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2022年7月招聘通过资格审核人员名单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工作地点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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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 男 1999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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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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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 女 1999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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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2000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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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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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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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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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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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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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蓉 女 1997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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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帅 男 1999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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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尧东 男 1997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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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玉 女 1997年03月22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杨宇帆 男 1997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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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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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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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4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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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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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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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9月18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王敬博 男 1994年12月16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财务岗 昆明 鲁子琪 女 1996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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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08月19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杨德强 男 1995年01月05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彭正坤 女 1993年03月16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起灿文 男 1996年10月11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常馨月 女 1995年05月02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梅莎莎 女 1993年05月18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党建理论研究岗 昆明 多永韵璇 女 1995年07月11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沈欣桥 男 1993年10月15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李波 男 1995年01月10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李俊敏 女 1996年10月11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王玉娇 女 1996年01月05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刘效彤 女 1996年10月11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王晨颖 女 1997年09月10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赵国庆 男 1995年10月01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邓梓滢 女 1995年06月06日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工作部新媒体运营岗 昆明 宁冬 女 1994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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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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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蓉 女 1996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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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皓 女 1996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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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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仕敏 男 1995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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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杭 女 199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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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鑫 男 1995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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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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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途甘双 男 1993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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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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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玉强 男 1995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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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陈辽蕊 女 199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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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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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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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诗 女 199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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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8年0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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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世郑 男 1997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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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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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康超 男 1997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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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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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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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胜 男 1996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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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8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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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婵 女 1990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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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89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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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3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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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蕾 女 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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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5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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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0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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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89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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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浩然 男 1992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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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4年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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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暘 男 1992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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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帆 男 1996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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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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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讷敏 女 199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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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倩 女 1998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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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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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9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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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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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逸瑶 女 1993年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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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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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倩影 女 2000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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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雯 女 1997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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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莹 女 1999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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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婧蓉 女 1998年0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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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守号 男 199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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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200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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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雨婷 女 1998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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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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娇 女 2000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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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祝 女 1999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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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俐璇 女 1999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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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思雨 女 1998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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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昊东 男 2000年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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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薇 女 1999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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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晋宇 男 199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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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艺蓉 女 199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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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棠 男 199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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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亚婷 女 1998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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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海博-- 男 1999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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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珏 女 1998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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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婷嫣 女 1999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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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栩 男 1997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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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智渊· 男 1993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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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宛芮 女 1999年0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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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200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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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9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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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琴 女 1999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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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选吉 男 2000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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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 男 1998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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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一仁 男 199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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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四维 女 1993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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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道喜 男 199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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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银周 男 1999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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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阳 男 19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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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有情 女 2000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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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毅术 女 1997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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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同尧 女 1998年0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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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冬萍 女 199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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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芳 女 199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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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涛 女 2000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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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杰 男 1999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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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玉姣 女 1999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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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涛 女 1998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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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涵 女 1999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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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禧睿 女 2000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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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宇 女 1999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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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媛 女 199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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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 女 1998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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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大 男 1997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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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慧 女 1999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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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青 男 199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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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培琼 女 1999年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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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杰霞 女 1997年0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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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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惠钰晟 女 1998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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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昱鹏 男 1999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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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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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多 女 1999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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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月 女 2000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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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梓歆 女 1999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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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羽涵 女 2000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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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淑媛 女 1998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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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洁 女 1999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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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年 男 1998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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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孟芹 女 199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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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晶晶 女 1999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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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月静 女 1997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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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王斯 男 199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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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5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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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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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媛 女 1999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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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2000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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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蕊 女 1999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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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佩华 女 1996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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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建学 男 199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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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萍 女 199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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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晓 女 1998年0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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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琪 女 2000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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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丹丹 女 1999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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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 女 200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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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维健 男 1996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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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润 男 2000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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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9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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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紫嫣 女 1998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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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颖 女 1999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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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景 男 1998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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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丽茶 女 1997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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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心怡 女 1999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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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柯含 女 2000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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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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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女 1999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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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邦禄 男 1998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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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芯 女 2001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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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8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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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雨佳 女 1999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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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颖 女 199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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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怡勋 女 2000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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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恬 女 1998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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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纯 女 1998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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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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灵 女 2000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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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奕 女 1997年0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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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丽霞 女 1998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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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弛 男 199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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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红 女 1998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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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冲 男 2000年0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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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曦锴 男 1999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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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璐 女 1996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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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娅婷 女 199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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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劭宇 男 1998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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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锦彦 女 1999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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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蓉 女 1998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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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学慧 女 1998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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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蕊明 女 1997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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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琼芝 女 1995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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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颂萍 女 1999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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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颜 女 1999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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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蕾 女 1999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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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洋洋 男 199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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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丽 女 1999年0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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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怡霏 女 199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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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正鹏 男 199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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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鑫 女 1999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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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一池 女 1997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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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薇 女 2000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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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焰 女 2000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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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发玲 女 199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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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婷 女 2000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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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仪 女 1998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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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晨文 男 1995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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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女 199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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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锦 女 1999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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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素美 女 1998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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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露璐 女 2000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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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晴 女 199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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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成 男 1998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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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孝媛 女 199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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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虹杉 女 1998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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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碧瑶 女 1999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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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仙 女 1999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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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 男 2000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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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俊瑀 男 1999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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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娟 女 1998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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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小茜 女 1999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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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金凤 女 1992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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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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欣蔓 女 199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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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 女 1999年0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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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霞 女 1999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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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2000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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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雨涵 女 1998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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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阳 女 1999年03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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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冉 女 1995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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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开凤 女 199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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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永玲 女 1999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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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妍希 女 1999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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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丹阳 女 1998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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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燕 女 1998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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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紫艳 女 200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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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玖竹 女 1999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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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于惠 女 1999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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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莉 女 1998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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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晨 女 1995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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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璇 女 2000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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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卫泽 男 199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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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星汝 女 1998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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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雪梅 女 1998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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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春燕 女 1998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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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晴 女 1998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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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屈锟 男 2000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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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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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玉 女 2000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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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泽志 男 1996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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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9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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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玉洁 女 1998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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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思婷 女 2000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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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伊然 女 199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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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卓 女 199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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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嘉娴 女 2000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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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逸 女 1999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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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世玥 女 1999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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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尧欢 女 1998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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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柱琼 女 2000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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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兰祥 男 1998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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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志妮 女 2000年0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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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思旭 女 2000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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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晨渝 女 2001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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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娅 女 1995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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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淇锦 女 2000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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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琼 女 1999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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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 女 199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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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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莹瑞 女 1997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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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文睿 男 2000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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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娇 女 199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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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宇 男 1999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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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雯锦 女 1999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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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夏蕾 女 1994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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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波 女 1998年10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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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琪 女 199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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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少敏 女 1998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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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艳婷 女 1998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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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宇辰 男 1998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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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兴锐 男 2000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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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秋 女 1999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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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锐涵 女 1999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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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波 男 199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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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丽 女 199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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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莹 女 2000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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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世权 男 1999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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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迅 男 1999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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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涵 女 2000年0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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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翠 女 199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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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艳荣 女 1997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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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瑾婷 女 199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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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正美 女 1999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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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珂 女 2000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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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王纯军 男 1983年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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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刘厚煜 男 1993年03月08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侯标 男 1990年12月31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海德金 男 1984年12月15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马骕 男 1987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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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王彪 男 1987年02月06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尹耀民 男 1990年02月14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语 男 1990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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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陆川 男 1983年11月30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张晓瑜 男 1992年0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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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廖朋燕 男 1997年07月07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周洁 女 1992年03月05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张磊 男 1987年02月08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张开 男 1995年01月29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泽辉 男 1991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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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华正茂 男 1987年02月01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陈书涵 女 1991年08月23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丽芳 女 1993年04月13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靳冬冬 男 1982年11月23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吕文通 男 1983年04月24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清 男 1981年03月15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孟泽 男 1994年03月23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设计管理岗 云南省内 王建军 男 1990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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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88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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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7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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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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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9年11月06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夏怡 女 1995年03月04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夏源 男 1988年08月02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刘瑞 男 1998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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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4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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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恭潇 女 1992年10月08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文昭 女 1998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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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8年02月25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徐志强 男 1993年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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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1月16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张静 女 1996年02月14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陈雪娇 女 1998年11月22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段宛君 女 1996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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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3年02月08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杨涛 男 1998年05月22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方所坐 女 1997年12月23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正金 男 1997年11月30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刘立小 女 2000年03月22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陈利粉 女 1995年05月01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吴庆华 男 1994年12月21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邵锦 女 2000年03月15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尹艺颖 女 1995年07月08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赵安妮 女 1998年10月04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毕皓萁 女 2000年07月27日

云南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 工程合同管理岗 云南省内 李昱贤 男 1995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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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黄仁飞 男 1992年06月29日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张已兰 女 1989年11月07日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易洪娟 女 1988年05月19日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信息技术岗 昆明 杨永光 男 199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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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钏祚忠 男 1988年11月27日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李朝鑫 男 1988年0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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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维修岗 腾冲 洪斌 男 1993年09月06日

