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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员（NDT） 昆明 刘晓艺 女 1993年12月0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林娜 女 1993年11月2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汶罡 男 2000年04月2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唐青 女 1991年11月0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莉 女 1996年08月0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杨路萍 女 1994年09月06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邓丽鑫 男 1998年02月0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胡诗琦 女 1997年03月17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丁云纳 女 1996年06月3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顾金玲 女 1992年01月0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赵一洛 女 2000年03月3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杨文萍 女 1991年10月0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竹 女 1997年11月0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爽 男 1999年12月1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燕 女 1998年08月26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苏武杰 男 2000年01月1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陈文俊 男 1994年09月0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瑞玲 女 1995年01月0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建 男 1998年03月2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知书 女 1994年11月1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杨璇宇 女 1999年09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罗睦焱 男 1996年03月3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钟颖 女 1997年08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范星辰 女 1998年12月16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陆付忠 女 1997年08月07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邢月 女 1998年10月2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马紫怡 女 2000年12月1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文艳 女 1998年09月2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和丽琴 女 1997年02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陶磊琼 女 1994年11月0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陈贝贝 女 1999年02月2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余汶泰 男 1999年06月16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姚继珍 女 1992年03月17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丹丹 女 1995年06月2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平香 女 1999年10月0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左开旗 男 1998年09月1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窦茄绮 女 2000年01月07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鑫源 男 1995年11月09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韦堂蓉 女 2000年02月1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马雪霞 女 1994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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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侯雨佳 女 1998年03月2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六十 男 1996年08月1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业佳 女 1999年04月09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刘天鹏 男 1997年09月1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允涵 女 1997年01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杨佳丽 女 1996年06月09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彭继艳 女 1993年06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段晨良 男 1997年10月16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马媛莲 女 1992年07月09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郑梦君 女 1998年12月1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韦宏 女 1996年09月1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翠萍 女 1996年05月13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贵治 男 1996年12月02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梅 女 1996年04月2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李增强 男 1996年12月0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黄晓跃 女 1993年10月2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月怡 女 2000年11月11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刘虹宏 女 2000年01月24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王晨阳 男 1999年08月27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窦晓翠 女 1999年01月1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信娴 女 1999年01月28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杨婷 女 2000年07月10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张松航 女 1999年12月05日
文山机场 值机员 文山 安凌志 男 1998年12月29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华瑞兴 男 1999年10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伏国蓉 女 1998年04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陆红艳 女 1994年11月2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樊昉星 女 1997年01月06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吉怀蓉 女 1996年08月16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张仕娇 女 1998年07月0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邱雅婷 女 1998年09月2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李娇 女 1998年09月0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陈相香 女 1998年10月0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王国富 男 1995年08月2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章培校 女 1998年05月19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雷宁宁 女 1998年01月16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郭云 男 1993年08月2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高昌娇 女 1997年12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凌凤姜 女 1997年10月2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马红玲 女 1993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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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方亚 女 1997年11月09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何宬锟 男 1996年09月06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陈宗璐 女 1997年05月2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张晓丽 女 1995年11月1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田吉露 女 1998年09月1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梁爽 女 1998年06月01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杨鑫莉 女 1994年11月0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刘欣 女 1996年04月08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郭龙 男 1993年10月08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陈鹏阳 男 1991年04月21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柏小雨 女 1997年11月2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黄昌莹 女 1996年06月30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许付娟 女 1998年07月0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徐梦 女 1998年02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朱凤 女 1993年07月2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桂嘉 女 1995年06月26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张燕 女 1997年12月0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柳勤莹 女 1998年04月18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李艳蝶 女 1997年11月0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杨琪琦 女 1996年03月0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刘正鑫 男 1998年09月2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施艺沁 女 1996年09月13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段思宇 女 1992年12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王明思 女 1997年01月0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熊国翠 女 1996年10月0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沈柳 女 1996年10月1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王倩 女 1996年11月19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冯开蕊 女 1996年02月01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李武凤 女 1998年03月10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冉仁红 女 1997年04月2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杜报云 女 1993年03月1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赵敏裕 女 1995年01月1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姜启迪 女 1999年08月2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张文宇 男 1995年07月0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杨亚芳 女 1994年08月05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白云媛 女 1995年02月27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李云维 女 1998年02月02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武欣 女 1992年01月11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王栋 男 1998年03月14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王玉菡 女 1999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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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陈浩 男 1996年03月20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黄宇超 男 1997年09月09日
文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文山 李迪 女 1995年09月10日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李鹏 男 1991年07月04日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贾磊 男 1986年07月23日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赵立伟 男 1987年11月16日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曹丽 女 1989年03月01日
宁蒗泸沽湖机场 气象预报 宁蒗 江柯 女 1996年09月29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马蕊琼 女 1997年12月13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谢光会 女 1996年09月20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杨燕 女 1997年06月29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赵爱昆 男 1992年05月07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罗熟文 男 1996年10月03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杨岚 女 1998年12月21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徐世宇 男 1997年12月12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龚莲萍 女 1996年02月26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田芳灿 男 1994年05月20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李居努 女 1996年10月05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顾武桥 女 1995年12月08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周剑锋 男 2000年02月02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罗兰飞 女 1998年01月10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范贤肖 男 1997年02月26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黄晨光 男 1993年03月29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刘俊杰 男 1997年07月05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丁丽娜 女 1999年09月26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胡尚嘉 女 1999年10月01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张福忠 男 1997年03月20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潘骁 男 1995年05月16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李函蓉 女 1999年12月15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袁雪松 男 1996年11月15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赵祖鹏 男 1995年04月04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王小熒 男 1994年01月22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李薇 女 1999年05月03日
昭通机场 货运员 昭通 赵映涛 男 2000年04月22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卯昌喜 男 1996年10月03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肖莹 女 1995年03月23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赵泽阳 男 1999年03月07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胡丹 女 1994年05月10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聂德行 男 1998年01月19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徐付成 男 1993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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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马从严 男 1997年04月01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杨胜云 男 1997年06月12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李明华 男 1991年10月29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潘洪业 男 1992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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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邓涛 男 1997年01月04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李海英 男 1988年11月16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郎鑫 男 1998年01月25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杨春维 男 1995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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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孟雷 男 1991年12月04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孙先彪 男 1991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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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丁国基 男 1996年08月02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刘玉辉 男 1994年11月01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刘祎 男 1998年08月13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李文恒 男 1996年08月11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吴寒梅 女 1996年11月24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张毅 男 1990年12月22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王庆伟 男 1996年08月15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周鑫 男 1997年01月23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朱畅行 男 1995年01月08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白忍 男 1994年09月11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李明华 男 1998年12月10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马婵 女 1996年09月12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余天喜 男 1996年05月04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王笠州 男 1995年12月31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卢庆宏 男 1998年10月09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涂坦 男 1988年12月19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唐镜峰 男 1999年04月24日
昭通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昭通 钱文猛 男 1988年09月13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杜丹 女 2000年03月0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马润 女 1993年05月2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王成相 男 1994年07月0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崔茂毅 男 1999年02月27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王静 女 1993年10月0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周媛 女 1997年08月2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张小琴 女 1998年02月01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熊永琴 女 1998年12月15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王恒敏 女 1997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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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张帆 男 1997年12月16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王福海 男 1998年06月27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贡觉拉姆 女 1995年06月05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吴昌文 女 1997年01月12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陈文姣 女 1995年08月16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匡嘉曼 女 1999年04月22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洪治杰 男 1998年06月09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马茜 女 1999年02月13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陈怀然 男 1997年08月09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马琦 女 2000年01月1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陈会林 女 1994年07月0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徐德丽 女 1998年10月2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杨成 男 1999年09月25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李鑫宇 男 1999年06月05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张蓉 女 1997年04月1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李言玺 男 1999年08月1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朱娅 女 1997年11月09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张洁 女 1998年08月09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方江瑞 女 1998年12月16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范娟 女 1993年10月06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罗婷 女 1996年09月24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李静璐 女 1997年06月08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张涛 男 1998年02月25日
