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学校 学历 拟录用单位 职位代码

黄乐虎 男 中国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办公室 25301002

蒋大龙 男 中央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办公室 25301001

王芳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组织部 25301003

张晶燕 女 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组织部 25301003

王毅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政策研究室 25301004

宋杨 女 复旦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政策研究室 25301005

伏建宁 男 西安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5301008

徐智超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5301009

刘琪 男 东北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5301014

李柯瑶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5301015

徐明珠 女 云南民族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公安局 25301016

罗佳丽 女 云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公安局 25301016

陶欢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财政局 25301011

秦一峰 男 武汉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5301012

张晓笛 女 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5301013

王宣懿 女 湖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5301013

李红蕊 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林业草原局 25301020

闵思贤 女 同济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水务局 25301019

王骁 男 中央财经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市审计局 25301029

李耀敏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审计局 25301028

张悦 女 东南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市审计局 25301027

刘成龙 男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研究生 昆明市大健康发展管理办公室 25301021

袁巍丹 女 四川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市大健康发展管理办公室 25301022

顾云 女 中国人民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25301026

和周明 男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25301023

周子宁 男 重庆大学 大学本科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25301024

杨国宏 男 复旦大学 大学本科 五华区纪委监委 35301003

女 四川大学 大学本科 五华区委办公室 35301003

吴映凤 女 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 五华区委组织部 35301001

陈路 女 重庆大学 硕士研究生 五华区委组织部 35301001

高敏 女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五华区政府办公室 35301005

袁方洲 女 中南大学 大学本科 盘龙区纪委监委 35301006

倪莎莎 女 厦门大学 硕士研究生 盘龙区委办公室 353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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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星 男 上海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 盘龙区委组织部 35301007

严璟 女 中山大学 大学本科 盘龙区委社工委 35301003

申英畅 男 中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纪委监委 35301010

皇甫子玥 女 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纪委监委 35301011

张庭源 男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委办公室 35301008

马雅心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学本科 官渡区委办公室 35301009

康捷 女 中央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委组织部 35301009

冉钢 男 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委组织部 35301008

唐文超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政府办公室 35301010

王巍瑾 女 湖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官渡区政府办公室 35301011

王星懿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学本科 官渡区财政局 35301002

余蓉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西山区发改局 35301002

杨文钊 男 中国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西山区农业农村局 35301004

牟玉鹏 男 中南大学 大学本科 东川区委组织部 35301001

王昆 男 电子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呈贡区委办公室 35301012

董恒 男 同济大学 硕士研究生 呈贡区委组织部 35301013

杨沛壤 男 山东大学 大学本科 呈贡区科工信局 35301015

余维涛 男 南开大学 大学本科 呈贡区财政局 35301014

陈曦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安宁市委编办 35301017

赵映 男 兰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安宁市委编办 35301016

彭小燕 女 四川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安宁市工科信局 35301018

杨江淑 女 厦门大学 大学本科 安宁市审计局 35301021

罗倩 女 中国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晋宁区委办公室 35301019

彭绍航 男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晋宁区政府办公室 35301020

李金凤 女 上海财经大学 大学本科 晋宁区审计局 35301022

章雨馨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富民县委办公室 35301002

何璨 男 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 富民县委组织部 35301004

孔顺丽 女 重庆大学 硕士研究生 宜良县委办公室 35301001

昂飏 女 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本科 宜良县委组织部 35301001

王白鹭 女 北京理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 石林县委组织部 35301001

杨晓枭 男 中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嵩明县委办公室 35301001

华洁莹 女 电子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嵩明县委组织部 35301001

杜娅丽怡 女 四川大学 大学本科 禄劝县委办公室 35301001

汪紫蓉 女 武汉大学 大学本科 寻甸县委组织部 353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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