飞机维修服务分公司 飞机维修放行岗 昆明 程龙 男 198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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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财务管理岗 柬埔寨 李慧 女 1992年04月10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李翱 女 199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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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敖娟 女 1990年12月11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闫泽杉 女 1992年10月12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徐琪 女 1998年01月22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王婷 女 1996年02月28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王祖懿 男 1993年08月22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黄怡 女 1999年12月17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陈雪娇 女 1997年08月18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樊昉星 女 1997年01月06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出纳岗 柬埔寨 王彦皓 男 1995年06月25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会计岗 柬埔寨 曹译文 女 1992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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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会计岗 柬埔寨 密余洁 女 1992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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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会计岗 柬埔寨 彭福海 男 1998年09月28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英语翻译岗 柬埔寨 王梦圆 女 1992年09月13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英语翻译岗 柬埔寨 邱志微 女 1998年02月10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赵涛 男 1997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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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2002年07月24日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雷莉 女 199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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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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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领导小组 柬埔寨语翻译岗 柬埔寨 马宇凡 女 1999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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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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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9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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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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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薇 女 1996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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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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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俊彪 男 1994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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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伶俐 女 1995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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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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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图梦 女 1996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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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7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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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 女 1992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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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可心 女 1996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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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 女 199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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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4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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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娇 女 1994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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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婷 女 1993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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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欣 男 1990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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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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美婵 女 1990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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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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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88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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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梦甜 女 1993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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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航 男 1991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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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靖 男 1996年10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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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芳 女 1994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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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1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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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正华 男 1993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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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尧 男 1995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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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睿 女 1992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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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思茗 女 1995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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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榕 女 1994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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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羽茜 女 1991年0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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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林昊 男 1993年0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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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飞 男 1993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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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波 男 1987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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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航 女 1994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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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鹏珊 女 199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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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昕昕 女 1991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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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应贵 男 199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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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飞 男 1992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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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倩 女 199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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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89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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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舒红 女 1991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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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纪玲 女 1994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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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8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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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枝 女 1990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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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婷 女 1994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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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淑梅 女 1992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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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跞琪 女 1992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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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晨 女 1989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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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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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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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圣华 男 1994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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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思宇 女 199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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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子玉 男 1996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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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瑞熙 女 1988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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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9年05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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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子杰 男 199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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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登宇 男 1993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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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89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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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 女 1992年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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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佳妮 女 1992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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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珊 女 1992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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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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鸣 男 1993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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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4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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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毅 男 1989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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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琪 男 1988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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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 女 1992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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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汝明 女 1988年04月17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龙惟 女 1997年04月06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王友志 男 1997年08月17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邵娟 女 1996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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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7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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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5年08月10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李丹旸 女 1995年11月22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陈睿 男 1999年01月03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陈亭颖 女 1998年01月20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王立恒 男 1995年03月22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谢晓旭 男 1993年08月30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左殊于 女 1997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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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10月25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彭少杰 男 1994年08月29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施睿 女 1997年01月25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戴子雄 男 1997年09月29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孙琦 女 199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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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1998年04月21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冀泽莉 女 1995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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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1996年07月31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王玉洁 女 1996年08月30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邓攀 男 1995年10月12日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经营部投资管理岗 昆明 李丽华 女 1996年10月2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董锐 男 1999年12月0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周超 女 2000年10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张红鑫 男 1996年09月2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任潇 男 1999年02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陈慧敏 女 2000年09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保柯辰 男 2000年06月0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彭家豪 男 1998年08月2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刘书伟 男 2000年03月1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陈靖适 男 2000年06月2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王鑫博 男 2000年12月2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罗万达 男 2001年04月1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周鑫昶 男 1998年06月1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高钥嵝 男 1999年11月1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沙煜傑 男 1996年02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师旭 男 2000年08月1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黄鑫 女 1997年02月0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陈宇鸣 男 1999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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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王悦斌 男 1999年12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李临风 男 1998年08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吕明燕 女 1997年11月0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覃鹏举 男 1999年02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昆明 涂磊 男 1998年12月1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邓静怡 女 1998年11月0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刘畅 女 2000年01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高瑞雪 女 2000年01月0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孔薇 女 2000年12月0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饶明利 男 1998年06月0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周俊曦 男 1996年08月3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张晓夕 女 1998年10月1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丁榕 女 1999年06月1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王鑫雨 男 1996年05月1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王汉卓 男 1999年04月0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陈舒怡 女 2000年10月1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陶露 女 1998年10月0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黄一杰 男 2000年12月1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农盛杰 男 1999年05月3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徐宏俊 男 1999年03月0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李鸿飞 男 2000年02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谢翔 男 2000年02月0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朱桢迪 男 2001年07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周子清 男 1999年02月0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胡舒瑗 女 2000年09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彪楠 男 2000年02月2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王梓名 男 2000年10月0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蒋杰 男 1998年09月2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冯汶晨 男 1999年08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常浩松 男 1996年05月3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周鑫 男 1998年11月2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兰文超 男 1999年10月2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陈睿智 男 2000年02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郭育瑾 女 2000年12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张馨元 男 2000年02月2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者于然 男 1997年10月1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李雪川 女 2000年05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韩若祺 男 1995年09月2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李果 女 2000年04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何富聪 男 1999年04月0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生产运行控制岗 昆明 谢志伟 男 1999年11月0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柴明浩 男 1998年09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王佳兴 男 1999年12月0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可开业 男 1997年09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静雄 男 1998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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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张云鹏 男 1998年11月1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郭俊文 女 1999年09月0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和圆杰 男 2000年02月2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段宇 男 1999年02月1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唐家麒 男 1999年07月0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汪晨晰 男 1999年03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曹传庆 女 1999年09月15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杨玉超 男 1997年06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刘译阳 男 1994年08月2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姗颖 女 1997年07月2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卢俊 男 1990年10月0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蒋熹 女 2000年08月2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蒋德成 男 1998年10月1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夏枭雄 男 1999年02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陆嘉杰 男 2000年08月2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马力 男 1997年08月1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陈诺 男 1997年10月1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马兴亚 男 2000年08月0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刘金涛 男 1998年04月2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王军尧 男 2000年07月0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廖伟 男 1999年04月2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杨明 男 1999年07月1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刘泽阳 男 2000年04月2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苏东辉 男 2000年10月12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金煦丰 男 2000年05月1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孙晨 男 1999年02月0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王佩云 男 1999年03月0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徐用 男 1999年09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丁光旭 男 1998年03月0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张国庆 男 1998年10月0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程敏 男 1999年08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王韵黎 女 1999年11月0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王瑾涛 男 1999年11月1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柏聪 男 1999年12月03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雷乔飞 男 1999年10月1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唐正阳 男 1999年08月16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陶智慧 男 1998年01月0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普虹翰 男 1998年03月18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宋雨阳 男 1997年08月3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赵航可 女 2000年09月1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陈旭洋 男 2000年07月11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迟博文 男 1999年11月04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黄宸 男 1999年02月20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世鉴 男 1999年06月19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李孟坤 男 1999年0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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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崔浩 男 1998年09月17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昆明 徐源助 男 2000年03月18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蔡竞葵 男 1998年08月16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段云 女 1999年05月29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徐涛 男 1999年10月12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杨德亮 男 1999年09月04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和彧如 女 1999年07月27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陈志金 男 2001年03月20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彭磊 男 1999年09月26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陈彦文 男 2000年06月22日

丽江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丽江 孙美娴 女 2000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张志杰 男 1998年11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荣辉 男 1997年02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梁志辉 男 1998年06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光磊 男 1998年07月2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朝辉 男 1998年01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和新福 男 1997年10月2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雨田 男 1999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春华 男 1997年12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华甘湉 女 2000年06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周思俊 男 1998年10月3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鼎元 男 2000年06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朱炫衡 男 1999年10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晗霄 男 1999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奚禹 男 1999年05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苗警丹 女 1998年12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秦华恒 男 1996年06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飞洪 男 1998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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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丽江 马严 男 1997年11月1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臧博涛 男 1999年01月1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治业 男 1998年07月2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袁颢容 女 1998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蒋德全 男 1997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杜世阳 男 2000年01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胡昶 男 2000年01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力全 男 1999年02月1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蒙阳 男 1996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周卓林 男 1998年08月1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芳 男 2000年01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张鑫 男 1999年11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卢昱 男 1997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黄明春 男 1999年01月2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苏信荣 男 1997年07月02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周建雄 男 1999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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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戚恒涛 男 1997年10月1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罗斌 男 1998年08月0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宜凡 男 1999年04月23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和家骏 男 1998年10月2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吕陆阳 男 1998年06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施江雄 男 1998年09月2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董坤 男 1998年08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孟林 男 1997年01月2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张艺瀛 女 1998年05月0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官庆旭 男 1997年12月18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郑智元 男 1999年02月19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和志伟 男 1997年01月0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孙子程 男 1997年11月15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许再标 男 1999年03月04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起健 男 1999年07月3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侯跃 男 2000年05月16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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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丽江 陈廷 男 1996年11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志恒 男 1996年04月30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昀峰 男 1998年08月31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罗恒 男 1999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武雪玲 女 1998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彦羲 女 1999年03月25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锦鸿 男 1996年01月08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楠 男 1999年12月26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马玉梅 女 1997年10月18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艳娇 女 1998年03月13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张弦 男 1999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包新月 女 1999年02月24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邓淑方 女 1997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吕慧敏 女 1998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宋丽 女 1997年11月09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赵友三 男 1999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黄少鹏 男 2000年07月10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汤宁 男 1998年11月27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传 男 1999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朱燕会 女 1999年05月16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鲁全心 女 1999年01月18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王飞 女 1999年09月08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毕家涛 男 1998年02月01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乐丽斌 男 1999年12月07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王艺璇 女 1999年10月10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董欣浩 男 2000年05月11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李逸阳 男 1998年09月15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杨志萍 女 1998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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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娇 女 1999年11月02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刘曦 男 1999年03月05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张荣 女 1999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浦合燚 男 1998年04月10日