昭通机场 值机员 昭通 桂林晚睿 女 1998年10月25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饶倩 女 1995年08月07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焦艺 女 1997年08月18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黄程 男 1993年08月02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张馨元 女 1995年12月12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王开友 男 1997年09月22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刘浩仁 女 1998年08月14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易绍才 男 1996年03月27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吕怡 男 1998年10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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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余帆 女 1994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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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杨钦翔 男 1996年06月02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李芮 女 1997年07月08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汪佳慧 女 1998年01月27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唐誉嘉 女 1998年06月19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李勤 女 1995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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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王凡 男 1998年12月24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赵德进 男 1999年07月15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丁开蓉 女 1997年05月06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陈心悦 女 1996年11月15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孔力 男 1994年09月14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杨雪梅 女 1996年12月13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吴晔 男 1997年01月16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崔璐丹 女 1997年04月14日
昭通机场 专业支持员（人力资源） 昭通 罗昱奇 男 1996年03月2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卡德 男 1989年09月0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利飞 男 1990年10月10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朱林涛 男 1994年01月15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郭燃 男 2000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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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王柯 男 1998年03月2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崔智捷 男 1998年03月2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让红强 男 1995年08月1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代勇 男 1993年10月1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申国 男 1996年06月1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旭斌 男 1998年05月3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坤 男 1997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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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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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牛金悦 男 1999年01月1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罗荣铭 男 1998年02月2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进 男 1989年06月2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赵李庆 男 1993年07月3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郭路平 男 1989年01月0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田池 男 1992年11月0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云旺 男 1989年11月0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剑文 男 1992年07月0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聚川 女 1996年03月1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飞斐 男 1995年03月1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马靖涛 男 1998年04月1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施鹤鸣 男 1990年12月2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白荣 男 1996年07月1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梁中豪 男 1994年06月2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周竞超 男 1998年08月0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阳彬 男 1997年12月1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军平 男 1998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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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璐 女 1998年10月0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赵云坤 男 1991年03月1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徐宏骄 男 1991年04月2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奔志涛 男 1997年11月05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黄晨曦 男 1997年07月2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马鸿波 男 1990年01月0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睿 男 1992年12月0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左雪豪 男 1996年06月30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玉超 男 1997年06月1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苏新树 男 1989年12月0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昀峰 男 1998年08月3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周俊 男 1987年11月15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崔卫明 男 1992年02月0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润凤 女 1993年05月2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赵元廷 男 1991年03月2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蒙阳 男 1996年11月2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董庆 男 1996年04月1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翠霞 女 1991年12月05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罗世宏 男 1997年12月2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王朋 男 1996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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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衢宇 男 1997年03月2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高天晟 男 1999年05月2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段思强 男 1995年05月1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倬 男 1997年07月1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何瑞杰 男 1998年03月1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秦典 男 1990年02月0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国强 男 1989年05月1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奎 男 1996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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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王红尚 男 1994年09月30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家铭 男 1995年12月0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段尧 男 1998年10月1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成刚 男 1989年12月2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兴源 男 1996年08月2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徐洪云 男 1996年12月1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万涛 男 1992年01月2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袁渊 男 1995年10月0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顾红飞 男 1996年10月1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马跃翔 男 1998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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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段越 男 1995年02月2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雷皓博 男 1997年07月2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官荣虎 男 1993年06月1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车宗盛 男 1996年03月1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张汝建 男 1994年10月1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黄泽贤 男 1994年01月3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熊新军 男 1990年05月2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尹兆进 男 1997年11月0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陶明 男 1997年12月2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欧子龙 男 1995年02月0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张福宇 男 1994年03月2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马姚超 男 1991年10月2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勇 男 1996年02月0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许彭云 男 1991年11月0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杨俊林 男 1996年01月3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苏闻涛 男 1999年03月0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施旭 男 1995年04月0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早家颉 男 1996年08月26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戴发文 男 1993年02月07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春正 男 1994年03月01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毕晋榆 男 1998年01月30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付尧 男 1989年12月19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孟明亮 男 1996年02月10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李仲鹏 男 1994年12月24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马正锋 男 199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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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海维黎 男 1991年01月12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张光伟 男 1997年02月2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苏冠霞 男 1989年03月23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董正映 男 1998年02月28日
大理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大理 黄列 男 1994年10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罗敬富 男 1994年08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刘慧蓉 女 1997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张燕峰 男 1998年08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蒋正波 男 1992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奎静芳 女 1998年0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瑞芳 女 1997年04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金磊 男 1995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杨依平 男 1996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刘康超 男 1997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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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陈劲海 男 1992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黄友正 男 1994年04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吕金龙 男 1997年10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高彬 男 1996年02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谢伟杰 男 1992年07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泽琦 男 1996年01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张黎黎 男 1998年11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刘飞 男 1996年01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侯亚泰 男 1995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王涛 男 1991年05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英 男 1992年01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彭兴状 男 1998年02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帆 男 1996年04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段胜国 男 1996年08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浩然 男 1995年08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赵紫园 女 1997年02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朱辉娅 女 1998年06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园 女 1998年10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朱仪 男 1995年09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徐宇晗 女 1995年08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宋振权 男 1998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郑凯寒 女 1993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段秉芙 女 1999年03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鲁敏 女 1994年02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左名光 女 1997年11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徐勇 男 1995年10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方艳琼 女 1996年06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廖浩丞 男 1998年06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谢碧 女 1993年05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范俊城 男 1994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航 男 1994年04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木秀梅 女 1996年11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贤 女 1997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苏洪 男 1998年07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陶倩 女 1991年04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王证睿 男 1994年08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普天 男 1998年02月1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星浩 男 1995年11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祖华 男 1993年02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相鹏 男 199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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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刘孟骏 男 1998年04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孙梅 女 1997年08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杨婉文 女 1993年07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卢雨树 男 1997年02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俊贤 男 1995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张振宇 男 1996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沙强 男 1996年07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郑东 男 1997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楠 男 1998年09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佳辉 男 1999年01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董文杰 男 1999年06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杜锦鹏 男 1993年03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陈保树 男 1997年11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航 男 1993年12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母德浩 男 1997年04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高宏伟 男 1995年11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邱昊 男 1996年11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字竞华 女 1994年07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魏忠 男 1993年10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王林凯 男 1997年03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春兵 男 1997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李媛 女 1995年12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彭钧 男 1993年10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谭雷 男 1998年02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伯年发 男 1996年12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高宇航 男 1998年04月1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张鹤斌 男 1995年09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雷豪 男 1997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云星 男 1995年11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晓虹 男 1992年09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覃丹丽 女 1992年08月2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和秋全 男 1995年08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通顶次立 男 1996年09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丁菊 女 1998年03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余谌 男 1997年09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龚鸿梅 女 1998年06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武文俊 男 1995年10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崔婷婷 女 1993年05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刘宝丽 女 1997年06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员 丽江 赵飞燕 女 1995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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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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孔旭 男 1995年12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余松青 男 1993年10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建华 男 1995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寸利桐 男 1995年10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晏祥斌 男 1998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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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毅 男 1996年01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施德先 男 1993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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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唐海玲 