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玉孜克巴拉段

0903-6821584

18 艾尼·阿布都拉 科克亚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玉孜克巴拉段

19 王玉福 加依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玉孜克巴拉段
0903-6828889

20 买买提·买提肉孜 加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玉孜克巴拉段

21 郑志英 阿日希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苏克代牙河阿日希乡段 0903-6892503

22 丁春光 英巴格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段

0903-6829100
23 努尔艾合麦提·依孜巴克 英巴格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英巴格乡范围（河道两岸）

24 贾存鹏 达理亚博依乡党委书记 克里雅河达理亚博依乡段
0903-6817389

25 热孜碗古丽·木塔力甫 达理亚博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克里雅河达理亚博依乡段

26 姜葛 喀尔克乡党委书记 喀拉帕恰克河于田县境内全段 0903-6898860

27 聂俊辉 兰干博孜亚农场党委书记 喀拉帕恰克河兰干博孜亚农场段

0903-682159628 买买提江·买赛地 兰干博孜亚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 喀拉帕恰克河兰干博孜亚农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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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村级河（湖）长及负责河流名单
附件 3
序号 村级河长 乡镇名称 村名称 负责河流（段） 联系电话

1 阿地力江·买吐送

木尕拉镇

库开任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库开任村段 15599800996

2 李宗辉 吾斯唐吾其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吾斯唐吾其村段 18899256919

3 亚森·买提库尔班 买地尼亚提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买地尼亚提村段 15599801128

4 如孜·买买提明 古再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古再村段 17767433351

5 吾布力喀斯木 阿克莱克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阿克莱克村段 17509039255

6 阿依古丽·买吐送 阿热木卡木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阿热木卡木村段 13139765656

7 买托合提·买提库尔班 依提怕克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依提怕克村段 18139488181

8 热依拉·阿布都艾尼 喀尕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喀尕村段 13345381889

9 吾不力喀斯木·依明 木尕库勒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木尕库勒村段 15699318687

10 努尔呢萨·米木尔 博斯唐村 克里雅河木尕拉镇博斯唐村段 17399567448

11 艾则孜·买提肉孜

阿热勒乡

巴什也台巴什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巴什也台巴什村段 18082823642

12 依不拉音·买土地 也太克孜勒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也太克孜勒村段 13239800808

13 买买提江·买斯迪克 吾吉玛喀塔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吾吉玛喀塔村段 13239818811

14 买吐地·艾买尔 拜什托各拉克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拜什托各拉克村段 15559432123

15 买赛迪 喀拉尕其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喀拉尕其村段 18099436588

16 玉素甫江·土地 托也台巴什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托也台巴什村段 18197847858

17 阿迪力·买买提明 阿热勒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阿热勒村段 18199038024

18 阿布都艾尼·乌斯曼 拉依喀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拉依喀村段 17690687621

19 库尔班江·买吐送 阿热勒艾日克村 克里雅河阿热勒乡阿热勒艾日克村段 181391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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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亚森·买吐送

