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成绩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工作地点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总成绩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自丽华 男 1991年10月28日 70.00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姜毅 男 1995年05月08日 68.69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姚茂来 男 1997年12月22日 66.27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段婷婷 女 1994年11月13日 74.43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易雪莲 女 1995年08月29日 73.40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金丽 女 1996年05月15日 69.98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甘玉斌 女 1998年01月23日 69.61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武文翰 男 1991年05月06日 68.49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陆宗云 女 1999年08月01日 67.79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番丽菊 女 1994年02月10日 73.75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建聪 男 1996年11月21日 73.20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婷婷 女 1997年01月07日 65.74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恬 女 2000年04月18日 65.73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余建春 男 1992年02月09日 64.99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丽蓉 女 1996年03月06日 54.59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扬 男 1994年01月30日 64.25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段雨辰 女 1996年01月23日 63.31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樊 男 1993年03月29日 60.01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谢思远 男 1994年11月17日 74.23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纪国伟 男 1994年01月14日 67.59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付翛兰 女 1993年10月11日 65.93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寿良 男 1995年10月24日 76.99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赵荣昌 男 1997年12月11日 69.29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周峰 男 1996年09月18日 68.46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窦鑫雨 男 1996年11月23日 67.91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靖 男 1988年04月06日 66.27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朱雨情 女 1997年07月13日 63.17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王淑琦 女 1992年11月10日 73.45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吴道永 男 1995年04月08日 72.69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刘芮含 女 1993年10月10日 70.55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柳娇姣 女 1998年05月26日 62.17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刘玉婷 女 1995年11月27日 61.79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李忠培 男 1998年03月13日 56.05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柏涛 男 1999年09月21日 76.86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余维肖 女 1997年07月11日 73.80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王明媛 女 1994年03月30日 73.16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宰家荣 男 1997年02月28日 83.35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刘锦丰 男 1997年12月28日 80.32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徐安总 男 1997年05月13日 80.31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莫东华 男 1994年10月07日 79.79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苏恒 女 1998年11月10日 79.32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班婷宇 女 1994年01月07日 77.95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黄玉东 男 1998年01月01日 77.8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吴梓建 男 1996年09月17日 76.81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关怀佳 女 1998年05月17日 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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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刘云春 男 1992年12月20日 75.57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韩菽琪 男 1997年10月05日 75.2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安琪 女 1995年11月17日 75.0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克金 男 1995年04月15日 74.6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董飞婷 女 1992年11月25日 73.91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任伟铭 男 1998年12月17日 72.61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张艺钟 男 1999年10月09日 81.06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以哈 男 1995年07月18日 80.25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吴正磊 男 1997年02月26日 75.41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晓松 男 1997年07月16日 75.34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章雷 男 1998年03月13日 75.31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胡卫彬 男 1997年03月21日 73.01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罗俊良 男 1993年04月17日 82.45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锦浩 男 1996年12月27日 82.37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田鑫 男 1996年06月02日 80.12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虎彪 男 1993年04月26日 78.88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吕函 女 1999年05月18日 77.88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石方朋 男 1996年04月12日 77.39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加晓 男 1996年09月25日 76.15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段凯伦 男 1997年10月07日 75.99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杰 男 1994年10月09日 75.7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顺东 男 1999年05月25日 75.39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洪涛 男 1998年04月06日 72.74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宗禹 男 1996年09月10日 72.25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嫒芳 女 1995年06月15日 81.09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孔浩源 男 1995年02月19日 76.11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张世芳 女 1999年07月29日 73.47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和峰 男 1992年02月20日 77.06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杨灿银 男 1998年02月10日 72.28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杨愈 男 1995年12月26日 72.17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张智策 男 1996年11月26日 70.35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里 男 1999年09月21日 67.32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志昂 男 1995年04月02日 66.07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普天 男 1998年02月13日 82.08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雷豪 男 1997年10月19日 74.49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段秉芙 女 1999年03月18日 71.99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余谌 男 1997年09月05日 71.45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浩然 男 1995年08月23日 68.30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张黎黎 男 1998年11月08日 65.97 