女 1995年08月3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王文敏 男 1995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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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凯 男 1997年11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王溪 女 1996年05月1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何志黎 男 1995年12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忠玉 男 1996年09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段勤凯 男 1991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自强 男 1991年11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彭彦成 男 1997年08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关熊源 男 1997年09月2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桂润平 女 1995年11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永萍 女 1997年05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独支 男 1992年02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尹超 男 1997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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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耀伟 男 1993年09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小钵 男 199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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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涛 男 1992年05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梦娟 女 1998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沈煜航 男 1999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宋伟 男 1997年04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卫甜甜 女 1999年02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洋 男 1998年04月2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云鹏 男 1998年11月1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梁大杰 男 1992年09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魏江婷 女 1998年07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袁维 男 1996年10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宋星彪 男 199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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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梓贵强 男 1999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梦妮 女 1997年08月2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陶钰蓉 女 1997年12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罗增宝 男 1997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何绍祥 男 1994年03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胡英明 女 1995年03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汪武明 男 1994年04月2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卢林 男 1996年09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孙庆臣 男 1997年01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仰福 男 1997年12月0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周精淞 男 1994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罗玉琴 女 1993年01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王景民 男 199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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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郑国俊 男 1995年05月1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毛亮量 男 1994年07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忠威 男 1998年11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德福 男 199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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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何瑞盼 男 1993年08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钱亚楠 女 1997年07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学英 女 1992年08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超 男 1993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孙雨婷 女 1997年05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沈宴州 男 1997年03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马子坤 男 1997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凌睿 男 1998年07月1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徐东 男 1994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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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王国陈 男 1997年03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玉鹏 男 1992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方思培 男 1995年03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石志诚 男 1993年06月0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万晓霖 男 1998年08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金小伟 男 1993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亚芬 女 1995年02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孙煜 男 1995年12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周鑫 男 1991年06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彦东 男 1997年02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郭峥言 男 1998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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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洪云江 男 1999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周政 男 1992年12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旭磊 女 1995年10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鲁代帅 男 1993年08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彪 男 1995年06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定山 男 1995年10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周明尧 男 1996年09月1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高嘉乐 男 1999年11月0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薛文志 男 1997年12月0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霞 女 1997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永明 男 1994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圣杰 男 1992年01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富程 男 1995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兴平 男 1997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金权 男 1992年11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胡帅 男 1999年01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鹏 男 1997年02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子江 男 1995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朱江 男 1998年10月0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王远哲 男 1998年08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陇龙 男 1996年08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朱希杰 男 1994年10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宁 女 1991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靖 男 1994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玉波 男 1998年03月1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超 男 1996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浩兵 男 1995年10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金鑫 男 1992年11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代祥 男 1992年09月0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魏子进 男 1999年10月0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贺国勇 男 1994年10月1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段志宇 男 1993年04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朱仁兵 男 1995年06月0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刘映强 男 1993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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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林 男 1996年12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刘凌凡 男 1996年01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周雪涛 男 1995年09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澜 女 1996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楠 男 1995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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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马顺宝 男 1995年09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汤晓飞 男 1992年09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张龙 男 1992年04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汤强 男 1998年07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郭宇 男 1995年09月2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周元睿 男 1998年10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彭晓玥 女 1998年12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马为雄 男 1997年12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顺宁 男 1995年02月1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建平 男 1992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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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潘俊超 男 1998年02月0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邹春云 男 1994年03月2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丽军 男 1994年10月2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芶云斌 男 1998年08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黄明霞 女 1992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方政荣 男 1998年04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孟泽 男 1994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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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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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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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姚松 男 1997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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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卢昱 男 1997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楠 男 1996年09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高星星 女 1995年07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马迪威 男 1996年01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秋林 男 1991年08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徐乐玉 男 1998年01月0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晓然 男 1999年10月2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白司 男 1999年02月0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永铭 男 1999年04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华思隆 男 1993年11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孙琦雅 女 1998年08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徐安盛 男 1994年05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董志阳 男 1998年04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孔凡绕 男 1994年04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杨灿森 男 1992年10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光昊 男 1997年08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李济瀚 男 1997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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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陈润 女 1996年02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许会松 男 1995年02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丽江 和正凤 女 1999年03月08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和月琴 女 1998年04月06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王丞 男 1995年09月27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树荣 女 1994年02月09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肖毛 男 1998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段星池 男 1994年07月06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杨柳祯 女 1995年07月29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金龙 男 1992年04月0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罗凯 男 1998年06月20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孔浩源 男 1995年02月19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文程 男 1998年01月2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刘敏 女 1998年09月27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王磊 男 1993年10月1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琦鑫 女 1998年08月18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李嫒芳 女 1995年06月1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和若瑜 女 1994年01月08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和慧全 男 1994年01月09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另如贵 男 1997年10月01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朱双丽 女 1994年11月28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邓朝栋 男 1995年01月0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马俊 男 1992年12月25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张世芳 女 1999年07月29日
丽江机场 鸟击防治员 丽江 沈国菊 女 1996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帅伏波 男 1997年02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吉 男 1994年07月2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加晓 男 1996年09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韩萨漫 男 1997年07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彭万美 女 1997年06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赵敬雄 男 1992年01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宋友光 男 1995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田鑫 男 1996年06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东 男 1997年08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程立露 男 1995年03月0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马浩 男 1996年10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余国平 男 1993年04月1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付国飞 男 1996年07月1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时许馨 女 1997年04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段凯伦 男 1997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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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建华 男 1997年11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寸震江 男 1996年03月1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虎彪 男 1993年04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祁春霖 男 1993年12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国成 男 1994年11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杰 男 1994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关韬 男 1995年12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石方朋 男 1996年04月1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骏桔 男 1995年12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宇 男 1999年02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赧兴文 男 1998年08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唐光远 男 1991年05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徐小双 男 1996年04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淑岚 女 1997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星华 男 1997年09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邢浩宇 男 1998年04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昌满 男 1998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丽泉 男 1995年02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洪洋 男 1994年09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沙学文 男 1994年07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伟 男 1995年07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石泽英 男 1995年09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郭镇阳 男 1997年01月3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付广伟 男 1998年02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侯坤裕 女 1996年11月0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顺东 男 1999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武之焙 男 1997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庭伟 男 1996年11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蒋永杰 男 1995年10月1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姚益 女 1998年01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董威 男 1996年09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蒋维 男 1996年03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永振 男 1996年08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易年生 男 1995年01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星 男 1996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方跃 男 1999年06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孙文翔 男 1998年02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高楚婷 女 1999年09月1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勇 