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卢高燕 本科 工程师 2008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3 30 否

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李垚 硕士 工程师 2010年8月 高级工程师 10 18 否

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左佳明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10 27 否

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马建云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9 20 否

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李泓 本科 工程师 2007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3 13 否

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黄翼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11月 高级工程师 7 14 否

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杨晓琳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17 否

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管凌燕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8月 高级工程师 10 19 否

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郭翔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8月 高级工程师 9 24 否

1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黄峰 硕士 工程师 2012年1月 高级工程师 8 25 否

1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吴洋 硕士 工程师 2011年8月 高级工程师 9 22 否

1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李世雄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1月 高级工程师 8 14 否

1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周锐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8月 高级工程师 9 21 否

1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公司 郝萍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1月 高级工程师 8 23 否

1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公司 张正忠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8月 高级工程师 10 22 否

1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李素英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8月 高级工程师 10 19 否

1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薛勇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2月 高级工程师 9 21 否

1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分公司 王金柱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9月 高级工程师 10 27 否

1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公司 李东林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9月 高级工程师 8 17 否

2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百事通信息分

公司
陈明志 硕士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23 否

2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百事通信息分

公司
李睿剑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15 否

2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 吴瑛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3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7 19 否

2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 肖旭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1年9月 高级工程师 8 21 否

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 赵凡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0年7月 高级工程师 10 21 否

2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公司 张云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0 22 否

2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 于坚 工程硕士 工程师 2007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3 24 否

2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 番能胜 本科 工程师 2007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3 26 否

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 岳元新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9 26 否

2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 郭碧波 硕士 工程师 2011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9 18 否

3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 李鑫焱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9月 高级工程师 8 26 否

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杨晶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9 14 否

3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何正安 专科 工程师 2014年1月 高级工程师 6 34 否

3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张进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27 否

3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龙承周 研究生 工程师 2010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9 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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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肖磊 研究生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4 20 否

3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陈晖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18 否

3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布云波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11月 高级工程师 9 25 否

3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江德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9 18 否

3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杨国鹏 本科 工程师 2010年6月 高级工程师 10 17 否

4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云南有限公司 蓝珊 本科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21 21 否

4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云南有限公司 李翔明 硕士研究生 工程师 2015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5 6 否

4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云南有限公司 马秋蓉 本科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4 18 否

4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云南有限公司 聂道华 硕士研究生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9 否

4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云南有限公司 沈明华 本科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4 20 否

4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薛劲林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08年8月 高级工程师 12 20 否

4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高剑霞 研究生 工程师 2008年3月 高级工程师 12 19 否

4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黄毓 硕士 工程师 2006年6月 高级工程师 14 20 否

48 云南联通新通信有限公司 王德林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0年5月 高级工程师 10 17 否

49 云南联通新通信有限公司 李继梅 硕士 工程师 2011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8 26 否

50 云南联通新通信有限公司 王骏宇 大学本科 工程师 2013年11月 高级工程师 6 20 否

51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 孙静 本科 工程师 2015年1月 高级工程师 5 17 否

52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 杨海华 硕士研究生 工程师 2014年11月 高级工程师 5 22 否

53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分公司 高康 本科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6 17 否

54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怒江分公司 张运瑶 本科 工程师 2015年1月 高级工程师 5 14 否

55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玉溪分公司 靳松 本科 工程师 2013年1月 高级工程师 7 27 否

56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周莲菊 本科 工程师 2003年2月 高级工程师 17 28 否

57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钱文 本科 工程师 2012年1月 高级工程师 8 16 否

58
云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设计分公司
杨秀琴 硕士 工程师 2016年5月 高级工程师 4 10 否

59
云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设计分公司
曹庆 本科 工程师 2014年6月 高级工程师 6 20 否

60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桂彬 本科 工程师 2006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4 22 否

61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山 本科 工程师 2011年1月 高级工程师 9 23 否

62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苏昌 本科 工程师 2008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2 22 否

63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周正明 本科 工程师 2014年1月 高级工程师 6 17 否

64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付建波 本科 工程师 2008年1月 高级工程师 12 23 否

65 云南奋进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姜冲 研究生 工程师 2010年9月 高级工程师 9 20 否

6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刘红 大专 工程师 2006年10月 高级工程师 13 32 否

6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王誉刚 本科 工程师 2014年3月 高级工程师 6 39 否

68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李鹏举 硕士 工程师 2005年12月 高级工程师 14 2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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