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安宁市金方街道                         袁继芬家庭 

昆明市晋宁区                                 肖  军家庭 

昆明市宜良县马街镇西边社区西边村民小组       祝金萍家庭 

昭通市大关县上高桥乡团结村                   丁  琪家庭 

曲靖市建宁街道姜家巷社区                     吕红秀家庭 

曲靖市宣威市规划局                           刘  铭家庭 

曲靖市沾益区金成南方家居                     施金花家庭 

曲靖市会泽县东风小学                         刘爱梅家庭 

玉溪市红塔区人武部                           杨庚全家庭 

玉溪市红塔区铭德上居                         高  艳家庭 

玉溪市通海县秀山镇                           马丽波家庭 

保山市人民检察院                             段德荣家庭 

楚雄州楚雄市鹿城镇                           卢正芹家庭 

楚雄市龙江社区                               王丽霞家庭 

楚雄州南华县审计局                           陈丽华家庭 

红河州泸西县午街铺镇普泽村委会菱塘村         张小芝家庭 

红河州开远市中和营镇跃进社区                 陶志南家庭 

文山州砚山县稼依镇补左村                     邓琼岚家庭 

文山州西畴县法斗乡新箐村                     唐登学家庭 



文山州麻栗坡大坪镇新地房村                   张兴美家庭 

普洱市镇沅县人民检察院                       马  婷家庭 

普洱市中共江城县委党校                       白心学家庭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允景洪街道曼外村委会         杨丽娜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国家税务局                   曾艳梅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佛海商业街                   彭宗莲家庭 

大理州大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李家琴家庭 

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作邑村                     赵丕鼎家庭 

大理州上关镇马厂村                           苏万青家庭 

大理州祥云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邹正莲家庭 

德宏州瑞丽市文体广电局                       陈会敏家庭 

德宏州芒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李彩芹家庭 

丽江市丽江云曦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尹云霞家庭 

丽江市永胜县片角镇卜甲村                     周李英家庭 

丽江市云南电网华坪供电有限公司               袁茂康家庭 

怒江州饲草饲料站                             李维彪家庭 

怒江州兰坪县妇联                             胡润芸家庭 

怒江州国家税务局                             查文娟家庭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翁水村                 央  宗家庭 

迪庆州羊拉乡羊拉村                           仁  巴家庭 

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南糯村                     孔广平家庭 



临沧市政协云县委员会                         陶明兰家庭 

临沧市凤庆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杨金保家庭 

云南省工商局                                 王一丁家庭 

云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武荣国家庭 

云南省民政厅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袁朝海家庭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交巡警支队昆曲大队   洪志春家庭 

昭通市消防支队永善县公安消防大队             左全芳家庭 

保山市公安边防支队腾冲边防大队               李宗伟家庭 

普洱市公安边防支队澜沧边防大队               魏  伟家庭 

普洱市公安边防支队孟连边防大队               徐宝雄家庭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街道新河社区              李云丽家庭 

昆明市石林县长湖镇海宜村                  何云兰家庭 

昆明市富民县绿松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史忠存家庭 

昆明市禄劝县团街镇龙海村委会杨家村        李汉章家庭 

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委会下西河村      马国柱家庭 

云南民族村独龙族寨                        董寸莲家庭 

云南康贝儿幼教连锁机构                    胡  怡家庭 

昭通市昭阳区杨家牌坊                      梁崇清家庭 

昭通市盐津县牛寨乡新华村                  杨忠莲家庭 

昭通市大关县文化馆                        常绍慧家庭 

昭通市永善县茂林镇甘杉村                  谭德才家庭 

昭通市中医院                              朱鸿梅家庭 

昭通市镇雄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艾祖德家庭 

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                      郭  贵家庭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磨嘎村                  杨水花家庭 

曲靖市罗平县钟山乡舍克村                  朱金祥家庭 

曲靖市会泽县迤车镇索桥社区                曹关伟家庭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落水村                  夏元惠家庭 

曲靖师范学院环东家园                      李明富家庭 



曲靖市宣威市振兴街北段时代天骄小区         陈  琳家庭 

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迤更者村委会迤更者村   李敏华家庭 

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小寨村                   季秀珍家庭 

曲靖市师宗县丹凤街道古城社区               赵思源家庭 

曲靖市陆良县召夸镇召夸居委会冷水沟村       徐关乔家庭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贾井社区               李玲芬家庭 

