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审计系统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名单（第一批）

序号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拟录用职位 招录单位

1 唐伟杰 男 113991908614 硕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审计局

2 刘璐 女 113991910102 大学本科 长春理工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审计局

3 李博闻 男 113982705516 硕士研究生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审计局

4 邵宇瑶 女 113030301017 大学本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审计局

5 王友志 男 113992000120 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审计局

6 刘茜 女 113030400803 大学本科 华东师范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审计局

7 吴运生 男 113992006130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审计局

8 丁玲琪 女 113030402822 大学本科 江南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审计局

9 周星宇 女 113040303721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 审计 玉溪市审计局

10 徐婷 女 113040302325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审计 玉溪市审计局

11 张誉警 女 113080101020 硕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 审计 普洱市审计局

12 高晓菲 女 113230402515 大学本科 西南民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审计局

13 普祎筠 女 113090600325 大学本科 西南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审计局

14 黄瀚瑶 女 113050201611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审计局

15 李霞 女 113340301123 大学本科 南昌工学院 审计 迪庆藏族自治州审计局

16 杨桐 男 113992004814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审计 昆明市东川区审计局

17 杨恒 女 113992002913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昆明市富民县审计局

18 刘爽 男 113080104710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安宁市审计局

19 洪源斯婕 女 113992003309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审计 昆明市安宁市审计局

20 田雨 女 113030401624 大学本科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 曲靖市麒麟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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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刁元 男 113030403421 大学本科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审计 曲靖市沾益区审计局

22 杨函 女 113030401020 大学本科 天津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沾益区审计局

23 虎枭 男 113030400118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 审计 曲靖市师宗县审计局

24 朱韦玮 男 113040303021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师宗县审计局

25 王子玮 男 113030400902 大学本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审计 曲靖市陆良县审计局

26 周莹 女 113030402209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陆良县审计局

27 段欣怡 女 113030403903 大学本科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审计 曲靖市师宗县审计局

28 董燚 女 113030403924 大学本科 西南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师宗县审计局

29 丁汝江 男 113992109617 大学本科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 曲靖市会泽县审计局

30 杨博 男 113030401010 大学本科 山东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宣威市审计局

31 王苏梅 女 113992107302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曲靖市宣威市审计局

32 谷丹妮 女 113992004604 大学本科 上海商学院 审计 保山市施甸县审计局

33 马怡清 女 113061400311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审计 昭通市永善县审计局

34 马俊峰 男 113061403928 大学本科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 昭通市彝良县审计局

35 吴灿 男 113061403418 大学本科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审计 昭通市威信县审计局

36 史竣良 男 113070102330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审计 丽江市古城区审计局

37 谭兆虹 女 113070102514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丽江市古城区审计局

38 和斌 男 113293302213 大学本科 云南农业大学 审计 丽江市古城区审计局

39 刘梦楠 男 113992001911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审计 丽江市永胜县审计局

40 杨晓钰 女 113070104125 大学本科 上海政法学院 审计 丽江市永胜县审计局

41 杨琳娜 女 113080101405 大学本科 红河学院 审计 普洱市思茅区审计局

42 李珊迪 女 113080101906 大学本科 西安翻译学院 审计 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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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杜飞 男 113040300520 大学本科 温州大学 审计 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审计局

44 杨倩云 女 113080103928 大学本科 青岛理工大学 审计 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审计局

45 娄昕 男 113992001226 大学本科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审计 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审计局

46 杜鹃霞 女 113080102605 大学本科 红河学院 审计 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审计局

47 谢松霖 男 113080102102 大学本科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审计 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审计局

48 黄玮莹 女 113090602506 大学本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审计 临沧市临翔区审计局

49 高煊涵 男 113030300211 大学本科 西南林业大学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审计局

50 普晨 女 113040304817 大学本科 北方民族大学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审计局

51 李茜雯 女 113250104501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审计局

52 吉旭冉 女 113992004330 大学本科 安徽师范大学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审计局

53 潘姝颖 女 113040300417 大学本科 西安工业大学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审计局

54 陶醉 女 113992002429 大学本科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审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审计局

55 杨巧莲 女 113992109011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审计局

56 杨秋媛 女 113250104627 大学本科 红河学院 审计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审计局

57 张耿西 女 113992110309 硕士研究生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审计局

58 李进涛 男 113992003011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审计局

59 段芸烨 女 113992005815 大学本科 北京工业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审计局

60 杨易东 女 113293302815 大学本科 安徽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审计局

61 苏泽华 女 113293301323 大学本科 中国政法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审计局

62 王钰婕 女 113992001506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审计局

63 杨小虎 男 113293300511 大学本科 昆明学院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审计局

64 刘冬颖 女 113293300219 大学本科 安徽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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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继星 女 113992006324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审计局

66 唐扬 男 113230404726 大学本科 湖北经济学院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审计局

67 和慧芳 女 113070100507 大学本科 内蒙古财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审计局

68 朱颖 女 113992004310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审计局

69 赵颖 女 113293304027 大学本科 云南财经大学 审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审计局

70 吴明 男 113050209914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审计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审计局

71 段爱萍 女 113310402908 大学本科 曲靖师范学院 审计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审计局

72 王江艳 女 113992005105 大学本科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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