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谢利 女 1991年05月20日 79.85 
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王磊 男 1997年11月09日 76.37 
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崔银川 男 1997年06月15日 75.74 
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许多 女 1997年03月19日 86.16 
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钱泖谕 女 1996年06月15日 73.47 
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李晓蓉 女 1996年12月16日 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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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曹丽 女 1989年03月01日 74.91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赵立伟 男 1987年11月16日 74.24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李鹏 男 1991年07月04日 70.32 

腾冲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王志全 男 1995年09月04日 80.29 
腾冲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谢金平 男 1995年05月10日 75.87 
腾冲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杜正钰 男 1995年06月19日 70.05 
腾冲机场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张发源 男 1991年07月10日 78.85 
腾冲机场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刘朔铄 男 1993年10月15日 75.95 
腾冲机场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段冬进 男 1994年11月15日 74.19 
腾冲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李玉磊 男 1996年07月01日 82.13 
腾冲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左开龙 男 1995年10月07日 80.61 
腾冲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杨杨 男 1997年09月07日 72.95 
腾冲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严智贤 男 1995年10月19日 59.83 
腾冲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朱瑞丰 男 1998年12月29日 58.97 
腾冲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王亚丹 女 1998年05月22日 36.81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段玥 女 1997年04月17日 89.09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杨阳 女 1999年06月14日 88.27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赵梦佳 女 1991年09月11日 81.46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余思齐 男 1997年09月30日 75.30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段佳吴 女 1996年07月12日 74.65 
腾冲机场 值机员 腾冲 赵阳 女 1993年06月08日 70.01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业佳 女 1999年04月09日 78.75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邢月 女 1998年10月28日 77.65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鑫源 男 1995年11月09日 77.14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增强 男 1996年12月08日 75.47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陈文俊 男 1994年09月05日 69.82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知书 女 1994年11月15日 69.18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吉怀蓉 女 1996年08月16日 66.46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姜启迪 女 1999年08月22日 64.55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桂嘉 女 1995年06月26日 62.37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刘贵鑫 男 1994年09月09日 76.14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刘译阳 男 1994年08月23日 70.20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李红 男 1997年07月27日 69.62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王凌霄鹏 男 1997年06月21日 80.10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景薇 女 1998年02月03日 76.71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周如娟 女 1994年03月13日 67.29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张健 男 1998年01月05日 75.71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杨闻莅 男 1999年09月04日 70.74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胡雅亭 女 1997年08月11日 66.04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鲁建文 男 1997年10月19日 84.07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珮宁 女 1999年07月06日 83.2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瑶音 女 1999年05月22日 78.95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闵靖峰 男 1998年09月08日 78.20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郑翔 男 1995年03月04日 76.95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澜琨 女 1996年12月02日 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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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鲁蕊菱 女 1995年06月20日 75.67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润杰 女 1998年05月21日 71.5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珂君 女 1998年11月14日 67.68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普童 男 1992年04月07日 78.91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黎科江 男 1998年04月06日 74.15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刘立志 男 1994年12月09日 71.0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夏学亮 男 1993年12月24日 81.79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王梅 女 1989年03月27日 73.03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张大为 男 1992年03月16日 72.5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气象预报 香格里拉 黄祖飞 男 1998年01月05日 78.33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气象预报 香格里拉 李冬 男 1998年10月17日 78.18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张德金 男 1989年06月20日 78.3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和寅龙 男 1998年08月22日 70.6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寇国伟 男 1997年01月15日 53.08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邓秀荣 女 1994年03月22日 75.81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卢幸 女 1998年03月06日 68.02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何文英 女 1995年10月06日 63.63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李薇 女 1999年05月03日 74.53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顾武桥 女 1995年12月08日 72.13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潘骁 男 1995年05月16日 66.29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李兴闪 男 1993年02月12日 78.58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马荣虎 男 1987年12月12日 78.14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俞发龙 男 1994年05月23日 72.86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洪治杰 男 1998年06月09日 74.00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马琦 女 2000年01月18日 71.44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吴昌文 女 1997年01月12日 65.21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谢文宇 男 1998年11月30日 77.72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朱鑫谊 女 1999年12月02日 76.26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焦艺 女 1997年08月18日 6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