玉溪市易门县铜厂乡股水村委会米茂村         周美英家庭 

玉溪市峨山县                               毕晓琳家庭 

玉溪市元江县羊街乡垤霞村委会妇联           龙来义家庭 

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                         赵红梅家庭 

保山市隆阳区                               姬仁礼家庭 

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                         熊启远家庭 

保山市隆阳区瓦窑镇横山村                   王忠林家庭 

保山市施甸县太平镇地理村                   董国凤家庭 

保山市龙陵县第一中学                       杨立先家庭 

保山市湾甸乡下甸村相山村                   普耗菊家庭 

楚雄州双柏县文联                           苏轼冰家庭 

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飒马场村委会水箐村       张洪琼家庭 

楚雄州武定县                               邵诚梅家庭 

楚雄州元谋县物茂乡虎溪村委会雷稿村         尹正海家庭 

楚雄州羊街镇高姑村委会毕书咪村             毕学清家庭 



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                       段俊菊家庭 

楚雄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                   黄曌赟家庭 

楚雄州禄丰县碧城镇猫街村委会汪家房村       汪玉仁家庭 

红河州个旧市                               丁  莲家庭 

红河州开远市                               董晓燕家庭 

红河州弥勒市                               王志凯家庭 

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                         张  瑾家庭 

红河州个旧市灯泡厂                         杨瑞丽家庭 

红河州弥勒市朋普镇朋普社区                 任智慧家庭 

文山州广南县珠琳镇                         严启慧家庭 

文山州富宁县木央镇木贵村                   刘明祥家庭 

文山州马关县仁和镇                         卢正林家庭 

文山州八道哨乡笼桥村                       张琼英家庭 

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岜夺村                   汪克武家庭 

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付腊村                   李兰珍家庭 

普洱市勐朗镇老街村                         李  萍家庭 

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               马汝琼家庭 

普洱市澜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普建和家庭 

普洱市孟连县勐马镇芒海村                   岩相弄家庭 

普洱市宁洱县德化镇那迁村                   罗维乔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腊镇南腊新城             蒋合勇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村           李金梅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南朗河村             李进英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勐满镇                   岩  修家庭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                     玉坎拉家庭 

西双版纳州磨憨双拥希望小学                 张菊慧家庭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                         罗自祯家庭 

大理州大理镇阳和村委会南五里桥自然村       马武超家庭 

大理州大理市大理镇东玉街                   张建波家庭 

大理州无量山镇华山村                       阿本枝家庭 

大理州巍山县南诏镇                         赵宁国家庭 

大理州南涧镇阳光小区                       汪德芬家庭 

大理州鹤庆县公安局法制大队                 陈钟武家庭 

大理州永平县北斗乡北斗村                   罗晓红家庭 

德宏州公安局戒毒康复所                     蓝  岚家庭 

德宏州瑞丽市人大常委会                     瑞  红家庭 

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街道顺和社区               侯  俊家庭 

丽江市玉龙县白沙镇                         洪永花家庭 

丽江银监分局                               洪月星家庭 

丽江市宁蒗县战河乡万河村                   罗以青家庭 

怒江州泸水市六库镇新城区                   杨兆开家庭 

怒江州泸水市六库镇                         尹茂兴家庭 



怒江州泸水市六库镇                         刘永珍家庭 

怒江州福贡县                               玉  开家庭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吴晓棠家庭 

迪庆州德钦县佛山乡纳古村                   李斌梅家庭 

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查里桶村                 阿布青家庭 

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街道                       许建军家庭 

临沧市云县涌宝镇涌宝村                     董大彩家庭 

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永康村                   李明莲家庭 

临沧市双江县勐勐镇新村社区                 张文华家庭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                           孙妮娜家庭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赵一心家庭 

云南警官学院                               严  明家庭 

保山市公安边防支队                         李智杰家庭 

西双版纳州公安边防支队勐海大队             查中永家庭 

普洱市公安边防支队康平边防派出所           秦谷丰家庭 

临沧公安边防支队清水河检查站               李  庚家庭 

云南边防总队昆明边防检查站                 刘辉刚家庭 

解放军 95703部队                           费  东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