男 1994年09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海婷 女 1998年0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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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孔超 男 1996年02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曾云 男 1997年08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蒋秉祚1 男 1994年11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玲 女 1996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凯 男 1995年03月2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达海宾 男 1997年06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罗樊荣 男 1996年01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云海 男 1992年04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胡武强 男 1993年01月2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宗禹 男 1996年09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英 女 1995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蒋钰 男 1998年09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远平 男 1994年04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建国 男 1996年10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施志雄 男 1996年07月2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赵俊伟 男 1994年11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洪涛 男 1998年04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宋伟立 男 1996年05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和潇菡 女 1998年12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白轻舟 男 1997年08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金山 男 1998年01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海平 男 1995年07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福 男 1995年06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曾瑞权 男 1996年06月1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秦教文 男 1992年09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任家锐 男 1997年02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罗俊良 男 1993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锦浩 男 1996年12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新龙 男 1997年02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宋庆瑶 男 1996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董春杰 男 1998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赖朝兵 男 1994年08月1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坤 男 1996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姚博航 男 1998年08月1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灿昆 男 1996年06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尹彪 男 1992年12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刘富虹 女 1992年11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常河 男 1994年04月1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奇 男 1996年08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才波 男 1993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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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易书田 男 1995年07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刚 男 1995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丽东 男 1994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马浩宇 男 1994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潘灵花 女 1994年08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段敏睿 男 1996年11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雪峰 男 1995年10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芳龙 男 1998年03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余彦希 男 1991年11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马林军 男 1996年04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云昊 男 1997年01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瀚勇 男 1997年07月0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明 男 1994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锟 男 1996年07月2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黄文斌 男 1993年08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和星 男 1995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赵文山 男 1991年09月1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庞小兵 男 1995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潘灵发 男 1996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昌涛 男 1995年10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金彬 男 1991年10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斌飞 男 1995年02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文亮 男 1996年09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谭盛杰 男 1994年12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字家佳 女 1996年02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吕函 女 1999年05月1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张亚鹏 男 1995年02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文鹏 男 1997年02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才忍 男 1992年10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何雪涛 男 1997年10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海 男 1998年04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锐海 女 1998年06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佳日子琅 男 1998年04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和贵平 男 1997年06月0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王许鹏 男 1995年08月1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唐瑞泽 男 1998年05月3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卢涛 男 1992年08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赵永豪 男 1997年07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李庆 男 1994年12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佳晖 男 1999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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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陈晓健 男 1991年05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马瑞梓 男 1991年11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员 丽江 杨蕊 女 1997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吴正磊 男 1997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谭麒龙 男 1997年03月14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陈雄伟 男 1996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李映品 男 1998年12月23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胡卫彬 男 1997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胡清明 男 1995年08月24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阮品江 女 1989年10月16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晓松 男 1997年07月16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王顺波 男 1997年07月05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张艺钟 男 1999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李琪 男 1997年01月08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赵崇超 男 1998年04月19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章雷 男 1998年03月13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李财 男 1996年07月13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吴春华 男 1997年06月27日
丽江机场 机场场务员 丽江 杨以哈 男 1995年07月18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张倩 女 1999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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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胡元秋 男 1991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危森 男 1996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童小鹏 男 1994年09月27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杨旭明 男 199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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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甘宇豪 男 1995年03月26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业竞 男 1994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王尚杰 男 1998年11月21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张清松 男 1995年11月21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董建刚 男 1995年11月13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沂骏 男 1998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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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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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蒋顺富 男 1998年08月29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吴浩南 男 1999年03月23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金顺红 男 1991年09月17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余先传 男 199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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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陶锐娟 女 199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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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瞿文杰 男 1997年11月01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唐润杰 男 1998年08月27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杨绍勇 男 1997年05月06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范晓鹏 男 1998年01月16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次尔打史 男 1997年11月18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翁嘉一 女 1993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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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董锡海 男 1996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岳烨廷 男 1992年03月04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李天武 男 1999年03月16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程紫东 男 1993年06月12日
丽江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丽江 阮文韬 男 1998年1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丁曼 女 1996年07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赵赛薪 男 1997年06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刘芮含 女 1993年10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王淑琦 女 1992年11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吴道永 男 1995年04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员 澜沧 戴亚玲 女 1997年08月2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晏玉 女 1996年07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黄杰 男 1997年06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珊 女 1992年10月2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白来芬 女 1993年07月0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韦小倩 女 1995年06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刁艺鹏 女 1996年08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寸素芯 女 1996年09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柏宏 男 1997年07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王秋艳 女 1996年07月2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罗智敏 女 1997年07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杰 男 1999年12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王伟 男 1997年06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刘晓玲 女 1999年08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魏琪华 女 1995年08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张仕涛 男 1997年06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罗芮 女 1999年01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俞忻彤 女 1998年07月1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周子玉 女 1994年04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航 男 1994年03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胡江平 男 1995年10月2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丁健楠 男 1997年11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容容 女 1998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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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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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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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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刘子宸 男 1996年03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罗松 男 1997年06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周继富 男 1992年12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姚康莹 女 1998年03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余志刚 男 1996年12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陶佳帆 男 1995年02月2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邓楠 女 1997年09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王浩 男 1997年12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卜向能 男 1997年11月1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薛湫 男 1994年10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冠祥 男 1997年06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殷振航 男 1993年01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孙云丹 女 1999年07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姚香月 女 1995年07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俞万英 女 1998年12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刁字鹏 男 1994年11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刘佳仙 女 1997年01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虎宇博 男 1996年11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云 女 1995年03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光敏 女 1995年09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高倩 女 1996年11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文雯 女 1993年08月2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赵迪 女 1996年02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肖祥莎 女 1994年03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梅 女 1992年12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主 男 1996年11月2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唐代豪 男 1995年07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春彦 女 1998年08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查奉良 男 1997年06月1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陈添霞 女 1994年01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余正俊 男 1993年03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杨卫杰 男 1999年01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赵自强 男 1994年02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万娅 女 1995年11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李响 男 1997年08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程钰涵 女 1996年08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邓雄亚 男 199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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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澜沧 郭富芳 女 1994年02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钱元福 男 1996年1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普敏 女 1997年03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杨苑 女 1998年10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孙燕华 女 1995年09月29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邱海莹 女 1998年04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王梓鹏 男 1998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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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杜思琪 女 1998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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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马瑜 女 1996年10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张建琴 女 1996年01月30日