丽江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丽江 薄浪 男 1996年02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章珍雄 男 2001年07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何超磊 男 1998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刘起明 男 1997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蓉 女 1998年08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吴文高 男 1997年10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镇滨 男 1997年12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卢庆宏 男 1998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洁 男 1997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静 女 1998年08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龚玉贤 男 1997年03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和洋 男 1998年04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丁永梅 女 1999年02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陈洋 男 1999年02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徐考 男 1999年09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孙达 男 1998年04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黎春花 女 1998年02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璇 女 1998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谭雪梅 女 1999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郭力玮 女 1999年05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晓岗 男 1998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简林丽 女 1998年07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任宗桥 男 1995年09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徐瑞 女 1999年09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蒋崇志 男 1998年06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作林 男 1999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许德鹏 女 1998年01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林 男 1997年05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马丹 女 2000年09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金有 男 1998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高酝 女 1999年09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章吉诚 男 1999年11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东阳 男 1999年04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信 男 1995年10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安忠 男 1999年09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景标 男 1998年06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锦 男 1997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浙 男 1998年05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胡宇翔 男 1998年12月3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明繁 女 1999年04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潘仕艳 女 1998年12月10日
第 16 页，共 57 页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思榕 女 1997年10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詹娟 女 1998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胡丁宇 女 1996年11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潘俊超 男 1998年02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建宏 男 1996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方成丽 女 1998年07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朱芸 女 2000年0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毕小 女 1998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刘永连 女 2000年02月1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文浩 男 1999年10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宋杭学 男 1999年05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昊烨 男 1997年12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严孟林 男 1997年09月1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施玮 男 1999年06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沈煜航 男 1999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柏睿 男 1999年03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蒋绪伟 男 1999年01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付义源 男 2000年06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广 男 2000年06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秋田 男 1999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石胜建 男 1997年10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范欣蕾 女 2000年01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杰 男 1999年01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重勋 男 1999年09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陈宝静 女 1998年12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马礼勇 男 1998年07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陈宗玲 女 1998年01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范柯煜 男 2000年04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齐偲涵 男 1998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仁茂 男 1996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高子淇 女 2000年11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雄 男 1999年04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禹昕馨 女 1999年06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锡伶 男 1998年06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显辉 男 1998年10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文婕 女 2000年10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龚鸿梅 女 1998年06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奚杰 男 1998年12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爽 男 1997年03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彦微 男 1997年05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妮珏 女 1999年12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颜佳璐 女 1999年01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云芳 女 1998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和丽 女 1998年09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明琼 女 2000年02月26日
第 17 页，共 57 页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阔璘 男 1998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华菲 女 1999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孙浩伦 男 2000年05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邵建翔 男 1998年01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明月 女 2000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吴曼 女 1998年12月3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邓周楠 男 1997年11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许元胜 男 1999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宋娜 女 2000年04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何月朋 男 1999年06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晗熙 女 1998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丽荣 男 1999年04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鑫涛 男 1997年12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刘鉴成 男 1999年03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郭江涛 男 1997年01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兴泽 男 1998年11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胡青 男 1997年10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峻铨 男 1999年04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钰华 女 1998年12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禹程景 男 1999年10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弼钦 男 2000年09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段锦涛 男 1998年05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谢德浩 男 1998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兴虎 男 1997年05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智茹 女 1998年12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高怡璠 女 2000年11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娄晖 男 1996年08月3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鲁俊锟 男 1998年01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冷伍阿各 女 1998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琳 女 1999年02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雪莹 女 1999年12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陈建彬 男 1996年05月2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桥福 男 1994年10月0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皓帆 男 2000年01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含宇 男 1998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苏洪 男 1998年07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韬 男 1998年03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中秋 女 1999年10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邓华彪 男 1998年07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崔舟 男 1998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蒋德顺 男 1997年10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范应贤 男 1997年12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钦德艳 女 1997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宁金欣 女 1999年08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浦锐强 男 1998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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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赵福建 男 1999年12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卓杭 男 1998年08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朱琳 女 1998年01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香美 女 1999年02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方舟 男 2001年05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彭珊珊 女 1997年06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肖佳宁 男 2000年09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佳梅 女 1998年02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奎俊林 男 1998年08月1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吴庭凤 女 2000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范超 男 1997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瑞 男 1998年09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冉进萍 女 1997年09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迪 男 1999年09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崔标 男 2000年09月2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代龙江 男 1999年09月1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苏慧 女 1999年12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朱昱琦 男 1999年04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徐尤恺 男 1999年06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卫星宇 男 1997年08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余仕毅 男 1998年12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姚奇慧 女 1999年05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左玲玉 女 1999年08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和晓锋 男 1999年06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雪飞 男 1999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左雪珊 女 2000年10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石润 女 1996年12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白玉 女 2001年04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珍 女 1995年08月2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田亭 女 1998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苏霆 男 1999年05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王志恒 男 2000年04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沙强 男 1996年07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周天晗 男 1999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缪红 女 2000年08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寸志颖 女 2000年06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正文 男 1998年03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秦基瑫 男 1997年12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何德跃 男 1999年12月19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韦新 女 1997年11月2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正山 男 1999年10月0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马云娜 女 1998年11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周曾英 女 1997年11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波 女 1998年05月1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罗健 男 1998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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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天明 男 1997年01月0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刘芳言 女 2001年04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成昊 男 1998年10月0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李林峪 女 1998年04月1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尉贤 男 2000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胡星宇 男 2000年05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耿芮 女 2001年02月1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管茂蕊 女 1999年09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董成川 女 1998年07月2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方泓博 男 1998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钱露 女 1999年01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陈丽娟 女 1999年01月20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孙嫣若 女 1998年11月25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余旭 男 1998年05月2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黄伟 男 2002年01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张郁晶 女 1998年12月28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杨开龙 男 2000年06月12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潘镇威 男 1998年09月2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钱加永 男 1997年08月0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伍星杰 男 1998年11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严竟玮 男 1996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骆理雯 女 1999年02月26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丁启林 男 1997年12月03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段伟 男 1998年06月1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董文杰 男 1999年06月2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朱庆发 男 1998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舒涵 男 1998年10月3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高培盛 男 1999年06月14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许荣 男 1998年02月01日

丽江机场 信息技术岗 丽江 吴磊 男 1999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梁俪馨 女 1998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宫羽 男 1998年07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方思远 男 1998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周测金 男 2000年09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余涛 男 1997年05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芬寒 女 1998年04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蔡吉圆 男 1997年11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胡世锦 男 1998年12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何正程 男 1999年11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毛蕊 女 1998年09月1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谭晓谦 男 1999年12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黄振兴 男 1998年11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郑春霞 女 1999年01月0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俊翔 男 1997年09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蔡汶佶 男 1998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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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郭会 女 1999年03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刘飞 男 1998年08月0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罗银彬 男 1998年12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张海军 男 1998年03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思源 女 2000年01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王建宇 男 1996年05月0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何元飞 男 1998年05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和晓涛 男 1998年01月0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绍航 男 1999年11月1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孙桂富 男 1998年09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吴治华 男 1999年12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韩瑞 女 1996年11月1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蒋垚 男 1997年08月0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蔡发明 男 1999年04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溥吉豪 男 1997年11月2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龙林旭 男 1997年11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张亚蓉 女 1999年03月2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安顺 男 2000年08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普才宇 女 1999年05月3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周宇航 男 1998年07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佳晖 男 1999年03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张越 男 1999年12月0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吴贤梦 男 1998年07月1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赵晨曦 男 1999年11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颜子琴 女 1998年10月08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邓鹏芳 女 1998年09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孙文翔 男 1998年02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雷涯程 女 1999年02月2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王建东 男 1999年08月2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刘晋淞 男 1998年07月3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陈翔 男 1996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邹骞 男 1997年11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雷飞 男 1999年08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沙海超 男 1999年04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才括 男 2000年06月1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肖会兆 男 1997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赵四彪 男 1996年11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杨磊 男 1997年01月09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帕成刚 男 2000年01月2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马瑞杰 男 2000年04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徐海峰 男 1998年05月20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金明 男 1998年05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邵敏锐 男 1997年12月0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春亮 男 1997年09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马思晨 女 2000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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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李建涛 男 1997年12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王强 男 1999年12月05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高志刚 男 1999年06月07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刘凯 女 1998年08月14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戴玲玲 女 1997年04月22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冯超 男 1999年11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朱伟兴 男 1997年11月11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唐林俊 男 1998年04月16日

丽江机场 建筑工程岗 丽江 资雄兴 男 1997年11月09日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康树 女 1994年10月31日

丽江机场 医生 丽江 鲍琳 女 1994年02月0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玉珠 女 1998年05月23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杜正艳 女 2001年08月1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黄雅洁 女 2000年07月1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高金超 男 1998年07月14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巧秀 女 1999年03月1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贵明 男 1998年12月1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黄云杰 男 2001年11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董颖 女 1998年02月2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柳丽芬 女 1999年12月1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文迷 女 1999年07月1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和静 女 1998年07月1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白利娟 女 1998年04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肖群燕 女 1998年11月0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段少清 女 1998年12月2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张丽雯 女 2000年08月2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欢 女 1999年04月03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周韵 女 1999年10月2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代睿贤 男 1997年09月23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施金廷 女 1999年03月1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段可欣 女 2000年02月2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张慧莲 女 1999年05月2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尚任元 男 1998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徐静 女 1998年07月0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长娴 女 1998年08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覃颖 女 2000年03月2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江晓芹 女 1996年11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宇旦 男 2000年08月1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瑞娴 女 2000年07月1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淑祺 女 1999年10月03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朱龙会 女 1999年05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碧贤 女 2001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亚鑫 男 1998年08月0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束睿 女 1999年05月1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胡思敏 男 1998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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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茂江 男 1997年02月1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陈海燕 女 1999年02月0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陶国超 男 1998年08月0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赵思思 女 1996年02月1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熊静 女 2000年03月0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陈燕娇 女 1997年11月1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邢迂蒙 男 1999年08月14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易俊 女 1999年11月04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黄义丹 女 2001年03月1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江明 男 1998年08月3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朱媛媛 女 1998年01月1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杨蕊丹 女 2000年02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赵瑾彪 男 1998年11月24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杨筱丹 女 1999年10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饶石权 男 2000年01月2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菲菲 女 2000年02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许家梨 女 1999年04月1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孙鸿妤 女 2000年02月1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木丽嘉 女 2000年12月1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宗仪 女 1999年10月0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邹舒颖 女 1999年09月1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林源芬 女 1999年07月3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张智宇 男 1995年09月1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段劲 男 1998年03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乔彦程 男 1998年07月1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黄丹 女 1997年10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梅 女 1999年12月1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通 男 1999年06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范旺 男 1998年07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卓茂林 女 2001年04月17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徐小秋 女 2000年08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陆高瑞佳 女 2000年09月1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赵雯娟 女 1996年01月0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文雄 女 1997年03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孔川 男 1998年10月27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田龙 男 1998年06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胡钰琴 女 1997年03月0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刘睿 男 1998年08月0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代星艳 女 1999年04月08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狄姝婷 女 1999年05月27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俞帆 女 1997年04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颜海燕 女 1998年07月05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夏梦玉 女 1999年04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陈冬倩 女 1999年12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夏俊楠 女 1999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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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曼 女 1999年11月09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普莙珺 女 1999年04月2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李开珍 女 1998年04月22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马隆驹 男 1999年05月11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杨梅 女 1998年07月20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吴娜 女 1999年01月06日

