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7月招聘面试成绩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工作地点 姓名 出生日期 面试成绩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信息部信息化及网络安全管理岗 昆明 马瑀珩 1998年08月21日 84.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信息部信息化及网络安全管理岗 昆明 陈海 1998年01月20日 75.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信息部信息化及网络安全管理岗 昆明 梅露元 1996年06月06日 92.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信息部信息化及网络安全管理岗 昆明 王蕊 1997年10月06日 70.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信息部信息化及网络安全管理岗 昆明 李娜 1999年06月17日 70.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申强 1994年10月06日 79.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陈翠兰 1995年08月19日 81.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阮志彦 1995年12月14日 75.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李怡 1995年12月06日 78.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仇娇娇 1996年09月18日 89.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罗钦文 1997年03月12日 73.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陈佳 1995年06月23日 8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岗 昆明 刘建如 1996年12月16日 83.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岗 昆明 王一婷 1995年03月22日 78.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岗 昆明 刘雨梦 1999年01月15日 88.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岗 昆明 吴娅琴 1994年10月14日 7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岗 昆明 王红蝶 1997年08月16日 80.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徐莎 1996年12月18日 75.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杨昆娜 1997年05月21日 74.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白芳宜 1999年07月04日 74.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陈娅 1997年11月25日 7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徐建芬 1997年01月17日 71.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毕青青 1996年09月22日 72.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派驻纪检组审查调查岗 昆明 杨晶 2000年03月04日 72.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营统计分析管理岗 昆明 汪彦含 1989年07月06日 89.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营统计分析管理岗 昆明 李国霖 1988年06月06日 78.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营统计分析管理岗 昆明 丁浩 1988年10月10日 84.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营统计分析管理岗 昆明 李曦辰 1991年06月14日 7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经营统计分析管理岗 昆明 尹昭槿 1988年11月02日 79.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杨威 1992年10月10日 85.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霍龙 1989年03月12日 75.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罗启成 1989年05月02日 7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王思佳 1994年01月14日 81.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吴成军 1989年11月20日 88.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战略规划管理岗 昆明 陈彦羽 1997年03月28日 87.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战略规划管理岗 昆明 黄金凤 1996年08月08日 76.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战略规划管理岗 昆明 刘婷 1995年09月10日 76.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战略规划管理岗 昆明 周铭 1997年06月28日 74.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发展部战略规划管理岗 昆明 王红丽 1994年05月24日 81.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风险管理岗 昆明 吕梦 1993年09月15日 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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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风险管理岗 昆明 肖懿 1995年07月31日 85.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风险管理岗 昆明 罗祎凌 1990年06月18日 78.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风险管理岗 昆明 宋璐 1989年11月06日 0.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投融资管理岗 昆明 马福越 1994年09月20日 86.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投融资管理岗 昆明 欧阳姣 1989年07月20日 80.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投融资管理岗 昆明 付怡颖 1996年12月28日 80.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投融资管理岗 昆明 陈伟 1989年05月26日 81.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保障板块事业部 投融资管理岗 昆明 王娥 1992年12月19日 77.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财务管理岗 昆明 杨倩 1999年05月28日 78.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财务管理岗 昆明 张宸 1999年01月12日 87.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财务管理岗 昆明 王思琪 1998年04月16日 81.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财务管理岗 昆明 刘子怡 2000年02月09日 73.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财务管理岗 昆明 李小娟 1996年12月03日 85.00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工程建设管理岗 昆明 潘彦潼 2000年07月14日 81.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工程建设管理岗 昆明 范杰 1995年09月12日 81.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工程建设管理岗 昆明 张欢 1997年12月26日 85.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工程建设管理岗 昆明 蒋雪松 1999年05月26日 77.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工程建设管理岗 昆明 普毅 1995年12月28日 79.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综合管理岗 昆明 邱燕妮 1996年08月16日 77.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综合管理岗 昆明 朱梦媛 1999年08月13日 80.67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综合管理岗 昆明 王靖宇 1999年04月23日 85.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综合管理岗 昆明 李海鹏 2000年11月27日 71.3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航空服务延伸板块事业部 综合管理岗 昆明 马浩宇 2000年10月25日 74.00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张翔 1998年04月21日 77.33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金彦桦 1996年10月25日 84.00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肖文鑫 1997年08月15日 88.33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唐歆楠 1995年08月10日 79.33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康艺凡 1996年07月31日 77.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娜 1999年09月19日 81.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赵晓珊 1994年07月29日 84.67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段洁藻 1998年02月25日 78.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罗智宸 1993年02月08日 73.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丽仙 1997年01月16日 75.00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林川 1987年07月31日 73.67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刘俊杰 1984年05月31日 78.67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国能 1989年08月16日 77.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楠 1985年09月27日 83.00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绍康 1988年08月03日 85.67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招标采购管理岗 云南省内 冯海明 1987年01月01日 73.67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招标采购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宇 1990年08月11日 75.