澜沧景迈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澜沧 马宗梅 女 1996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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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左开龙 男 1995年10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王天元 男 1996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王根杰 男 1997年09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李益 男 1996年10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沙玉凯 男 1999年03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杨杨 男 1997年09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杨靖 女 1998年04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李炳杰 男 1997年1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腾冲 李玉磊 男 1996年07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熊德茂 男 1993年03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忠孝 男 1995年05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玲 女 1995年02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胡永静 女 1997年02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绍磊 男 1993年05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聂世健 男 1997年09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存建 男 1995年09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申铸 男 1994年05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懿容 女 1998年02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文鸿彬 男 1996年09月1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甘毅 男 1998年11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赵文广 男 1994年08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淇耀 男 1992年10月2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闫雪娟 女 1992年05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祖梅 女 1998年05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陶丹丹 女 1996年12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周铃旎 女 1993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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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吴海涛 男 1998年05月3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柄沁 男 1998年05月3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欧阳宇春 男 1993年02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严信恒 男 1993年04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高亦阳 男 1995年08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应清 男 1993年05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缅丽 女 1994年11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番绍敏 男 1994年07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旻琦 男 1996年09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赵晗 女 1994年01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玥 女 1997年04月1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瑞雪 女 1999年09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志强 男 1996年07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许建茹 女 1996年08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蒋周荣 男 1993年08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明成俊 男 1996年02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尹长义 男 1991年03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郭建芬 女 1996年10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柳 女 1999年10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艳晓 女 1996年04月1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笑川 男 1999年06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邵彬彬 女 1999年05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荣腾 男 1992年09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赵加本 男 1995年04月1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胜莹 女 1995年06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赵梦佳 女 1991年09月1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萌艳 女 1998年07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孙悦 女 1997年04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莹 女 1995年12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基宏 男 1998年03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黄子昌 男 1996年10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濮晓涵 女 1996年1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婷娴 女 1996年12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佳吴 女 1996年07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婷婷 女 1999年04月1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彭思华 女 1994年03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龙建航 男 1997年10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陆光茂 男 1998年02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罗林波 男 1994年10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磊 男 199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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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垒 女 1996年01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茸茸 女 1996年01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林志宏 男 1995年07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许丽秋 女 1995年05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汉航 男 1997年07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紫君 女 1998年11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尹杰 男 1997年01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罗易 女 1998年04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松山 男 1997年07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徐秀娟 女 1996年03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宋文俐 女 1998年01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迪 男 1996年04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周莹 女 1996年10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左玉楚 女 1996年10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鑫会 女 1996年04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立 男 1996年12月2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艺淳 女 1998年05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元 男 1995年08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瑞雪 女 1998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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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旭 男 1996年10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方阳 男 1995年05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康立娇 女 1997年07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月青 女 1998年06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黄玲玲 女 1994年0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予青 女 1993年10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超捷 女 1997年08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舒培丽 女 1992年03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晓莉 女 1999年02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涛 男 1994年11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何怀菊 女 1996年1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毛振钰 男 1993年07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余思齐 男 1997年09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徐琳 女 1998年04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董素羽 女 1996年07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鹏 女 1995年10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金连 女 1993年02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梁杰 男 1992年11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淑敏 女 1997年10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癸霖 男 1992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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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毛志阳 男 1995年02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沈芸 女 1998年05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定学 男 1992年12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邵宗晓 男 1994年02月0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刘涵 女 1998年04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黄婷 女 1996年03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刘江云 男 1995年08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虞珊 女 1996年09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垚仙 女 1999年01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高誉衡 男 1996年02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阳 女 1999年06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陈雁雁 女 1996年12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戈旋 男 1998年09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胡正旭 男 1996年08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磊 女 1996年09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唐磊 男 1996年04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郭希明 男 1995年01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龚卫苏 女 1995年06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罗正剑 男 1997年10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张燕娇 女 1997年07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吴泓 女 1998年03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邵宗民 男 1998年03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赵阳 女 1993年06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车应欢 女 1996年08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明映菊 女 1995年03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丽 女 1997年12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龙济菊 女 1991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黄占元 男 1997年11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徐恒姣 女 1998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鲁兴学 男 1998年02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段亚娟 女 1996年01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世玉 男 1997年07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桦 男 1997年09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刘越 男 1995年10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尹常仰 男 1992年10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杭吉凡 女 1998年12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成雪盈 女 1993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李丽香 女 1994年04月0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王瑞金 男 1998年01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胡鲁靖 男 1998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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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杨艳荣 女 1994年12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赵蕾 女 1996年12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刘壹权 男 1998年11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吴剑雄 男 1994年01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蒋寅秋 女 1997年10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尹娟娟 女 1991年03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郑涛 男 1998年01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员 腾冲 蒋丽 女 1996年12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刘乐平 女 1994年10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刘朔铄 男 1993年10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陈程邦 男 1990年11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杨兴杰 男 1991年11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常超 男 1993年01月2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段冬进 男 1994年11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杨钰辰 男 1998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黄正凯 男 1991年08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沈福晓 男 1990年09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杨朝奖 男 1990年01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范念东 男 1993年05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刘本举 男 1993年07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和明 男 1992年02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钱志东 男 1990年03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许金碑 男 1994年11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张发源 男 1991年07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嘉鸿骥 男 1992年12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艾国冬 女 1988年12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赵宇静 女 1993年07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员 腾冲 李新鹏 男 1993年08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谢金平 男 1995年05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王志全 男 1995年09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寸洪成 男 1996年11月0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杨家航 男 1998年01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沈高卫 男 1998年01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董芳 女 1997年12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杜正钰 男 1995年06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赵明茂 男 1995年04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刘杰道 男 1996年08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李栩至 男 1995年10月1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徐家鑫 男 1997年09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段雨豪 男 1998年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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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严智贤 男 1995年10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张秀娟 女 1997年05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王亚丹 女 1998年05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刀洁云 女 1998年10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朱瑞丰 男 1998年12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刘蔓延 女 1996年10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员 腾冲 王义琦 男 1996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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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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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邓毅 男 1995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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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杨烨 男 1990年08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闫星辰 男 1997年10月2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汤燕飞 男 1986年08月2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李华成 男 1997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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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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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赵卢全 男 1991年01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何俊良 男 1997年07月2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杨旭 男 1995年06月2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黄建国 男 1997年01月3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郭星余 女 1995年08月0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建筑工程员 香格里拉 李涛 男 1994年09月0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刘放麟 男 199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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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赵泽清 男 1991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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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杨谨语 男 1997年12月0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邓跃华 男 1993年12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郑宏杰 男 1998年11月1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罗华 男 1996年06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和林涛 男 1998年01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赵亚杰 男 1997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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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曹贞平 男 1991年09月1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朱玉波 男 2001年02月1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农京生 男 2000年01月1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沙玛八斤 男 1999年05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杨睿超 男 1999年11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边究此旺 男 1998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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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张伟翔 男 1996年07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黄少波 男 1999年08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余文才 男 1994年06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机场场务员 香格里拉 李梦 男 1998年02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陈皓杰 男 1998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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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施旗耀 男 1997年02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和国谢 男 1989年09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李苏 男 1996年07月1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国金林 男 1996年09月2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马文华 