丽江机场 值机岗 丽江 朱云鑫 女 1999年0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郑静华 男 1996年12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杨万全 男 1995年05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梁旭科 男 2000年0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崔敏 女 1998年1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杨柳 男 1998年0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余光溥 男 1997年06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罗崇品 男 1997年12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李迪 男 1996年04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余鸿睿 男 1998年0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冯道凌 男 1990年10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赵学智 男 1996年10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张麟源 男 1998年0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徐进友 男 1999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杨闻莅 男 1999年09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严绍杰 男 1989年08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向诚翰 男 1998年05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刘宗懋 男 1999年12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高姜水柔 女 1997年08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杨静雯 女 1996年02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张国庆 男 2000年09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西双版纳 胡雅亭 女 1997年08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李子辰 男 2000年06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唐凡淇 女 2000年05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芮泽辉 男 1999年11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陈祎 女 2000年02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武瑞松 男 2000年07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夏杨 男 2000年03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张诗祥 男 2000年07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气象预报岗 西双版纳 赵燕子 女 1999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赵小懿 女 1999年10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杨青仙 女 1998年10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纳鼎 男 1999年10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朱文超 男 1998年11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刘子杨 男 1999年09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阿鸿艳 女 1997年03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何沁衡 男 1998年04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杨岚 女 1999年09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胡林呈 男 1998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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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王亚丹 女 1998年05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吴歌 女 1999年12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段显丽 女 1999年10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玉窝芳 女 1999年12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武帝龙 男 2001年06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雷小坤 女 1998年09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陶红金 男 1996年10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饶跃威 男 1999年09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李颖 女 1999年07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刘延峰 男 1999年03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李永强 男 1998年06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高川 男 2000年04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童炫策 男 2000年06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李佺会 男 1997年07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李小静 女 2000年10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李俊升 男 1998年11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王娜 女 1999年11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赵瑞娟 女 1999年09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陈缘 女 2000年11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杨兆泉 男 1998年09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信息技术岗 西双版纳 孙桂宏 男 1999年01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查春彪 男 2000年04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旭红 女 1998年1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赵国冰 男 1998年04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姜宏彬 男 1998年01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吴清灿 男 1998年01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俊 男 1999年10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张建新 男 1998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叶海舟 男 1998年09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润标 男 1998年04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黄正兴 男 1998年04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琼芳 女 1996年05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周正达 男 2000年03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张杰 男 1996年10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杨智超 男 1998年03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兰青 女 2000年07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曹立庚 男 1998年03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黎星 女 1996年1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傅浩翔 男 1999年06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杨锟 男 1998年05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沈子康 男 1998年05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少甲 男 1998年07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殷勃东 男 1999年07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杜新浩 男 1999年05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赵崇超 男 1998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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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玉娇 女 1998年05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高董靖 男 1998年09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李洁强 男 1998年04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蒋兆年 男 1998年01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陈明锋 男 1997年12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龙路加 男 1997年03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张诗琪 女 1999年12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严昌荣 男 1997年01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黄江楠 男 1998年10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王俐琪 女 2000年01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程云波 男 1998年12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马梦凡 男 1998年11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机场场务岗 西双版纳 曾志春 女 1998年10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李紫琪 女 1999年08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杨秀珍 女 1998年05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陶勇 男 1995年12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彭立伟 男 1998年04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黄姿容 女 1998年11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朱运帷 男 2000年04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建筑工程岗 西双版纳 冯宇林 男 1998年04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万家玲 女 1998年09月19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翟轩文 男 1998年11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缪翠和 女 2000年04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易磊 男 1998年03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孔令娇 女 1999年03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许中妹 女 1997年04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张依溶 女 2000年08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鄢浩根 男 1998年1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杨凯 男 1998年07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李红艳 女 1997年02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马楠 女 1999年04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华青青 女 1997年09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马昱 女 2000年07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李春双 女 1999年08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张康 男 1999年09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刘稜 女 1995年11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鸟击防治岗 西双版纳 张继 男 1998年08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医生 西双版纳 杨志义 女 1994年08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付浩春 女 2000年03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旭明 男 1997年10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彻 男 1999年06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舒悦 女 2000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许端艺 女 1998年10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字丽华 女 1999年07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荟苓 女 199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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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静婷 女 1999年03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孙匡钊 男 1998年11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溥涵 女 1998年08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任婕 女 2000年06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肖晗 女 2000年09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龙艺 女 1996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母江雪 女 1998年07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吴玉梅 女 1998年1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常雅鲜 女 2000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郑翔 男 1995年03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邓涵 女 1998年07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璐瑶 女 1999年01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谢孟颖 女 1999年05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毕桂敏 女 2001年06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琴 女 2001年04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娜 女 1999年11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熊累吕 男 2000年08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文玉 女 1999年07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圆媛 女 1997年02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马文景 男 1998年01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谢娜 女 2000年0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邓雅匀 女 1993年09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吴昀桔 女 1997年12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陶文倩 女 1999年12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玥婷 女 1997年1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小沦 男 2000年03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徐瑗敏 女 1997年05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黄欣凯 男 1998年08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和雅宁 女 2000年03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马茜 女 1999年02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荣谷 男 1996年12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凯柔 女 1998年02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潘鸿宇 女 1999年05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梦媛 女 1998年12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玥婷 女 1999年12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郭毕璐 女 1999年12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润佳 女 2000年04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蕊 女 1998年05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吕婷 女 1999年01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肖茹靖 女 1998年03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罗悦 女 2002年12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魏青 女 1998年04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乐山 男 1997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邺方 女 1998年03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任薇 女 199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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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雪莲 女 1996年03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王熙烨 女 1998年03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薛 女 1997年08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普贤 女 1998年01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徐艺美 女 1999年03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莉 女 1996年08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彬烜 男 2000年09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践著 男 2001年01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文森 男 1998年02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谭静宜 女 1999年12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朱玉妮 女 1998年05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莲 女 1998年0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龚艳梅 女 1996年07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吴悠 女 1999年10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雪松 男 2000年05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栾艺 女 1997年03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绚 女 2000年04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肖淼 男 1995年05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谢彦霖 女 2000年03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欧阳茗琇 女 2001年05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刘纯 女 1997年12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岩温罕 男 1999年03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黄美芳 女 1998年04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一婕 女 1998年05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沈熠 女 2000年06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朱礼斌 男 2000年06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芝芳 女 1999年08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常维鑫 女 1999年12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鲁建伟 男 1999年01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字建磊 男 1994年12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于燕鹏 男 2001年06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桂英 女 1997年05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付娟 女 1998年10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红芹 女 1996年10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梦维 女 1998年07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仓浩成 男 2000年12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邓旭 男 2000年06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柏志 男 1996年07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曾钰瑶 女 1997年05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彦中 男 2000年03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玉应罕 女 2000年08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娴 女 1997年08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琳凯 男 1999年07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佘红丽 女 1999年07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义凤 女 200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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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林亚芳 女 1999年05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陈艳 女 1999年06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杜坤燕 女 1997年10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岷玮 男 1998年01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孟阳 男 2001年08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玉南贺 女 1996年09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顾琴惠 女 1997年11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谭安然 男 1992年11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奕葳 女 2001年01月2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侯欣媛 女 1997年04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聂 男 1998年03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蓉 女 1999年08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文让 女 1999年06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永雪 女 1999年11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继峰 男 1999年07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邱豪 男 1998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宇娟 女 1998年10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庆念 女 1998年08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苏枭将 男 1999年08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姝璇 女 1998年09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饶雪丰 男 1992年11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岩温胆 男 1999年10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福忠 男 2001年04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晓楠 女 1997年12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朱瑞劼 女 1998年12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谭天奇 男 1996年02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庆 女 1999年10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段星廷 女 1996年09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阳 男 1998年06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胡洁 女 1998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博 男 1999年04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蕊敏 女 1999年07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林涵 男 2000年10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郭嘉 女 1997年06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福春 男 1999年09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蒋浩 男 1999年03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高绮文 男 1999年10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燏翔 男 1998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刘红莲 女 1997年10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曾智福 男 1997年02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沈勇霖 男 1998年10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涵雯 女 1997年01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早建民 男 2000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卢云 男 1998年11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宁珠 女 199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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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玟沄 女 1998年08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颜宏瑞 男 2000年11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熙 女 2001年12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帅 男 1994年11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健冰 男 2001年08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胡玉姣 女 1998年08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秉谦 女 1998年0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彭程 女 2000年11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邹箫 女 1995年04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鑫艳 女 1998年05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传双 女 1997年12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皇炘利 女 1999年09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邓丹 女 1996年09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树 女 1997年05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茶玉霞 女 1996年04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颜远铃 女 1998年08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婧 女 1999年08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曾梦 女 1998年01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雷佳闻 女 1999年10月1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何凯 男 1999年09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艺 女 1999年05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朱子媛 女 2000年07月1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娅希 女 1999年03月2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建兵 男 1997年03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谢钰 女 1997年07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贞伶 女 1999年11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谢宇忠 男 1996年10月1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石昊冉 女 1998年09月2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黄新成 男 1999年10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宇航 男 1999年10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陈雨朦 女 1994年12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依西丽松坡 女 2001年09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宋美玉 女 1997年10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文舒豪 男 1999年03月0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万雅琪 女 2000年11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孙沿 男 2000年06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誉璇 女 1996年03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艳玲 女 2000年04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吴洪苹 女 1997年11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朱玉婷 女 1999年06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玉花 女 2000年08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高于淞 男 2000年02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匡文智 男 1999年10月0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罗梦莎 女 1998年10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海洋 男 2000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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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泊琰 女 1999年07月3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郭奥 男 1996年08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方文龙 男 2000年12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依婷 女 1998年12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孙琪 女 1999年10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赵思颖 女 2000年08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彬 女 1999年01月1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查蓉 女 1999年12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鲁亚祺 女 1998年08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茶珊珊 女 2000年09月0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石中婷 女 1996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施雅馨 女 2000年11月0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熊颖超 女 1998年05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国露丹 女 2000年10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刘思美 女 1992年12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梁艳双 女 2000年08月1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鲁宜坤 女 2001年01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苏芯瑶 女 1998年12月25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段祖芬 女 1997年05月0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周鑫 女 2000年05月0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唐家宜 女 1998年12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代绍福 男 1999年08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潘彦羽 女 1999年11月0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王寅 男 1998年05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丽丹 女 1999年09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媛 女 1999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依燕香 女 1998年01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罗俊文 男 1998年08月26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唐凡济 女 1998年12月29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李敏珠 女 1999年03月18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张润杰 女 1998年05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唐紫龄 女 1999年08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秦玉竹 女 2001年09月0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值机岗 西双版纳 杨溪 女 2000年09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赵尉翔 男 1998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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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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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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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李林发 男 1997年08月20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羊秋丽 女 1996年09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王勇豪 男 1996年12月13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方政荣 男 1998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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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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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苏闻涛 男 1999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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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万子源 男 2000年10月2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朱桂颉 男 1998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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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何柳柳 女 199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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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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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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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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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钱玮 男 1999年02月14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郭金 男 1997年12月3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陶华波 男 1999年04月2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蒋熙杨 男 1998年10月01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桂聪 男 1998年10月12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张爱波 男 1997年07月27日

