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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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人员 保山 何椿霖 男 1997/9/20 76.19 
保山机场 财务人员 保山 李梦莎 女 1994/2/1 69.39 
保山机场 财务人员 保山 王思婕 女 1996/11/30 66.12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郭朝康 男 1995/2/2 73.76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林则希 男 1996/6/4 79.37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燕 女 1995/1/19 73.53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陈姝伊 女 1999/6/22 79.40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雷严 女 1997/1/1 78.24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庞慢秋 女 1995/1/18 71.58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王娜 女 1996/5/8 75.47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桂花 女 1998/10/6 70.77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赵有能 女 1996/8/29 75.55 

沧源佤山机场 气象预报 沧源 蔡宇霏 女 1997/8/1 78.77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沧源 陈文夫 男 1993/8/5 69.03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沧源 李家福 男 1996/6/19 63.42 
沧源佤山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沧源 温彦财 男 1993/10/12 69.13 
德宏芒市机场 航行管制员 芒市 吴俊宏 男 1996/10/30 77.57 
德宏芒市机场 航行管制员 芒市 吴庸 男 1997/12/8 87.69 
德宏芒市机场 气象预报 芒市 陈楚乔 女 1999/9/25 75.47 
德宏芒市机场 气象预报 芒市 陈雅蓉 女 1998/11/12 71.61 
德宏芒市机场 气象预报 芒市 李世墁 女 1998/12/22 79.21 
德宏芒市机场 气象预报 芒市 刘妍 女 1997/1/2 81.30 
德宏芒市机场 气象预报 芒市 鲁杉 女 1997/11/5 73.30 
德宏芒市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芒市 胡广斌 男 1992/1/10 75.67 
德宏芒市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芒市 李春正 男 1994/3/1 66.83 
德宏芒市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芒市 赵磊 男 1997/4/23 77.72 
德宏芒市机场 信息技术员 芒市 马国睿 男 1996/3/5 76.21 
德宏芒市机场 信息技术员 芒市 饶元安 男 1993/12/14 73.51 
德宏芒市机场 信息技术员 芒市 王豪 男 1991/8/1 86.85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戈云中 男 1993/12/31 82.72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雷舒雅 女 1998/11/16 77.01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刘新月 女 1998/1/18 79.18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许多 女 1997/3/19 75.91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许和平 女 1998/7/18 83.67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姚红花 女 1995/12/31 69.61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陈永萍 女 1997/5/19 73.18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付尧 男 1989/12/19 63.55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经艳松 男 1987/1/27 60.95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武小伟 男 1997/10/1 60.67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杨小东 男 1992/3/23 74.93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香格里拉 赵油国 男 1990/11/2 78.18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保家 女 1996/9/19 55.5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陈欣昱 女 1995/6/29 77.53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姬玉 女 1995/2/16 71.15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梁艳 女 1993/10/20 63.7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王海琳 女 1996/1/23 57.2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吴丹 女 1991/8/14 60.35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现立 男 1996/6/10 60.71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财务人员 昆明 张璨 女 1997/1/5 74.7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安全办） 昆明 董超 男 1993/10/4 59.8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安全办） 昆明 高赛晨 男 1994/6/15 49.38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安全办） 昆明 李易蓉 女 1995/11/23 59.64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安全办） 昆明 林云茹 女 1994/4/2 74.6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陈春磊 男 1984/3/14 59.61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代参参 男 1990/7/14 58.7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冯成明 男 1983/12/5 59.22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马强 男 1987/1/13 58.38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聂声 男 1990/10/11 59.21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潘毅 男 1984/8/11 58.65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彭成邦 男 1991/2/10 55.7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王童华 男 1993/5/22 64.08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王兆勇 男 1990/1/5 57.81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武亮 男 1992/9/20 56.4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杨骏 男 1979/3/30 58.93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定检） 昆明 杨磊 男 1988/5/4 56.00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保山 阮胡 男 1994/6/12 70.3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保山 王栋 男 1984/3/6 64.16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保山 许健辉 男 1987/9/27 74.4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沧源 明耀陵 男 1990/8/11 66.3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澜沧 黄冬超 男 1985/11/13 77.5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澜沧 宋奇璠 男 1989/5/31 69.7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澜沧 张振 男 1989/2/8 65.78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邓猛 男 1990/10/30 56.62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马开元 男 1985/2/24 48.45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杨洁全 男 1982/1/12 52.95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苑旭捷 男 1984/3/1 70.47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张志明 男 1986/1/2 71.63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芒市 赵贝 男 1984/6/21 53.29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腾冲 董昱 男 1989/10/2 59.56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腾冲 王冰 男 1987/11/24 56.73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 腾冲 徐亚东 男 1991/8/11 57.6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陈培志 男 1994/10/16 76.7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陈萍 女 1997/8/15 缺考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杜粤红 女 1995/12/22 77.3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伏紫菱 女 1999/1/1 79.9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郭季季 女 1995/2/20 75.0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海慢 女 1996/9/23 72.3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何一菲 女 1998/1/3 72.6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侯喻恒 男 1993/9/19 78.5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皇甫双凡 女 1995/9/19 75.1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金王蕊 女 1998/1/6 75.8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阮娅萍 女 1995/4/6 75.66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陶玲 女 1995/11/25 72.4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王斓 女 1992/6/15 77.0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王熠娟 女 1993/12/28 79.4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肖亚男 女 1997/10/20 77.5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杨青 女 1995/9/10 78.2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尹潇 女 1995/10/26 70.16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张嘉旎 女 1996/5/13 82.78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张若琳 女 1994/10/19 76.6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郑凯键 男 1993/10/27 79.96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护士 昆明 左燕 女 1996/10/17 78.67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艾馨 女 1995/9/25 71.6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曾云俊 男 1993/1/23 缺考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冯晓晓 女 1995/2/8 70.1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黄瑞丰 女 1992/9/5 70.6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蒋雨 女 1996/7/2 72.3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李军金 女 1995/5/3 85.8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李彭超 男 1994/11/20 70.0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李旺骏 男 1994/10/28 75.7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李翔志 男 1995/12/28 77.2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李宇炀 女 1995/7/19 77.0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刘国义 男 1995/4/6 69.5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罗勇 男 1990/6/2 74.7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孟成国 男 1994/8/10 69.6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孟德宇 男 1987/3/21 71.8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潘胜军 男 1992/1/10 73.8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彭晓东 女 1991/10/3 79.98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普少英 女 1991/4/24 70.38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上官慧珍 女 1990/9/12 75.5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邵立 男 1990/1/3 72.4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唐明炼 女 1993/9/28 84.28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陶海雁 女 1992/11/1 77.49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王保灵 女 1989/6/23 79.2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王淼 女 1988/10/17 68.2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杨昌 男 1987/10/14 72.7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杨林 男 1990/5/3 73.1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杨艳玲 女 1993/9/14 68.9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俞林 男 1989/3/6 76.7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张婧新 女 1987/12/6 71.9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张颖芳 女 1992/7/3 68.83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医生 昆明 周江云 男 1988/10/29 76.18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丁磊 男 1997/4/7 62.53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董金雪 女 1997/2/10 66.76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李芝会 女 1996/5/30 64.38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林美岑 女 1997/6/5 75.56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彭楠景 女 1994/11/3 73.81 
澜沧景迈机场 财务人员 澜沧 张若菡 女 1994/4/9 70.78 
澜沧景迈机场 气象预报 澜沧 赵荣光 男 1998/3/4 72.67 
澜沧景迈机场 水电维修工 澜沧 李官洪 男 1997/4/3 缺考
澜沧景迈机场 水电维修工 澜沧 王怡棹 男 1999/12/3 73.47 
澜沧景迈机场 水电维修工 澜沧 王昭轩 男 1994/7/5 75.26 
澜沧景迈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澜沧 罗崇品 男 1997/12/29 79.41 
澜沧景迈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澜沧 闫皓琛 男 1995/7/7 79.56 