男 1994年05月1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杨云翔 男 1994年12月2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蒋林翰 男 1992年09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黄熙 男 1999年03月0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侯金才 男 1994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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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杨健 男 1997年09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陶永建 男 1994年09月1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王永佳 男 1990年07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李建原 男 1994年12月0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田泽罡 男 1998年03月1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罗大林 男 1994年03月1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刘汉信 男 1998年10月2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黄中林 男 1998年04月0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李海萍 男 1994年10月2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周杰波 男 1998年09月1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冯胜 男 1996年12月0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赵邦 男 1997年11月2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张骁 男 1996年05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杨松 男 1997年02月2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寸继逵 男 1994年08月2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续月凤 女 1997年11月0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朱刚 男 1996年05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汪文霞 女 1999年11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尼玛七林 男 1999年09月1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扎西培楚 男 1995年01月0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黄治香 女 2000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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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周健 男 1995年12月1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运行电工 香格里拉 王翔 男 1991年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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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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左欣琳 女 1998年02月0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张秀丽 女 1992年06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巴三七 男 1991年05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周欣柔 女 199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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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七里吹次 女 1991年02月0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王倩芮 女 1992年10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赵钧萱 女 1995年09月2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周阳 女 1997年12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刘思懿 女 1994年08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陈兴 男 1993年01月2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潘志欣 男 1989年08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李金梅 女 1998年04月2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次玲 女 1996年06月3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施苑博 男 1994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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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格顶江初 男 1993年03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和泽秀 女 1996年10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肖永清 女 1995年04月1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罗婧 女 1993年06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赵银琴 女 1997年11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何英 女 1993年02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王锦苹 女 1996年06月0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李鹏艳 女 1995年09月0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曹朦朦 女 1998年08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陈志萍 女 1989年02月2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车雨娴 女 1996年07月1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杞连慧 女 1996年02月1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张若菡 女 1994年04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段丽嫒 女 1997年04月2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谭红娇 女 1998年05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龚矗 男 1992年07月2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耿仕贤 男 1989年09月2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卓玛拉姆 女 1994年03月1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鲁茸达瓦 男 1989年08月2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段文云 女 1996年10月3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知诗批楚 男 1994年02月1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香格里拉 胡树菊 女 1997年07月04日

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崔银川 男 1997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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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何剑兵 男 1997年01月19日
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谢利 女 1991年05月20日
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刘永微 女 1998年02月09日
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王磊 男 1997年11月09日
德宏芒市机场 鸟击防治员 芒市 赵丽霞 女 1992年11月02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彭媛 女 1991年04月13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李俊威 男 1997年11月28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钱泖谕 女 1996年06月15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王仟 女 1999年01月22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许多 女 1997年03月19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田雅琴 女 1997年01月04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杨玉旎 女 1999年12月26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雷舒雅 女 1998年11月16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杨小童 女 1998年09月15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莫雁雁 女 1997年03月15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和婧 女 1997年01月04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赵园园 女 1998年06月23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李晓蓉 女 1996年12月16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刘魏薇 女 1992年04月27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岳岁映 女 1993年08月20日
德宏芒市机场 值机员 芒市 林燕秋 女 1993年11月2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高金丹 女 1994年08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范霖葳 女 1998年05月3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郭维巧 女 1993年08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刘正毅 男 1997年03月1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玲 女 1999年10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祁密 女 1994年11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晓竹 女 1996年10月1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董荣荣 女 1995年11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筱雲 女 2000年12月1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建聪 男 1996年11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倪达俊 男 1995年05月2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玉华 女 1997年01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琦琪 女 1995年07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金豪 男 1996年03月0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巧 女 1995年08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茗 女 1998年01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苏丽芳 女 1997年02月1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田 男 1997年01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余建春 男 1992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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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陈梦娇 女 1996年10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丽蓉 女 1996年03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月 女 1992年12月2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菊 女 1998年09月2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明萌 女 1998年05月1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梦莎 女 1994年02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郭晗 女 1996年08月0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佐艳 女 1997年08月1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陈泽申 男 1998年09月2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芳 女 1992年10月1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尹烨蓉 女 1999年02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邹志彪 男 1998年05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俊毅 男 1992年04月2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浩丽 女 1997年03月1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谢恩万 男 1995年05月0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番丽菊 女 1994年02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罗兆花 女 1993年12月0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奎丽霞 女 1996年10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圆媛 女 1994年08月1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慧敏 女 1995年01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芮 女 1998年01月2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婷婷 女 1997年01月0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郭靖祺 女 1994年12月2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胡雯 女 1998年07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荧荧 女 1998年01月3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何盈惠 女 1997年10月1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董怡然 女 1999年04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茹辉 男 1996年02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青 女 1996年10月0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月鲜 女 1997年09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哲瑗 女 1998年08月2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娇 女 1998年01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蔡欣桔 女 1997年12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丽云 女 1997年04月1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吴庆康 男 1995年02月1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霞 女 1998年07月0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春月 女 1998年08月0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刘蓉 女 1998年11月2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国香 女 1998年06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黄高峰 男 1997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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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晓蓉 女 1998年07月2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语珂 女 1997年01月2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利兵 男 1997年08月0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晓情 女 1997年01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陈蕾 女 1998年03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鑫 男 1998年06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普士艳 女 1996年05月2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蒋文婵 女 1997年03月2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树群 女 1996年06月2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尹倩 女 1996年02月2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文凤 女 1998年09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史建伟 男 1997年01月1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洁 女 1999年01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武堂娟 女 1998年03月1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周检湘 女 1994年08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开如 女 1992年09月2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陈柯君 女 1999年02月2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云清 女 1997年10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董立艳 女 1997年09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范宇娇 女 1992年08月2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春银 女 1996年10月1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尹海英 女 1995年07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黄娜 女 1995年07月1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何亚丹 女 1997年07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左创明 女 1996年07月0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丁逊华 男 1999年04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闵新茹 女 1995年12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何雪嫣 女 1996年07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云飞 男 1994年11月2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雯 女 1992年11月1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孙茂玲 女 1998年02月2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包文翠 女 1997年10月1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庄慧娴 女 1999年04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姣杨 女 1998年10月1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普文盈 女 1995年10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白恩亚 女 1997年02月1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佶嫔 女 1998年01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玲 女 1999年12月2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静 女 1998年05月2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肖冲 男 1995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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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生鹏 男 1993年08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霍秀云 女 1995年09月0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田依宁 女 1994年12月2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瑾 女 1999年09月1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刘丽燕 女 1996年11月1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佳维 女 1998年11月0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苏甜甜 女 1996年01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付娴 女 1995年09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宁 男 1997年12月2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悦 女 1997年01月0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钏雪娟 女 1994年10月1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新仪 男 1997年08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如意 女 1998年02月0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鑫瑞 男 1998年02月0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万宝汀 女 1995年04月0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应川 男 1997年07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江玉芹 女 1995年04月1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刀春艳 女 1998年03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郑娅妮 女 1993年11月1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海贵 男 1996年12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欣 女 1997年01月0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英 女 1999年10月03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段兴碧 男 1993年10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丽军 女 1998年09月1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罗昌顺 男 1992年04月1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倪瑞 女 1995年07月1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徐晓艳 女 1998年11月2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尚婷 女 1996年10月1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王菁烨 女 1997年08月09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琴 女 1997年02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夏海圆 女 1997年03月02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恬 女 2000年04月1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严秋莲 女 1995年09月25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马雅娟 女 1994年09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田卓 女 1997年07月1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刘能艳 女 1996年01月1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褚欣敏 女 1998年08月2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甫娜晔 女 1997年02月20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袁思敏 女 1999年08月1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马晓菲 女 1996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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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赵梦梅 女 1996年12月06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陈宇 男 1994年02月21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李夏 男 1996年02月08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杨定艳 女 1998年10月27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罗娇娇 女 1999年07月14日