西双版纳机场 候机楼设备运行维护岗 西双版纳 杜文循 男 1999年02月23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农苏震 男 1999年11月06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刘瑶 女 1998年11月06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尹建华 男 1998年12月08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甘俊泽 男 2000年07月31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鲁荣涛 男 1998年03月01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苏振佳 男 1996年12月23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刘晓玲 女 2000年06月21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郭雄 男 1997年02月23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朱丽 女 2000年06月06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李林花 女 1997年09月10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杨东益 男 1998年12月23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王根 男 1996年10月01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刘畅 男 1999年09月15日

德宏芒市机场 货运岗 芒市 杨维潇 女 1998年04月25日

保山机场 航行管制岗 保山 朱焕博 男 2000年01月24日

保山机场 航行管制岗 保山 顾世余 男 1999年05月17日

保山机场 气象预报岗 保山 周颖 女 2000年10月17日

保山机场 气象预报岗 保山 彭小彬 女 1996年12月17日

保山机场 气象预报岗 保山 王海溱 女 2000年06月13日

保山机场 气象预报岗 保山 杨芸 女 1997年10月29日

保山机场 气象预报岗 保山 甘颖 男 1999年04月30日

保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保山 李露露 女 2000年02月23日

保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保山 张欢 女 1997年02月05日

保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保山 汤凌星 男 1999年11月15日

保山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保山 谢淼 女 1999年06月26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廖志宪 男 1997年11月27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寸夕冉 女 1995年10月09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刘利王 男 1995年07月0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娄鸿博 男 1997年04月15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刘亭亭 女 1999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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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李金燕 女 1999年04月3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赵加帅 男 1998年08月07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沈煜程 男 1997年03月26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白欣冉 女 1999年08月1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李常春 男 1998年02月03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王津麒 男 1997年11月2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周杰 男 1998年11月13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赧兴文 男 1998年08月2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许琨昊 男 1999年06月0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周思圆 女 1998年09月0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杨明乾 男 2000年08月15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马俊松 男 1998年12月2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周辉 男 1998年12月23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马浩天 男 1995年12月15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毕正洪 男 1997年02月16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李莉 女 1997年10月01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杨杰 男 1998年02月14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徐菊香 女 1999年07月2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高秀杰 女 1998年10月26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黄楚徽 男 1997年08月1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林骤珊 女 1998年10月0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赵珺漪 女 1998年03月15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黎海岚 女 1996年10月09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刘运铭 男 1999年02月11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王杰 男 1998年10月31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朱绍俊 男 1997年07月1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李浩嘉 男 1999年07月2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杨彪 男 1998年02月1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何承倩 女 1997年01月1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赵容 男 1998年08月04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杨懿 女 1999年08月1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曹敏 男 1997年12月16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杨浩航 男 2000年01月01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王正权 男 1998年12月08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王丽华 女 2000年02月22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高姗 女 2000年06月13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段仕莘 男 1997年09月10日

保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保山 罗骁 男 1998年01月16日

保山机场 生产运行指挥岗 保山 杨天喜 男 1998年11月13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何生 男 1999年12月02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张津瑜 女 1999年02月21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杨明超 男 2000年06月15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何紫菡 女 1998年05月04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张国蕊 女 2000年12月10日

保山机场 信息技术岗 保山 马子贤 男 2000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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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继文 男 1999年01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吴晓佳 女 1998年01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赵宇靖 男 1994年11月1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陈顺宁 男 1995年02月1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朱李强 男 1997年09月2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余天福 男 1999年12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何梦娇 女 1995年10月2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许汉松 男 1997年10月0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李凡 男 1989年10月2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赵立伟 男 1987年11月1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龚云刚 男 1999年09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陆志江 男 1995年10月0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云鑫 男 1996年12月06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陈皇宾 男 2000年01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升彦 男 1992年03月0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朱辉娅 女 1998年06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赵晓斌 男 1992年02月2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阳 男 2000年06月0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沈晓俊 男 1996年09月12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兴瑞 男 2000年06月0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余清净 女 1995年07月3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路金源 男 1990年08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鲁茸安吾 男 1992年12月0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木秀梅 女 1996年11月2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和丽勇 男 1995年11月1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刘锋 男 1987年10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徐军华 男 1990年07月1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志明 男 1992年01月1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王宇珩 男 2000年09月3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李俊贤 男 1995年11月0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常丽 女 1998年10月3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解道全 男 2000年04月0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陶倩 女 1991年04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游碧文 男 2000年04月13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贺占高 男 1988年05月0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鲍祥箭 男 1995年12月28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文渊 男 1995年09月0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航 男 1995年06月11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和麟 男 1996年12月05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孟发伟 男 1996年06月2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陶钰蓉 女 1997年12月1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子剑 男 1992年02月1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张祺琛 男 1996年09月30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易志高 男 1994年10月14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李文俊 男 1998年0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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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杨凤香 女 1997年11月29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董伟明 男 1997年11月27日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信息技术岗 香格里拉 王彦华 男 1988年05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虞梦现 男 1999年04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马敏杰 男 1998年07月0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陈恺昕 女 1998年09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汪茜 女 1999年09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陈鹏皓 男 2000年02月29日

澜沧景迈机场 安全服务岗 澜沧 钱开荟 女 1997年10月2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牛猛 男 2000年09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耿远佳 女 1998年11月1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董小凡 男 1997年04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马成福 男 1999年05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李艳 女 1997年07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管唯辰 女 1997年01月3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高轩 男 1998年07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何汝泽 男 1998年12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廖雨璇 女 1998年09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魏加菊 女 1996年04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陈思宇 男 2000年09月2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徐鹏 男 1999年10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通信导航设备运行维护岗 澜沧 贾啟寅 男 1999年02月05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方镜锟 男 1994年02月1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何东雨 男 1993年12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马金伟 男 1993年05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赵云珠 女 1997年04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刘泽浩 男 1993年0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罗祥雄 男 1989年05月2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杨杰 男 1993年04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雷杰富 男 1995年10月2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尹顾晨 男 1999年08月2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何硕俊 男 1997年06月3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吕阳 男 1997年04月1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陈祥刚 男 1996年06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朱海强 男 1996年10月19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秦仕荣 男 1996年03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字学伟 男 1999年02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蔡龙强 男 1999年05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雷跃林 男 1992年07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王润鑫 男 1997年10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董廷龙 男 1992年04月1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罗兵华 男 1995年09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李刚 男 1994年11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杨瑞卿 男 2000年01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张海东 男 1997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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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张金 男 1996年10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罗志强 男 1996年06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浦同飞 男 1989年12月3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金爽 男 1995年12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何伟 男 1995年01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陆成沈 男 1995年09月07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钱琛 男 1993年01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徐正杰 男 1994年12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温林林 男 1995年01月30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祝金桥 男 1991年10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李军 男 1995年11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马玉清 男 2001年09月22日

澜沧景迈机场 建筑工程岗 澜沧 杨啟翔 男 1999年09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杨明龙 男 1989年10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鑫源 男 1995年11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谢红怡 女 1996年11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杨主 男 1996年11月2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尹昊楠 男 1999年06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扬 男 1996年03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刀建清 男 1992年02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曹龙 男 1999年07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单紫督 男 1998年04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孔繁英 女 1989年11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田茂伟 男 1998年04月0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熊泽灯 女 2000年02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宇韬 男 1998年05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毕苏科 男 1991年11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韩金霖 女 1997年02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永韬 男 1996年08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敏 女 1999年10月2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方旭峰 男 1993年10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永吉 男 1997年11月2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强 男 1993年09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肖蔡雨 男 2001年09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阿建磊 男 1997年04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林文 男 1989年11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杜思琪 女 1998年01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和文静 女 1999年06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新云 男 1999年10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倪海杰 男 2000年03月0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田卿宇 男 1994年03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学英 女 1996年11月1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世能 男 1996年04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艳晶 女 1999年12月1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鲁帅康 男 1999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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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泽宇 男 1995年03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饶谦 男 1999年07月0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润吉 女 1993年04月0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肖舒宁 男 1995年08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魏文彬 男 2000年10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曾华丞 男 1996年04月0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宋文俐 女 1998年01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丹萍 女 1997年06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马润敏 女 1997年11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刘汉信 男 1998年10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徐海兵 男 1998年11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子峰平 男 1989年04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何字 男 2000年05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陶丽东 男 1995年01月1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钱智 男 1995年07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罗觊觎 女 1992年11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琼珍 女 1991年05月0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楠 男 1994年01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白家伦 男 1993年1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韦开海 男 1996年01月2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林晨 男 1995年04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陶俊洋 男 2000年07月1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斯琦 女 1998年1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董绍雨 男 1997年02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肖兴智 男 1994年08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林玉雯 女 1998年01月2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马敏 女 1995年12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杨茜洁 女 1991年10月1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茹钰 女 1996年09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加爱 女 1994年06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旭然 女 1995年01月2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孙鹏 男 1998年04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黄宇 男 2002年02月2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廷昱 女 1998年04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马庆龙 男 1999年10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雲智 男 2000年10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陆庭贤 男 1997年08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永雄 男 1996年08月0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刘耘宏 男 1999年01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杨丽春 女 1991年02月0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董宇豪 男 1991年07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海涛 男 1997年11月2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黄俐安 男 1989年08月2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林志鑫 男 1997年01月06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戈进城 男 199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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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张峻彬 男 1998年07月0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王泰然 男 2000年09月0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王玮 男 1998年11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赵洋 男 1997年12月1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潘怡潇 男 1996年01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周禹君 男 2002年03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孟兴全 男 1997年06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潘超越 男 1996年03月1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周鹏宇 男 1997年03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李佳鹏 男 1998年01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黄伊兰 女 1998年01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陶昱豪 男 1994年12月02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谢秋月 女 1996年09月2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何忆贤 男 1998年02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段生江 男 1999年01月18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罗新 女 1997年03月21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敖涵 男 1995年02月10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周检湘 女 1994年08月1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刀伟华 男 1995年04月19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王成铭 男 1993年12月13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马振邦 男 1997年03月04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陈子优 女 1998年08月17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唐世超 男 1997年08月05日