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招标采购管理岗 云南省内 曹丽媛 1988年03月21日 75.33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招标采购管理岗 云南省内 王韶飞 1989年11月06日 76.00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财务管理岗 柬埔寨 李慧 1992年04月10日 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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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樊昉星 1997年01月06日 74.33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敖娟 1990年12月11日 76.00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黄怡 1999年12月17日 80.00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范龙益 1997年01月11日 86.00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徐琪 1998年01月22日 82.33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会计岗 柬埔寨 管哲宏 1994年05月05日 84.67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会计岗 柬埔寨 阮元庚 1995年03月28日 82.00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夏丽焕 2002年07月24日 83.33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陈堂瑞 1999年05月14日 85.67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田海云 1999年09月27日 79.67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尹兆南 1997年11月14日 72.33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苏舒 2001年11月06日 89.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岗 昆明 程龙 1989年10月18日 63.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岗 西双版纳 马思远 1993年09月15日 62.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结构修理岗 昆明 李强 1990年11月09日 64.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洪斌 1993年09月06日 61.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李世维 1994年12月07日 64.6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李朝鑫 1988年03月21日 69.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易洪娟 1988年05月19日 83.33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黄仁飞 1992年06月29日 71.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张已兰 1989年11月07日 67.67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和肖玉 1995年03月01日 70.67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俊毅 1992年04月24日 66.00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姝彤 1997年12月18日 89.67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易波 1990年09月20日 83.33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陈高鸿 1996年12月20日 57.67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罗剑阳 1997年11月11日 56.00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母超凡 1993年04月11日 67.67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许金碑 1994年11月10日 76.00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廖超 1988年07月20日 91.00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杨希杰 1995年03月24日 83.33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沧源 何忠强 1995年11月10日 87.67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沧源 陶然 1995年06月07日 63.00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沧源 陈文夫 1993年08月05日 56.33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董思杰 1996年09月16日 66.33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刘宇 1996年06月01日 84.00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田智林 1996年12月02日 75.67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永思 1994年08月05日 73.00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唐敏 1994年10月10日 92.67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秦典 1990年02月09日 66.33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卢仙飞 1996年07月06日 62.67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郑杰思 1996年10月29日 61.33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田池 1992年11月08日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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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徐敏 1998年08月02日 82.00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和银亮 1992年01月07日 67.33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甘俊泽 2000年07月31日 90.00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鲁荣涛 1998年03月01日 70.00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尹建华 1998年12月08日 67.33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刘晓玲 2000年06月21日 82.67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刘瑶 1998年11月06日 53.6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董伟明 1997年11月27日 83.33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阳 2000年06月09日 89.33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朱辉娅 1998年06月17日 85.6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志明 1992年01月14日 77.6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王彦华 1988年05月10日 78.3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邓鹏芳 1998年09月27日 86.00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孙文翔 1998年02月17日 85.3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吴治华 1999年12月27日 87.67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蔡吉圆 1997年11月16日 71.00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才括 2000年06月17日 76.00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芬寒 1998年04月02日 64.3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王建宇 1996年05月08日 89.67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思源 2000年01月07日 0.00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颜子琴 1998年10月08日 74.67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周宇航 1998年07月21日 73.67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陈彦文 2000年06月22日 89.67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陈志金 2001年03月20日 82.33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蔡竞葵 1998年08月16日 78.33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彭磊 1999年09月26日 87.00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孙美娴 2000年06月07日 78.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毕家涛 1998年02月01日 84.33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楠 1999年12月26日 74.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娇 1999年11月02日 87.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锦鸿 1996年01月08日 84.33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乐丽斌 1999年12月07日 0.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浦合燚 1998年04月10日 81.33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传 1999年11月20日 0.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彦羲 1999年03月25日 76.67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董欣浩 2000年05月11日 91.00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志萍 1998年06月28日 75.