保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财务） 保山 张雪梅 女 1996年01月07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邱宇锟 男 1998年12月23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张东烈 男 1993年12月03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奇衡 男 1996年10月14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赵永杰 男 1996年10月25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保文俊 男 1996年06月1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蒋文彪 男 1993年01月12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迎 男 1994年11月26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赵志伟 男 1999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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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郭朝康 男 1995年02月02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卞海波 男 1993年12月2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张翔 男 1995年07月1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雷焰萍 女 1998年05月3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明涛 男 1998年08月26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周景东 男 1993年01月05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左健源 男 1995年08月23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康定所 男 1996年05月0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赵国明 男 1995年06月17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鑫 男 1998年05月1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吴锦涛 男 1995年10月2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许加衔 男 1999年12月16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熊郭杨 男 1997年10月2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何怀翔 男 1995年01月3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智建 男 1995年07月0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李阳 男 1999年09月04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永益 男 1998年09月1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顾永高 男 1999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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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继松 男 1998年04月27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善锡 男 1996年05月0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刘伟 男 1999年06月2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李恩祚 男 1998年01月2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旭龙 男 2000年10月27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曾童威 男 1999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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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浦丽钧 男 1994年07月22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毕云龙 男 1995年08月24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马超 男 199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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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薛达勇 男 1998年06月23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泽洪 男 1997年10月2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珏 男 1997年01月0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李永吉 男 1997年11月2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刘毕卓 男 1999年09月24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余国绵 男 1992年09月28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赵莹 女 1999年08月0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陈钐 女 1998年04月24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杜嘉宇 男 1998年09月0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慕润先 男 2000年10月2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王燕 女 1995年01月19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田勇骏 男 1996年02月16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毕海 男 1996年12月2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建航 男 1996年11月10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杨程 男 1998年08月11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陈开建 男 1993年12月15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蒋晓军 男 1995年04月12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赵志男 男 1993年04月22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万明凯 男 1996年02月23日
保山机场 水电及助航灯光保障员 保山 孟慧凯 男 1999年01月07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罗思淇 女 1994年08月08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朱晓 女 1994年03月22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丽蓉 女 1997年11月17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坤东 女 1993年08月24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馥瑜 女 1995年09月02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金丽 女 1996年05月1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祝建美 女 1997年01月0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易雪莲 女 1995年08月29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段婷婷 女 1994年11月13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胡慧 女 1997年04月0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吉跃 女 1995年09月21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马通 男 1999年06月0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张懿丹 女 1992年03月09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赵大姚 女 1993年10月10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杞晓薇 女 1999年11月10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袁晓晶 女 199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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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闵孝超 男 1993年08月2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武文翰 男 1991年05月06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京婷 女 1996年04月15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杨姣玥 女 1993年05月30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甘玉斌 女 1998年01月23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陆宗云 女 1999年08月01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赵有能 女 1996年08月29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郭淑君 女 1994年08月13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吕华勇 男 1994年02月14日
保山机场 值机员 保山 李蕾 女 1997年02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李石稳 男 1994年07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李晓龙 男 1996年10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杨依福 男 1994年10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韦雨宏 男 1997年10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张爱波 男 1997年07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李辉 男 1992年11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杨淇然 男 1998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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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刘江潮 男 1995年12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黄有元 男 1997年11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关智宸 男 1996年01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熊克建 男 1994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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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李家瑞 男 199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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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许超其 男 1992年10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蹇雄 男 1995年08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王星 男 1996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王宇杰 男 1997年10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魏贤旭 男 1996年04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白林安 男 1994年12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安检设备运行维护员 西双版纳 孙闻池 男 1995年01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段颖 女 1996年09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周笃健 男 1999年06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白继玲 女 1994年05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刘杬 男 1998年02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廖星 男 1992年08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毛古商 男 1997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紫琪 女 1999年08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颖洁 女 199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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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肖萍 女 1997年02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张航 男 1994年08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赵颜羽轩 女 1997年10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陶正臣 男 1991年06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云豪 男 1997年07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罗艺璇 女 1997年03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旭江 男 1994年10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杨舜驿 男 1995年10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卢超 女 1996年1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曹永俊 男 1992年08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彭乐山 男 1997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苏峻钰 女 1998年04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方永军 男 1994年05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王元爽 男 1997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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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邹琼 女 1999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孙继磊 男 1993年08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罗云 男 1991年03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孔继堂 男 1994年10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能仕 男 1994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唐朕 男 1994年07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李炫毅 男 199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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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董俊民 男 1996年06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白旌 男 1994年02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普亚文 男 1994年0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陈千维 男 1993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王成靖 男 1998年03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员 西双版纳 邬彦 男 1996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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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廖珊 女 1999年09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方琼菲 女 1998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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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黄铄婷 女 1999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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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李俊敏 男 1996年09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罗崇品 男 1997年12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员 西双版纳 董书瑞 男 1996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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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灵茸 女 199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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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林芝赞 男 1992年03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续晖 女 1999年08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普秀强 男 1993年08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思莲 女 1993年06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珂君 女 1998年1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马田婕 女 2000年01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罗尹 女 1998年05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福春 男 1999年09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岩坎丙 男 1998年07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范新光 男 1997年01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景 男 1998年02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段洋洋 女 1996年10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冷佳美 女 1999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依应远 女 1994年04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唐杰 男 1997年03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耘宏 男 1999年01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雷友珍 女 1999年11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杜春亮 男 1996年10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福顺 男 1996年12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卉 女 1991年08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艳 女 1998年07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夏钊 男 1992年06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贺思怡 女 1998年06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徐莎 女 1991年07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黎赟 女 1997年05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薛岚 女 1998年08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陈秋逸 女 1997年10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霞 女 1998年04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国仙 女 1997年01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闵靖峰 男 1998年09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思颖 女 1998年04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陈以蓉 女 1998年12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曦红 女 1998年06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朱俊 男 1996年11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龙艺 女 1996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奕之 男 1994年04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娴 女 1996年09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耘江 男 1997年07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彭飞 男 1992年12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彦君 女 1995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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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马婷婷 女 1999年05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常航耀 男 1995年09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字应香 女 1997年07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玲 女 1999年07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许月 女 1997年12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凡 男 1996年06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何璐璐 女 1996年04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旦增朗达 男 1995年05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秋钰 女 1996年11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邓建琴 女 1992年10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鲁建文 男 1997年10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洪尘 男 1999年0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木子一 女 1992年01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陈霖星 女 1999年10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徐超 男 1998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阚晓静 女 1996年10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璨 女 1995年09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昂 女 1998年10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付渝婷 女 1997年03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敏 女 1997年0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沙颍 女 1995年08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羽楠 男 1993年08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曹伟 男 1993年12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陕边 女 1996年1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马珂欣 女 1999年02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肖凤 女 1996年10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沙沙 女 1993年03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依康叫 女 1997年0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璇童 女 1996年01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施钰 女 1997年05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玥婷 女 1997年1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欣 女 1997年11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吴爱萍 女 1994年10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翠云 女 1994年1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徐佳玲 女 2000年05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蔡力平 男 1994年04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聂孟雪 女 1997年11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芷鸢 女 1996年09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沙子涵 女 1996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艾佶 女 1992年09月18日