澜沧景迈机场 配载岗 澜沧 杨芷 女 1990年05月16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陈新梦 女 1998年11月07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杨晟 男 2000年01月09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李仙琴 女 1999年04月28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董必美 女 1997年08月28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辉曼 女 1997年08月07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洪茜 女 1998年08月07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何巧寿 女 1999年03月29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胡锁华 男 1996年01月25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于俊鸿 男 2000年02月17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李加兴 女 1999年06月04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杜耀菻 男 1997年12月01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罗丹平 女 1997年12月19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马凡 男 1999年04月16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石云梅 女 1999年09月19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曹继美 女 2000年09月13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杨晓霞 女 1998年02月17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李珏菱 女 2000年06月10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万容 女 1999年08月10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王思力 女 2000年07月11日

临沧机场 党务岗 临沧 姚杰 女 1999年10月27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奚晓丹 女 1999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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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贵敏 女 2000年10月12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杜金璇 女 1999年03月24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倪兆华 男 1999年02月0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耀俊 女 2000年06月1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赵金涛 女 1999年07月2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丽 女 1998年02月2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蔡敏 女 2000年01月29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庆兰 女 1997年12月1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金艳松 女 1998年08月09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海云 女 2000年03月01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敏 女 1999年12月1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耿德英 女 1998年07月1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王祎然 男 1997年09月2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秀红 女 1997年03月24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龚国礼 女 1997年11月07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彭会楠 女 1997年12月19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胡瑜洋 女 2000年05月21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周慧萍 女 2000年04月07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张春特 男 1997年11月14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段福超 女 1999年04月0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董书敏 男 1999年07月1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谢硬之 男 1997年12月0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刘长平 男 1999年10月2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邱悦 女 1999年12月27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朱啟红 女 1999年10月1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白朝静 女 1996年09月2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祖雄 男 1998年03月1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文明 男 1999年05月2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张艳 女 2001年07月1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劲芹 女 2001年01月2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肖敏 女 1999年01月2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诗昱 女 2000年03月1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黄丽寒 女 1999年10月0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泽翠 女 1999年07月1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冉媛掾 女 1999年08月04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郑冉冉 女 1999年11月0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伟玲 女 1999年06月0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朝翔 男 2000年10月29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文峻 男 1999年08月12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赵丹饮 女 1999年09月1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赵誉然 男 1998年11月2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伟婷 女 2001年01月0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章玥 女 1998年10月3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王君 女 2000年03月24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罗嘉婷 女 199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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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陈雪艳 女 1997年10月2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查艳芬 女 1999年11月3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张曦文 女 1997年07月0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涛 男 1999年02月0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龚从瑀 男 1999年10月03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陶才会 女 1998年01月25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李平发 男 1999年02月2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毕晓霞 女 2000年11月11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何媛媛 女 1997年04月1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邓春艳 女 1999年01月11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周蓉 女 1997年10月20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毕永才 男 2000年04月28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杨钰婷 女 1999年06月22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普诗淳 女 1997年07月16日

临沧机场 文秘岗 临沧 马国兰 女 1999年03月14日

临沧机场 气象预报岗 临沧 丁雅澜 女 1999年10月2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曹年苏 女 1999年02月1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杨栎任 男 1999年12月19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杨绍城 男 1996年10月2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李潞 女 1999年10月0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黄梅 女 1999年09月06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马宏 男 1995年10月0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彭鼎骞 女 2000年05月1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谭俊其 男 1999年01月2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刘奎 男 1998年08月17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吕修琦 男 1999年12月16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陶锦柱 男 1998年12月2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罗凤杨 女 1998年03月22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杨润鸿 女 1999年02月0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杨海军 男 2000年03月2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茶涛 男 1999年07月28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沐悦 女 2000年02月10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蒋竺航 女 1999年12月11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王程 男 1997年11月13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张晨曦 女 1997年04月04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赵江龙 男 1998年04月15日

临沧机场 安全服务岗 临沧 陈靖雄 男 2000年03月13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罗玉蓉 女 1998年10月28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张玉麟 男 1998年05月03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苏呈宇 男 1998年03月21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韩永康 男 1998年08月10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洪立 男 1997年11月24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程焕杰 男 1999年03月30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李宣儒 女 1997年02月24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唐彩霞 女 2000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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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李春映 女 2000年04月01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刘金月 女 1998年12月13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李杰瑜 男 1998年07月29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沈峻宇 男 2000年02月09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尚应萍 女 1998年03月10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黄宇 男 1998年12月2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刘银虹 女 2000年01月0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李天海 男 1996年12月2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罗成秀 女 1999年03月27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于俊洁 女 1999年06月1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杨舜 男 1999年07月0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胡彦鹏 男 2000年03月0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李先鹏 男 1997年11月1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孙祥灵 男 1999年04月1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訾丹 女 1999年06月13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张云强 男 1997年10月03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周泽平 男 1996年08月19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安旭 男 1996年05月10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许阳 女 2000年02月0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宁冬 女 1999年11月26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徐琛琛 女 1996年05月07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字 绍荣 男 1998年04月2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金娜 女 1999年11月28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杨么松 女 1999年05月12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尤忠义 男 1997年09月08日

临沧机场 监察执法岗 临沧 高建七 男 1998年08月0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吴晓红 女 1992年06月1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睿 男 1997年10月1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叶一凡 女 1998年04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杞辉 男 1996年11月2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陈婕 女 1999年01月1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敏 女 1996年09月2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赵晓英 女 1995年03月0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新春 男 2000年01月2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周兰芳 女 1998年08月2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高群岑 女 1998年03月1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游富能· 男 1999年10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念 女 1997年03月0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罗海龙 男 1991年12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华楠 男 1995年07月2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丕耐 女 1998年09月0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刀相宏 男 2000年04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吴晓云 女 1991年07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段月霞 女 1998年08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刘云笙 女 1999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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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高雅卓 女 1999年03月2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胡凤其 男 1993年02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相入 女 1997年01月0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依博 男 1999年06月0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朋 女 1997年11月2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玲玲 女 1999年09月0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玮 女 1999年01月1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徐科明 男 1993年08月1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纪美 女 1998年07月0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国秀 女 1996年10月1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茶慧娟 女 1997年12月1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莫亚杰 男 1991年08月0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尹燕霞 女 1998年01月1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丽花 女 1997年12月0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何媛梅 女 1995年09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余波 女 1996年01月2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关伟 男 1998年11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振陇 男 1991年08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周浩宇 男 1999年02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晨丹然 男 1995年07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周剑 男 1998年10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双双 女 1998年11月2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黎 女 1997年06月1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孙莱 女 1993年03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戴添天 男 1990年08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婷婷 女 1999年02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罗佳琪 女 1998年10月2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荣杰 男 1998年05月1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吴银玲 女 2001年02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朱雨情 女 1997年07月1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崔重阳 男 1996年10月1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钰祺 男 1998年10月3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黄茂 男 1997年04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绍吉 男 1995年10月0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罗丽 女 1996年01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之成 男 1999年12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怀良 男 1992年11月0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俸正祎 女 1987年09月2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熊世明 男 1996年02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尚宰坎 男 1992年04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孙凯 男 1997年08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华铖寅 男 1998年01月2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杜惟亦 女 1994年08月2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国萍 女 1997年04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吴南萍 女 1996年03月12日
第 42 页，共 57 页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钰玮 女 1998年09月0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涛 男 1995年10月1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戴宇彤 女 1991年12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唐永玲 女 1995年01月3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春杰 男 2001年01月1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舒云龙 男 2000年01月0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银娜 女 1997年10月2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凯东 男 1999年03月1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徐海军 男 1989年06月0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窦士奇 男 1996年11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廖静云 男 1999年08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白光锐 男 1998年11月0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明爔 女 2000年04月1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黎 女 1994年08月3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溪 女 1993年11月0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赟 男 1997年07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梁显梅 女 1997年03月2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缘 女 1997年11月2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普原鸿 男 1994年08月0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金连 女 1993年02月2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文雷 男 1996年12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袁姝琪 女 1996年03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洋 男 1994年08月2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霍圆圆 女 1999年09月1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唐飞 男 1993年08月1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段映凡 女 1996年10月0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洁 女 1997年05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段映晶 女 1999年10月1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光洁 女 1997年01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秋涵 女 1995年04月1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郑欢 女 1996年02月0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徐紫依 女 1998年07月1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吴绍斌 男 1996年09月0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罗海生 男 1990年10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廖然梅 女 1998年09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马春莲 女 1996年02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刘敏 女 1998年03月2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邓芸芸 女 1995年10月0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家梅 女 2000年02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钟铭茝 男 1997年06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傅文曦 男 1997年06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唐兴菊 女 1994年08月0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彭露 女 1995年12月2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邓莉荣 女 1993年12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梁红升 男 1998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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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彭方凡 女 1999年07月15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改香 女 1997年04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巴三七 男 1991年05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俸萌萌 女 1994年10月09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肖芸 女 1997年05月02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文涛 男 1996年10月2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段德芳 女 1994年07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建群 女 1995年01月1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韩秋梅 女 1994年04月17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华智 男 1989年04月1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林志宏 男 1995年07月1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杨生蛟 男 1991年09月20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李祥红 女 1998年10月2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杭书凡 男 1996年06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鹏 男 1999年05月14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高一铭 女 1995年10月1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绍贤 女 1999年11月28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白正忠 男 1998年07月06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张名军 男 1990年11月23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王飞龙 男 1998年07月21日