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董文杰 1999年06月21日 84.67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胡宇翔 1998年12月31日 83.00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兴虎 1997年05月09日 86.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舒涵 1998年10月31日 74.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丁启林 1997年12月03日 81.67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沙强 1996年07月19日 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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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卢庆宏 1998年10月09日 76.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丽荣 1999年04月15日 85.00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刘永连 2000年02月13日 75.00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林峪 1998年04月15日 70.67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建宏 1996年02月26日 72.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韦新 1997年11月22日 72.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秦基瑫 1997年12月23日 89.33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蒋德顺 1997年10月27日 74.33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康树 1994年10月31日 0.00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鲍琳 1994年02月08日 0.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玉珠 1998年05月23日 88.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宗仪 1999年10月09日 81.67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狄姝婷 1999年05月27日 0.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陈冬倩 1999年12月22日 84.33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茂江 1997年02月18日 73.33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邢迂蒙 1999年08月14日 86.67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黄丹 1997年10月21日 78.67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许家梨 1999年04月10日 76.67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段可欣 2000年02月20日 90.67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朱云鑫 1999年01月20日 78.33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杨蕊丹 2000年02月22日 73.33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隆驹 1999年05月11日 72.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瑞娴 2000年07月12日 76.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胡钰琴 1997年03月01日 85.00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淑祺 1999年10月03日 82.67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宋锦保 1998年03月15日 85.67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尹朝钦 1998年08月02日 88.67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高辉 1998年12月01日 87.00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张荣义 1995年08月27日 78.00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曹爽 1998年08月07日 77.00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符浩 1998年10月23日 78.33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廖晓东 1998年08月01日 77.67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赵明 1999年07月28日 78.33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段雨豪 1998年09月20日 85.67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龙海源 1998年08月20日 77.00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润标 1998年04月24日 83.00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兰青 2000年07月07日 82.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马梦凡 1998年11月25日 77.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周正达 2000年03月05日 76.00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黄江楠 1998年10月20日 74.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杨锟 1998年05月06日 90.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赵崇超 1998年04月19日 75.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曹立庚 1998年03月11日 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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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洁强 1998年04月18日 74.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玉娇 1998年05月20日 72.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傅浩翔 1999年06月08日 77.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龙路加 1997年03月15日 89.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叶海舟 1998年09月06日 90.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殷勃东 1999年07月04日 74.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黄正兴 1998年04月15日 72.67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姜宏彬 1998年01月29日 79.00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俐琪 2000年01月09日 80.00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杨智超 1998年03月24日 74.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旭红 1998年11月25日 83.33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杜新浩 1999年05月15日 74.33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陶勇 1995年12月21日 76.33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李紫琪 1999年08月27日 89.00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杨秀珍 1998年05月03日 83.67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朱运帷 2000年04月05日 81.00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彭立伟 1998年04月26日 73.33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马昱 2000年07月03日 88.67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缪翠和 2000年04月11日 0.00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易磊 1998年03月16日 81.67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张依溶 2000年08月02日 82.67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翟轩文 1998年11月09日 89.00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李子辰 2000年06月26日 82.00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芮泽辉 1999年11月29日 73.33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武瑞松 2000年07月25日 68.00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陈祎 2000年02月01日 77.00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唐凡淇 2000年05月01日 82.33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李晨瑜 1997年02月20日 79.33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肖贤丽 2000年02月05日 83.67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邹学粉 2000年08月12日 76.67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缪云旭 1999年06月13日 86.00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桂海露 1996年12月15日 77.67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严飘 2000年09月16日 77.33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付弘运 1998年09月05日 82.67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杨轲涵 2000年01月11日 87.67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李长飞 1999年11月05日 84.67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姜丹 2000年08月18日 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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