资格审核通过人员名单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工作地点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杜媛清 女 2000年08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朱玉妮 女 1998年05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蔡艳梅 女 1996年07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许艺巍 女 1998年09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吴珏 女 1996年08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段妮 女 1996年1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高琳 女 1996年12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澜琨 女 1996年12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邓晓云 女 1995年07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毓雪 女 1997年06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颖 女 1995年07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永 男 1997年07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吴璟钰 女 1996年12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丽 女 1995年01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代瀚文 男 1996年08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金辉 男 1998年05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倩 女 1992年07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龙思依 女 1996年09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东林 男 1991年08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彭娅 女 1996年06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普润仪 女 1995年03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芮 女 1999年11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任效宸 男 1996年1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福忠 男 2001年04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星月 女 1991年09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红芹 女 1996年10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资若扬 女 1998年06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晓凡 女 1996年10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普莹蓉 女 1998年01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岩温罕 男 1994年12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子燕 女 1996年11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黄春梅 女 1992年01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曹琼卉 女 1995年04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普星皓 男 1997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梅松 女 2000年12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宗会 女 1996年06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洋 女 1992年1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黄志杭 男 1999年09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史晓东 男 1996年03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润杰 女 1998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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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代雪玲 女 1997年04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孟洁 女 1996年11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朱依伦 女 1996年08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文宇 女 1997年07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钒雅 女 1998年04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郭奥 男 1996年08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彭薇 女 1997年11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师江珏 女 1997年05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楠 女 1993年01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秋婷 女 1997年09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赵玲 女 1997年0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伍玉婷 女 1993年08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樊思成 男 1998年05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敏 女 1997年1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哲 男 1994年10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肖淼 男 1995年05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玉应叫 女 1994年04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颖欣 女 1998年07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许荣芳 女 1997年04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瑶音 女 1999年05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洁 女 1997年05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婻坎旺 女 2000年02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葛昊 男 1996年05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晗菲 女 1998年0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黄爱琳 女 1995年06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于博雯 女 1999年03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艺航 男 1997年05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宇希 女 1998年08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思美 女 1992年12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樊赛赛 女 1996年08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康妹 女 1996年04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叶庆宇 男 1996年12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胜霞 女 1995年09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秀平 女 1998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伏宝晶 女 1998年07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娇娇 女 1995年10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向秋 女 1993年03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航 男 2000年11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谭博文 男 1997年03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黄巍 男 1998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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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济 男 1997年09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蓉 女 1999年08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沁芸 女 1999年03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敏 女 1998年02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鲁蕊菱 女 1995年06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曼洁 女 1999年05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梦霞 女 1998年02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穆新艳 女 1995年04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简璐 女 1998年03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藤美芬 女 1999年09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依波香 女 1997年08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戎 男 1996年08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罗正汀 男 1994年09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邱玲 女 1999年01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邓雅匀 女 1993年09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普莉娜 女 1994年04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玉空燕 女 1993年01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罕莹 女 1997年05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姝君 女 1994年06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吕惜文 女 1999年10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杨超 男 1997年11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玉光香 女 1997年06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王娜 女 1997年05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陈丽亚 女 1997年11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尹雪 女 1998年10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玉涛香 女 1995年08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石华罡 男 1994年08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星晨 女 1997年1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刘璐 女 1998年10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周文焕 女 1997年03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秀泉 男 1998年10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罗正华 男 1994年09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孙福艳 女 1998年06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梦娇 女 1999年08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范思辰 女 2000年08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李丽娟 女 1993年11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魏铭希 男 1996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鲁凤 女 1995年12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贾德奖 男 1998年05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张珮宁 女 1999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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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员 西双版纳 郑翔 男 1995年03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周仕炳 男 1997年02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扬 男 1994年01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陈小圆 女 1995年12月15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樊 男 1993年03月2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魏林菊 女 1994年11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张辉圆 男 1994年02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培林 男 1997年06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家东 男 1996年08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俸中尧 男 1993年11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俸宗嗣 男 1997年03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乐永福 男 1996年11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段雨辰 女 1996年01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李俊 男 1995年09月2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员 沧源 董佳敏 女 1995年08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衍臻 男 1996年08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杨仕美 女 1995年03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崔娥仙 女 1997年12月25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罗国斗 男 1997年02月05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金晶 女 1993年06月25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吕思敏 男 1995年03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肖卫 男 1997年01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费俊杰 男 1996年01月1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付霆斌 男 1997年02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易永华 男 1996年11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王文蕊 女 1998年01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徐俊 男 1996年01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毛建芳 女 1994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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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卢蓉 女 1998年08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蕊琪 女 1992年04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王梁 男 1991年11月1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徐加助 男 1996年08月22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贾忠伟 男 1993年09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鲍嘉玲 女 1993年08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俞雷 男 1992年09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田吉庆 男 1994年08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熊晓萍 女 1994年09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朱宁 男 1997年01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范剑云 男 199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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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孙国文 男 1992年02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鲁新雪 女 1998年03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徐梦 女 1993年08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华艺 女 1996年09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杨自晓 男 1991年11月05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高红英 女 1998年02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翔 男 1995年11月07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田芳 女 1995年02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丽娟 女 1994年12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茹钰 女 1996年09月27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邓梧俣 女 1994年05月3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海艳 女 1992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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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周克垚 男 1997年11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段洪涛 男 1997年11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蒋佳娟 女 1996年03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瞿梦婷 女 1997年02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徐小强 男 1998年11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穆银航 男 1996年01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苏学 女 1997年01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彦蓉 女 1996年10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杨清美 女 1993年02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徐江雪 女 1995年10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石树芳 女 1997年05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彭国峰 男 1991年11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毕绕平 男 1994年02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那泰然 男 1994年10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赵金秀 女 1997年10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剑 男 1994年04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吉星 女 1998年01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陈如兴 男 1998年08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王芳 女 1993年06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罗克 男 1991年10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瑶禹 女 1995年10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新宇 女 1995年10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肖韬 男 1997年01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赵彬 男 1998年02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琪 女 1998年10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艳花 女 1996年04月29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周艾文 男 1997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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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赵丹 女 1995年06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杨丽菲 女 1997年02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陈子健 男 1996年06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陈显福 男 1996年05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张叶红 女 1996年09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杨春兰 女 1996年08月25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唐娅婕 女 1996年06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燕雄 男 1993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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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蔡梦娴 女 1996年11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禹歆武 男 1993年03月22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李俊涛 男 1997年09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林莉 女 1997年02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专业支持员（综合业务员） 沧源 俸国淞 男 1994年05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