临沧机场 值机岗 临沧 曹成安 男 2000年01月31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王明琴 女 1995年01月02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沈保娜 女 1999年09月13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邹学粉 女 2000年08月12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桂海露 女 1996年12月15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崔进文 女 1999年09月03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年雪 女 1999年07月21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刘雨梦 女 2000年05月24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肖泊宏 男 1997年06月02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赵春艳 女 1999年01月13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朱兴桥 男 1998年12月07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肖贤丽 女 2000年02月05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吴存玉 女 1998年11月13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缪云旭 男 1999年06月13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李丹 女 2000年05月18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李晨瑜 女 1997年02月20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孙誉菡 男 1999年07月21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王志祥 男 1996年01月11日

昭通机场 党务岗 昭通 耿怀琼 女 2000年01月31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李长飞 男 1999年11月05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陶鸿宝 男 1998年09月12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严飘 女 2000年09月16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杨艳会 女 1999年08月20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王瀚玉 女 1999年10月16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姜丹 女 2000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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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付弘运 男 1998年09月05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邓如艺 女 1998年06月08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罗宇昕 女 1998年10月13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杨轲涵 女 2000年01月11日

昭通机场 机场场务岗 昭通 唐富超 男 1998年01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应川 男 1997年07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钟雨静 女 1999年08月26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杨品律 女 1997年08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钟国君 男 1991年10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沈万国 男 1999年08月05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杨晓琳 女 1999年07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保如美 女 1998年01月05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潘玥 女 1999年11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姝彤 女 1997年12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徐勤娟 女 1997年11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陈高鸿 女 1996年12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杨梓蕙 女 1997年01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孔召娅 女 1997年12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卫冉 女 1995年10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崔玉琼 女 1996年09月19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俊毅 男 1992年04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琴 女 1997年02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何金军 男 1997年03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黄美莲 女 1998年09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家宣 男 1998年11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熊贵兰 女 1996年08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许三铃 女 1996年10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宁 男 1997年12月22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易波 男 1990年09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张红云 女 1996年12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杨泽凤 女 1999年05月15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李梦莎 女 1994年02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鲁新雪 女 1998年03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王丽莎 女 1996年01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何永祺 女 1997年11月26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字宏艳 女 1998年10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和肖玉 女 1995年03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财务岗 沧源 农丽 女 1998年03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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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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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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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杨静 女 1996年08月2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吴永章 男 1992年11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王先强 男 1995年11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白洋 男 1996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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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王鹏 男 2000年03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张越 男 1994年09月2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廖超 男 1988年07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天晨 男 1997年11月2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许金碑 男 1994年11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元浩 男 1995年11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杨希杰 男 1995年03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付庭标 男 1996年01月0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建成 男 1989年09月2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文鹏 男 1997年02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黎建山 男 1994年11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赵伟周 男 1998年02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家吉 男 2000年03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靖 男 1998年07月1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罗剑阳 女 1997年11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冉丽诗 女 1989年12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施江艳 女 1997年10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梁琪 男 1997年11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母超凡 男 1993年04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赵敬雄 男 1992年01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王亚楠 男 1996年11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建筑工程岗 沧源 李若根 男 1995年07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郑杰思 男 1996年10月2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王世伟 男 1997年06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许彭云 男 1991年11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李发泽 男 2001年12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赵东强 男 1998年06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吕先杨 男 1996年03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李国强 男 1999年10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秦典 男 1990年02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李冬 男 1988年01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罗智 男 1998年05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李云菲 女 1996年11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徐敏 男 1998年08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田池 男 1992年11月08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卢仙飞 男 1996年07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董能涛 男 1999年05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刘萧 男 1997年05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李忠玉 男 1996年09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和银亮 男 1992年01月0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毕海 男 1996年12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徐自卫 男 1991年10月2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王梓铭 男 2002年05月25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张建能 男 2000年01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助航灯光保障岗 沧源 唐言琦 男 1997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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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唐德雨 女 1999年10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徐常鑫 男 1991年11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欧阳兆龙 男 1993年01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朱红锦 女 1999年10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马红兵 男 1993年02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陈新 男 1995年09月0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费永翔 男 1994年11月1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段映蕊 女 1999年10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梅新婷 女 1997年03月18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卫小龙 男 1998年12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毛振钰 男 1993年07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陈杭 男 1991年12月04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王林凯 男 1997年03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刘威 男 2000年06月2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董思杰 男 1996年09月16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唐敏 女 1994年10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布坚涛 男 1999年02月1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佳峻 男 1996年06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杨仕美 女 1995年03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杨学家 男 1992年08月0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娓娓 女 1999年10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田智林 男 1996年12月02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茶建祖 男 1992年11月2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思澈 男 1992年09月1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镇男 男 1996年11月2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王松 男 1998年11月1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敏 女 1998年09月1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刘宇 男 1996年06月01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陈仕田 男 1987年09月05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卫强 男 1998年12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宝莹 女 1999年10月1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尹仙 女 1993年08月03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田吉庆 男 1994年08月30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露 男 1994年11月27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樊 男 1993年03月2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吴俊波 男 1988年11月19日

沧源佤山机场 值机岗 沧源 李永思 男 1994年08月05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陆文杰 男 1989年11月0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尹显月 女 1997年07月0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蔡瀚 男 1993年11月0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赵欣源 女 2000年01月02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王江 男 1994年07月0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毛赟飞 男 1998年02月1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王钢 男 1995年06月0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茶永能 男 1996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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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国辉 男 1995年10月0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陈聪 男 1989年05月25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夏凤瑞 男 1998年11月16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尹宇 男 1995年05月2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吴鹏飞 男 1999年09月2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叶秀兵 男 1990年01月1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赵海茗 男 1997年06月1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余慧玲 女 1998年12月1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马靖南 男 1995年11月26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王建安 男 1997年11月02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张敏博 男 1992年09月18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陈加志 男 1997年02月2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高明助 男 1996年12月0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陈志才 男 1995年10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韦建锁 男 1993年11月2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济民 男 1997年06月1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杨奇 男 1996年08月1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成俊 男 1996年10月15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金瑞鹏 男 1998年03月0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林珊 女 1994年01月2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徐守桐 男 1998年05月02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王思敏 女 1999年11月08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管洪满 男 1991年12月16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杨莲富 男 1999年02月15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紫钰 女 1997年12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世成 男 1993年08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马勋蕉 男 1991年07月1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杨刚 男 1991年04月1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尹雄昆 男 1992年12月2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蔡绎兴 男 1997年11月2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金志伟 男 1997年08月0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高转友 男 1993年09月2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赖晓平 男 1996年12月2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航 男 1994年08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晏秦 男 1995年10月0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余钺 男 1996年11月1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杨文洁 男 1997年08月1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和舒 男 1997年02月0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岩再嫩 男 1998年11月0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谭姗姗 女 1996年08月08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王锐 男 1999年03月2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建秋 男 1996年09月2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时许馨 女 1997年04月0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达海宾 男 1997年06月1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罗兴博 男 1995年09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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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钱富钊 男 1997年07月26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向德福 男 1994年04月1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甘醴 男 1993年01月30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饶林 男 1996年08月1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马浩 男 1996年10月21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施志雄 男 1996年07月2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晓东 男 1994年11月28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周建国 男 1996年03月06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辉 男 1996年11月2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飞 男 1997年11月1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申欢 男 1991年12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裕琳 女 1995年06月2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孔维扬 男 1998年05月29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陈雁 男 1996年12月17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张强 男 1995年11月03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李程 男 1997年03月12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叶桢 女 1996年12月04日

普洱思茅机场 建筑工程岗 普洱 高自宽 男 1988年02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简茂会 女 1997年04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林珊媛 女 1999年05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杨永固 男 1999年09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孔心茹 女 1999年10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姜万富 男 1999年02月1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杨可新 女 1999年05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杨鑫润 女 1999年0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崔同俊 男 1998年01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张钰 女 1999年06月0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邵倩 女 1999年10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仇晓喻 女 1999年06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路巧英 女 1999年02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余文涛 男 1998年03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刘玥 女 2000年02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何春露 女 2000年03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张雅丽 女 1997年11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王紫叶 女 1999年09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闫丽丹 女 1999年09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杨雪梅 女 1998年08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何琪 女 1999年04月1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冉 女 1999年11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艳萍 女 1997年11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兴玲 女 1998年11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付青佳 女 1995年08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黄华 女 1999年09月0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朱绍雷 男 1999年04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珏 女 1997年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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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赵婷 女 1999年08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徐阳 女 1998年08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周洪娜 女 1996年09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黄健源 女 1999年03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王云 女 1999年03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夏科 男 1999年11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兰鑫 男 1999年10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马梦洁 女 2000年08月3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张沛琪 女 1998年08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董书修 女 1999年08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赵泽秀 女 1998年06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晶 女 1998年12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靳薇 女 1999年10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刘上攀 男 1999年03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张潇予 女 1998年11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李皓玥 女 1999年10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文秘岗 腾冲 郑婷 女 2000年0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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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腾冲 杨纯璋 男 1998年0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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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腾冲 张春厚 男 1998年08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潇彬 女 2000年04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朱忆 女 1999年08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邓欣 女 1998年12月3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何洪蝶 女 1998年09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牙国龙 男 1998年01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明兴锐 男 1998年08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奚杨 男 2000年04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尹季梅 女 1993年11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廖啟靳 男 1996年12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尹以艳 女 1998年06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晏子胤 男 1998年09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卢国玲 女 1998年11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永梅 女 1998年12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尹杰 女 1998年09月1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致涵 男 1999年11月2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黄应乾 男 1998年03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继林 男 1999年06月1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简钰倩 女 2000年10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阮云燕 女 1999年02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赵晓程 男 1996年11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褚鑫媛 女 1999年09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张颢锦 女 1999年04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明洁 女 1998年07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解慧欢 女 1998年08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黄学龙 男 1999年06月2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邓帅 男 1999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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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杨夏茗 女 1998年07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和秦柯鑫 女 1999年06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常国阳 男 1998年02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段瑞镇 男 1999年04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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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机岗 腾冲 张定楠 男 1999年02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杨凤 女 1998年12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张子萍 女 1998年10月0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杨云举 男 1996年03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段智杰 男 1997年01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段含 女 1999年12月2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袁露 女 1999年11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琦 女 1998年03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尹可龙 男 1999年02月04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昂骄 女 1999年03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耿浩 男 1998年12月1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文笛烨 女 1998年12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王兴涛 男 1998年10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陈婷婷 女 2000年07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苏应雨 女 1997年07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阙玉华 女 1997年09月20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马杭 男 1998年05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谢思琪 女 2001年03月0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张润 女 1998年03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尹如苍 男 1998年10月1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蓉茜 女 1999年11月0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谢峰 女 1999年10月1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周学蓉 女 1998年12月1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赵仕云 男 1999年07月16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邹浩男 女 1999年10月1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成才 男 1998年03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闫嵃 男 1998年09月29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杨佳 女 1999年11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曾泰宁 男 1996年06月2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杨明原 女 2000年12月0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怡 女 2000年07月21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南雪 女 1997年04月02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育华 女 1998年08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张利阔 男 1997年06月23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何悦 女 1998年07月2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李泽连 男 1997年02月28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曾莉媛 女 2000年01月05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陈朝雪 女 1999年03月07日