丽江机场 航行管制员 丽江 程萌 女 1994/6/21 68.94 



丽江机场 航行管制员 丽江 牛蕾 女 1997/8/8 83.22 
丽江机场 航行管制员 丽江 余剑锋 男 1995/5/3 81.51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柏云艳 女 2001/9/13 69.25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关怀佳 女 1998/5/17 66.72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华思隆 男 1993/11/5 66.45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黄玉东 男 1998/1/1 70.8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黄卓 男 1998/6/26 74.67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金权 男 1992/11/23 62.21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马姚超 男 1991/10/21 69.05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彭鸿 男 1996/10/25 69.4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盛睿骁 男 1998/6/13 71.27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辉 男 1998/10/15 68.08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润秋 男 1995/9/26 79.03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云江 男 1995/11/11 71.22 
丽江机场 护士 丽江 胡晓青 女 1996/9/27 74.61 
丽江机场 护士 丽江 纳倩 女 1993/3/4 83.91 
丽江机场 护士 丽江 徐秀琼 女 1992/6/27 90.49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寸待威 男 1996/11/8 83.21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帆 男 1996/10/24 81.25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贵申 男 1996/3/3 缺考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晓松 男 1997/7/16 76.21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张志飞 男 1994/5/4 73.49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赵扬策 男 1994/2/3 72.8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段凯伦 男 1997/10/7 72.21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杰 男 1994/10/9 70.10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锦浩 男 1996/12/27 77.73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佳日子琅 男 1998/4/11 63.49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潘玺 男 1994/8/31 81.82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吴正强 男 1992/11/7 78.99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孔浩源 男 1995/2/19 75.36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丹洁 女 1992/8/28 72.45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张启凡 男 1994/10/27 78.30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曹凌燕 女 1996/9/9 70.53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崔丽娟 女 1993/11/27 65.81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韩启升 男 1995/11/9 65.79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胡德浩 男 1995/11/4 82.80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李虹霖 男 1996/8/1 80.09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李天怀 女 1997/2/4 86.19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王星宇 男 1997/12/18 74.16 
丽江机场 气象预报 丽江 张晋瑜 女 1996/12/27 78.13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启玚 男 1999/4/1 69.7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业竞 男 1994/10/5 75.71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王维毅 男 1999/1/1 80.44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丽江 和云鹏 男 1997/12/28 80.28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丽江 黄伟男 男 1994/9/14 63.28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丽江 徐宇晗 女 1995/8/17 76.55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鲍琳 女 1994/2/8 73.63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龚媛媛 女 1996/1/27 74.39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罗剑 女 1989/11/2 79.38 



