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法院系统  2019 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

省公务员局《云南省 2019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等规定，经过笔

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程序，拟录用 陈芳雨 等 39 位同志到昆明

市法院系统工作，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23 日）。公示期

内如有异议，请向  中共昆明市纪委驻市中级人民法院纪律检查组       

（联系电话：0871-64096229）反映。 

拟录用人员名单： 

序

号 
录用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拟录用人

员姓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所在工作单位或毕业院校 

1 安宁市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013001 陈芳雨 女 253016200230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2 富民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25001 邓丹琳 女 253010400428 大学本科 苏州大学 

3 富民县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025002 鲁楠 女 253010401610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4001 杨鸿尧 男 253010404312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5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4001 张冬阳 男 253010405701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6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4002 何莹 女 253010403108 大学本科 华侨大学 

7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4002 钟笑雨 女 253010400503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 

8 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5001 马习锦 男 253010401729 大学本科 西南林业大学 

9 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5002 赵娟 女 253010409929 大学本科 曲靖师范学院 

10 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5002 李琅 女 253010409626 大学本科 北京联合大学 

11 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045003 杨蕾冰 女 253010400504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12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6001 李庞江 男 253010404403 硕士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 

13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6002 周芮 女 253010407008 硕士研究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4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1 田野 男 253010401503 硕士研究生 华东政法大学 

15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1 朱迪 男 253010404529 硕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 

16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1 侯轩鹏 男 253010401414 硕士研究生 昆明理工大学 



 

17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2 施小垚 女 253010409505 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 

18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2 何燕宇 女 253010403106 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 

19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7002 代芷菁 女 253010409128 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20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047003 周蕾 女 253010403407 大学本科 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21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8001 普韵 女 253010403216 硕士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 

22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8002 陈南松 男 253010405404 硕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3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8002 杨安森 男 253010400625 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 

24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8003 杨阳 男 253010404508 硕士研究生 云南民族大学 

25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9001 江云 男 253010404708 硕士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 

26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9001 宋桓宇 男 253010405028 硕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 

27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9002 王玺君 女 253010408809 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 

28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49002 糜梦雪 女 253010407405 硕士研究生 云南民族大学 

29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60001 李志涛 男 253010404426 大学本科 曲靖师范学院 

30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60002 赵婷 女 253010401305 大学本科 西南林业大学 

31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60003 杨荣慧 女 253010404111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32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82001 韩世杰 男 253010400320 大学本科 华东政法大学 

33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82002 高雯靖 女 253010401130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34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82003 李昊 女 253010401028 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 

35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098001 李军伟 男 253010407120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局 

36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098002 唐伟豇 女 253010402218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 

37 宜良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102001 赵升军 男 253010409707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38 宜良县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19903102002 段俊玲 女 253010400205 大学本科 曲靖师范学院 

39 宜良县人民法院 会计岗位 19903102003 左斯琦 女 253010408316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