云南腾冲驼峰机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值机岗 腾冲 曹忠纯 女 1997年02月10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务维修岗 文山 陶永强 男 1998年06月17日
第 51 页，共 57 页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务维修岗 文山 吉翔 男 1998年02月05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务维修岗 文山 毛元卿 男 1997年02月21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务维修岗 文山 胡帅 男 1999年01月20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务维修岗 文山 张琪麟 男 1998年06月09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尹璋莹 女 2000年01月01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张丽 女 1999年08月27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字天灿 女 1997年07月07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温照美 女 1997年08月03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杨勤珍 女 2000年01月08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苏全艳 女 1998年11月04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代元琴 女 1998年08月08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冉靖 男 1999年03月04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李琪琪 女 1997年03月13日

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管理岗 文山 黄冬芸 女 1997年10月2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浩瑄 男 1999年07月1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周颖 女 1997年07月3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钱娜 女 1998年09月1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妍君 女 1993年11月1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丁爽 女 1998年11月0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雪霏 女 2000年01月1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赵文娟 女 1999年03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沈蓉 女 1998年10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婕 女 1996年01月1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肖子健 男 1999年07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角宇 女 2000年01月1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唐正雪 女 1998年01月2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子铭 男 1998年02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强伯 男 1997年04月1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杨诗垚 女 2000年09月2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林森 男 1997年07月0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侯坤志 女 1996年01月3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孙春艳 女 1999年11月1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纳天歌 男 1998年08月0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邢旭伟 男 1997年06月1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梦露 女 1998年06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桂雨婷 女 1995年05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朱彦瑾 女 1998年10月0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兰娅菲 女 1998年08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鲁钰 女 1998年12月0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普敏 女 2000年04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姝其 女 1999年04月1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子郦 女 2000年03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阳彬 男 1997年12月1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杨佳 女 1997年11月1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金子斌 男 1998年11月05日
第 52 页，共 57 页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林肸冰 女 2000年09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唐可仙 女 1999年11月3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冉若男 女 1998年06月1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范吕萍 女 1998年10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天玉 男 1997年02月1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施鑫峣 男 1998年08月1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袁梦 女 1999年12月2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石新月 女 1998年09月1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何翠 女 1999年02月1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邱镜璇 女 2000年04月2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瑞玲 女 2000年03月2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廖俊凯 男 1996年07月1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镕钦 男 1998年10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思浇 女 1999年09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金叶 女 1999年12月2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资雯 女 1999年09月1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胜锲 女 1998年09月0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肖俞婷 女 1999年04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杨姝怡 女 1997年08月2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丽娟 女 1998年11月2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奉琦然 女 1998年12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恒 男 1999年10月1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梓瑜 女 1997年09月2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安春秀 女 1996年07月2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增鸿 女 1998年08月0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俊松 男 1998年11月0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木云莉 女 1994年08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曹清园 女 1998年12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吴雨 女 1998年10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碟 女 1997年09月2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佳 女 1999年07月0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段昕妤 女 2000年11月0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邹树璠 女 1999年11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晗 女 1996年01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干龙 男 1998年04月2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冯裕静 女 2000年12月2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琳玲 女 1997年12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杨清清 女 1999年05月1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汪倩如 女 2000年05月2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范俊波 男 1998年11月1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肆法 男 1998年07月0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孙文波 男 1998年10月2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正孝 男 1992年12月2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秋 女 1998年12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雨霆 女 1997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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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昕婷 女 1996年08月2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俊珠 女 1995年08月2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罗晓倩 女 1998年06月1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钰婷 女 2000年12月0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明卓 男 1997年02月2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浦雪 女 2000年08月0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钱娟 女 1999年07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姚兴全 男 1996年08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敏 女 2000年09月1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天文 男 1999年02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艺璇 女 1999年11月1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唐甜 女 1999年03月0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发金 男 1999年10月0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文 女 1999年12月2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丁彰泽 男 1999年08月0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纳耀仟 男 2000年03月2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茶羽翎 女 2000年02月0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潘飞宇 女 2000年05月3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梁亚婷 女 1999年09月0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苏和 女 2000年01月0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王珺予 女 1998年10月17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子腾 男 1997年10月0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吴昊 男 1998年07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悦 女 2000年06月2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付嘉敏 女 1999年02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黄琴芳 女 1998年01月2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杨文剑 男 1996年08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陈蝶 女 1998年10月2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武俊杰 男 1998年09月1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思宇 女 1995年09月2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梁蕊彩 女 1995年10月0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尚虹艳 女 2000年06月1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欣怡 女 1999年07月2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舒婷 女 1994年07月11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黄亚涵 女 1999年03月1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彭蕾 女 1993年08月1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赵艺萱 女 1996年05月1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玥 女 1999年11月1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能颖玲 女 1998年11月1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张福蓉 女 1997年11月2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奚倩 女 1998年09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许凡 女 1998年05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晓黎 女 1999年12月08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周许诗语 女 1998年05月2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李昊然 男 199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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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费寒 女 1999年12月1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白德沙 男 1997年06月2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邹加宽 男 1998年01月1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何治琴 女 1998年03月03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邹蕾 女 1998年08月09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闫尔涛 女 1996年10月02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马慧明子 女 1998年01月04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于涵 女 1995年07月16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刘红彬 男 1998年10月25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耿欢 女 2000年04月20日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管培生 昆明 夏晞 女 1996年11月0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1 丽江 杨潇 女 1999年08月0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1 丽江 赵华贵 男 1997年08月2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马家柚 女 1998年08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王海旋 男 2000年08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杨璐 女 1999年01月1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彭安金 男 2002年04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张慧辰 男 1998年08月0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陈志华 男 2000年04月1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许文静 女 1998年10月2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杨云 男 1998年11月1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岗2 丽江 和金秋 女 1997年08月2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王舒娴 女 2000年02月2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黄建利 女 1999年08月2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润杰 男 1999年11月2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魏靖怡 女 1999年09月1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王正鹏 男 1996年06月2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迟宽念 女 1999年02月1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常纬 女 1997年06月1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立芬 女 1996年10月0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冬 男 1999年12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赵立鸿 女 2000年09月1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和凤仙 女 1997年09月2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兴健 男 1999年01月2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周弘敏 女 2000年06月1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毛四梅 女 1999年07月1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邓义富 男 1998年10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张帅 男 2000年10月1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萌 女 1998年10月1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肖迎春 女 1999年02月1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金艳 女 1998年04月0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安鑫 男 1997年09月0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冯丹 女 1999年01月0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雪娇 女 1997年01月0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吕瑞娜 女 1998年0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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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自银 女 1998年09月0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常玉冬 女 1999年08月1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赵树 女 1999年05月2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马映芬 女 1995年08月2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龚文庭 女 1998年03月1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林清清 女 1998年11月2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单维彬 男 1998年12月2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王学珍 女 1998年11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卢欢 女 1999年02月1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彬 女 1999年04月0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梅杰 男 1998年08月0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吴耀芳 女 1998年10月2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陈雨虹 女 1999年09月2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和伶俐 女 1999年08月2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黄传波 男 1998年03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吴浩然 女 1999年01月2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向雯 女 1999年09月1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培滨 女 2000年07月2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马淑香 女 1997年12月0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丹 女 1998年01月0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张海燕 女 1999年11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严潇 女 1997年11月2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汪灿会 女 1999年02月0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冯文瑜 女 1999年06月2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周嘉玲 女 1999年06月1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郑金梅 女 1998年04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谷露 女 1999年01月2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伟兰 女 1998年03月0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冯巧君 女 1998年08月3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左欣琳 女 1998年02月0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左张丽 女 1999年02月0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俊辰 男 1999年03月1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鸿健 男 1999年06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孙小超 女 1999年12月2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晨 女 1998年11月2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刘锦源 女 1999年07月0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子豪 男 1998年12月2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媛媛 女 1999年03月1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陈伦 女 1999年11月2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余贤臣 男 1997年10月0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濮杏梅 女 1999年12月2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王雨 女 1999年04月1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文香 女 1999年09月04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沈雪儿 女 1998年12月2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何春娴 女 1998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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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王影桐 女 1998年10月1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邵永欠 女 1999年06月0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张潇雪 女 2000年02月2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曹玖荣 女 1998年01月1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素云 女 1999年11月1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普加萍 女 1998年07月25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饶梦芸 女 1997年11月10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立威 男 1997年09月1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娇 女 1998年01月0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毛志琴 女 1999年03月28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毕虹霞 女 1999年07月07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张玲文 女 1997年10月06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毛汇雯 女 1999年10月1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屈在浩 男 1997年09月23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梅 女 1998年01月22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杨鑫宁 女 1998年06月11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刘玉霞 女 1998年09月09日

丽江民航蓝天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岗 丽江 李福琴 女 2000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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