临沧机场 气象预报 临沧 王歆语 女 1999/6/28 70.81 
临沧机场 气象预报 临沧 王银辉 男 1994/3/10 73.39 
临沧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临沧 吴章敏 女 1994/10/17 73.74 
临沧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临沧 夏跃桢 男 1998/3/2 64.86 
临沧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临沧 杨文云 男 1996/2/27 69.93 

宁蒗泸沽湖机场 机场场务员 宁蒗 沈瑶 女 1999/3/21 72.29 
宁蒗泸沽湖机场 机场场务员 宁蒗 谢伟 男 1992/4/6 79.31 
宁蒗泸沽湖机场 机场场务员 宁蒗 赵崇超 男 1998/4/19 66.99 
宁蒗泸沽湖机场 建筑工程员 宁蒗 罗伦 男 1998/4/29 72.28 
宁蒗泸沽湖机场 建筑工程员 宁蒗 杨以哈 男 1995/7/18 72.89 
宁蒗泸沽湖机场 建筑工程员 宁蒗 周红彬 男 1996/10/5 74.61 
宁蒗泸沽湖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宁蒗 李娜 女 1997/1/7 74.51 
宁蒗泸沽湖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宁蒗 杨闻莅 男 1999/9/4 72.41 
宁蒗泸沽湖机场 运行指挥岗位 宁蒗 张逍 男 1992/3/21 80.17 
宁蒗泸沽湖机场 值机员 宁蒗 阿兴艳 女 1992/11/19 79.86 
宁蒗泸沽湖机场 值机员 宁蒗 何心雅 女 1997/12/23 74.27 
宁蒗泸沽湖机场 值机员 宁蒗 洪政梅 女 1994/11/17 83.03 
普洱思茅机场 气象预报 普洱 黄凤超 女 1994/9/21 70.41 
普洱思茅机场 气象预报 普洱 李嘉奇 女 1993/5/8 76.90 
普洱思茅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普洱 毛香周 男 1993/10/3 75.95 
普洱思茅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普洱 施旗耀 男 1997/2/7 74.63 
普洱思茅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普洱 张俊龙 男 1988/10/16 80.28 

文山机场 气象预报 文山 孔维威 男 1988/8/16 79.38 
文山机场 气象预报 文山 石润彤 女 1996/5/6 67.41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楠 女 1997/4/18 77.03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允涵 女 1997/1/2 76.50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尹朋清 女 1998/11/5 69.66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廖晨亮 男 1998/11/7 79.60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刘江潮 男 1995/12/5 72.63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王博文 男 1998/11/9 73.77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星 男 1996/10/2 68.13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王峥嵘 男 1993/1/17 74.82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张鑫杰 男 1994/12/2 82.94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员 西双版纳 邓梦先 女 1994/6/28 74.24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员 西双版纳 赵海南 男 1996/6/24 74.01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员 西双版纳 周润玉 女 1995/11/13 79.40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 西双版纳 朱奕丞 男 1998/10/12 84.62 
西双版纳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西双版纳 欧子龙 男 1995/2/3 72.97 
西双版纳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西双版纳 宋晨倩 女 1997/3/21 79.62 
西双版纳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西双版纳 王超平 男 1994/2/19 69.17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阿玲 女 1993/4/30 72.0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白纭竹 女 1993/11/2 72.26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邓雅匀 女 1993/9/1 73.75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黄俊源 男 1992/7/27 71.29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佳佳 女 1995/9/8 74.38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鑫源 男 1995/11/9 69.75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秀平 女 1998/4/1 73.3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妍 女 1999/9/18 76.72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卢崇菊 女 1999/9/1 80.01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马雪霞 女 1994/9/12 70.26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石凤仪 女 1994/1/30 69.9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宋美玉 女 1997/10/18 71.16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温义鑫 女 1999/1/1 72.03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熊成媛 女 1998/1/1 79.30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晓楠 女 1997/12/30 71.74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雪菁 女 1998/11/10 75.75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双悦 女 1995/10/17 81.27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健 男 1998/8/5 80.07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岗位 腾冲 段瑾 女 1996/9/20 62.55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岗位 腾冲 王亚丹 女 1998/5/22 61.53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岗位 腾冲 杨鸣 男 1997/7/3 59.15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姜月 女 1997/12/9 66.95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角红霄 女 1998/10/30 68.82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彦皓 男 1996/8/19 74.23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昭通 郭衍东 男 1992/1/8 62.80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昭通 李潇 男 1998/6/16 75.18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岗位 昭通 吴寒梅 女 1996/11/24 5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