阿日希乡

阿克提热克村 克里雅河阿日希乡阿克提热克村段 13289077001

21 穆萨江·喀斯木 阿日希村 克里雅河阿日希乡阿日希村段 15001452300

22 吐送江·喀迪尔 希日克村 克里雅河阿日希乡希日克村段 13094099038

23 买买提·买提库尔班 也太东村 克里雅河阿日希乡也太东村段 18034809006

24 买买提明·艾山

兰干乡

托格拉克村 克里雅河兰干乡托格拉克村段 17767443317

25 巴拉提·买买提明 拉依喀村 克里雅河兰干乡拉依喀村段 13239743180

26 买赛迪·买提克日木 苏克村 克里雅河兰干乡苏克村段 18099054205

27 迪力夏提·买买提明 亚勒格孜托各拉克村 克里雅河兰干乡亚勒格孜托各拉克村段 17399530079

28 买吐如孜·喀迪尔

阿羌乡

皮什盖村 阿羌河阿羌乡皮什盖村段 13279034188

29 麦图迪·铁木尔 雄古拉村 阿羌河阿羌乡雄古拉村段 13999650360

30 李须荣 乌什开布隆村 阿羌河阿羌乡乌什开布隆村段 13899463135

31 尼亚孜·巴克 牧业村 阿羌河阿羌乡牧业村段 15109037258

32 买买提江·卡迪尔 库乃斯村 阿羌河阿羌乡库乃斯村段 18999052866

33 艾萨·赛迪 阿羌塔尓阿各孜村 阿羌河阿羌乡塔尓阿各孜村段 15999048970

34 麦图尔迪·艾斯莱木 喀什塔什村 阿羌河阿羌乡喀什塔什村段 13667570912

35 芒力克·阿布都艾尼 普鲁村 阿羌河阿羌乡普鲁村段 1735486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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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亚森·司马依

英巴格乡

阿亚克兰怕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阿亚克兰怕村段 18139170279

37 艾力·买提提尼亚孜 艾山尼特木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艾山尼特木村段 18130939460

38 吾布力喀斯木·艾合买提 库木托各拉克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库木托各拉克村段 18799576110

39 买土地·买吐孙 康托凯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康托凯村段 18018961646

40 麦吐迪·穆萨 巴什兰怕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巴什兰怕村段 13999433303

41 买买提明·阿布都热曼 托希砍塔合塔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托希砍塔合塔村段 18197847933

42 亚森·买赛迪 阿提奎地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阿提奎地村段 18963895386

43 亚森·艾则孜 艾山玉山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艾山玉山村段 13999439034

44 库尔班·买买提明 库热克依拉克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库热克依拉克村段 13289013520

45 吐送江·艾则孜 喀瓦艾日克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喀瓦艾日克村段 18309036153

46 吾布力艾山·依明 巴格其村 克里雅河英巴格乡巴格其村段 18690398584

47 吾布力·斯拉木

奥依托格拉克乡

阿勒尕村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阿勒尕村段 13070086321

48 艾合买提江·买提克日木 百合提村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百合提村段 15599939903

49 百都拉·麦托合提 也斯优力滚村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也斯优力滚村段 18509035827

50 吾布力·买吐送 吐米亚村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吐米亚村段 15009033959

51 艾力江·吾布力 塔布尕孜村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塔布尕孜村段 19990433338

52 阿力木江·阿布都艾尼 卡拉库木其 克里雅河奥依托格拉克乡卡拉库木其段 1899753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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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湖泊湖长名单

附件 4

湖名称 湖长姓名 职务 副湖长 职务

阿什库勒湖

吾卜力·麦

麦提
政府副县长 张进喜 阿羌乡党委书记乌鲁克库勒湖

吾拉英库勒湖



附件 5 于田县境内县级湖（水库）长及技术责任人名单

序

号
水库名称 湖长 职务 副湖长 职务 技术责任人 职务

1 东方红水库 吾卜力·麦麦提 政府副县长 杜涛 水利局党组书记 木塔力甫·买吐送 水利局昆仑总站站长

2 五一水库 吐尔洪·阿布拉 人大主任 姜葛 喀尔克乡党委书记
艾则孜·阿布都热西

提
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3 希吾勒水库
阿布都拉·买买提

明
检察院检察长

亚森·阿布都艾

尼

希吾勒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
陈东 水利局副局长

4 达什曼水库 陈云春 县委常委
阿布杜艾尼·麦

麦提明

斯也克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
何金平 水利局党组成员

5 红旗水库 阿迪力·阿布拉 于田监狱监狱长 张建江 于田监狱副监狱长
买买提江·买提库尔

班
生产经营指导科科长

6 喀拉汗水库 阿迪力·阿布拉 于田监狱监狱长 张建江 于田监狱副监狱长
买买提江·买提库尔

班
生产经营指导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