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272550185 陶红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450129 苏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2410330 王学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810277 祝燕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32610481 张银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30110477 罗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750153 张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0111033 王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2410341 马丽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32550352 孙润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010212676 许雯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810224 鲁美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810285 普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310186 熊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12790043 刘婉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450844 李云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12590030 刘贵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590031 唐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012950435 李春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450970 董王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390055 依溜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012950390 杨杉嵘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3250765 段钰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390063 依章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390036 甲燕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310087 刘金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910430 原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550677 杨小漫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551113 李天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0152212 葛学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450890 李秀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250336 杨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0150444 聂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910241 李钱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010065 徐春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10092 李细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10097 李九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2250807 和小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2290019 谷艳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190125 岩光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32450298 罗丽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190169 万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40050420 和富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2450412 熊金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0110333 杨秋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651093 吴红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10219 李金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510637 杨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651101 丁迎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510697 张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510600 李菊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710394 尹宗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950399 黄红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590095 李小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451198 刘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50100 李秀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32650879 赵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250303 董朝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012910783 艾文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390033 陈德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250926 李德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050148 李凤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0210694 陶翠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910335 白正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0150450 杨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450494 李茂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250924 李春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810374 朱仕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0112144 邵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0112021 穆慧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590050 李子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12350441 刘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150720 吴俊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751296 马克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450840 李王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950261 李约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20210448 和重鑫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12310661 蒋发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411369 沈晓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10297 伍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590040 杨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411427 李凤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510291 杜清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111560 岩罕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3050745 田春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550035 卢香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210765 王绍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350343 李明一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510322 黄秀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0150922 施湘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62250987 李啟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650471 字鸿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3110325 普学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550544 梁俊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450920 周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251540 杨海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210133 刘进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92510107 李红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710905 刘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82110437 胡月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2251545 杨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210235 李炳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72310406 白震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450379 吕俊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302250311 杨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42810304 李红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250210534 张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52890003 张俊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2290002 尹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012650790 胡靖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012310166 赵浩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30110971 李先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2590013 段丽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2410299 杨潞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20111795 崔雪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62210629 项元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62210612 权茂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22390002 陈文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82110487 自正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012690012 李国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012610333 李秋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3210244 张树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012350815 郑春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3290029 李泓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62210325 黄坤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93010281 赵育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30151130 高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253110025 陈龙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300112403 孟银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2310117 杨智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14 李双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51378 周晓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651122 赵丝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51534 杨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450961 张应存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51453 白天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10034 李雄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51115 温雪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0110982 吴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51076 闵艳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550059 吴兴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22210424 杨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450876 李彩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2310369 周跃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2910952 廖清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2810507 杨君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50670 岳显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50313 杨善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22450245 梅国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22410161 肖学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0190719 龙浩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450757 飞亚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2990046 宋明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11457 易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1210388 李祖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3050346 罗进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084 陈菊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710330 梁红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0211722 周晓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0111044 杨金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2310293 饶自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221 杜辨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12110616 匡健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22490080 杨志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073 孙国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077 蒋宏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3090095 王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32410161 陈晓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32410122 何有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50374 杨毕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50361 范常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50612 蔺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12110496 杨丽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610091 王俊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10036 李重开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68 杜艳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57 张浩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350713 黄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626 岳芳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2210458 杨卓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0210181 张奚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410753 邵维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23 花熠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09 李榆涓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32610445 李仁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610810 姚胜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250195 胡建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290036 阿旭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090162 赵乔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810415 曹旭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650381 黄林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42650446 李剑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990015 杨德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850410 吴丽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650990 钱喜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72450139 李健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050043 王国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551157 刘云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651695 黄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250729 张国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650582 阿智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410392 李宗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910279 马沙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910829 候天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910488 张红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610369 胡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1110145 阮文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450770 李洪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910322 何文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10868 李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32510669 姚世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10870 张维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610233 徐子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210206 王恩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711410 陶发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851150 王双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250673 应紫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0253741 高瑜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751288 赵胜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50190 窦福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550655 鲁卫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710406 普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12351305 赵庆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1110303 马建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32450436 周艳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610195 额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32450155 段晓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410417 赵德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550547 奎熊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690326 唐石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650856 张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72350360 李玉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1310314 王会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750542 罗玉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610034 王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510477 禹春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450907 李晓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610416 赵俊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50210 梅正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451335 魏城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811378 李丹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410975 何文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910232 迟瑞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065 把思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610667 谢亚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12310057 早玲羡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810368 陈阳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251017 王有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450443 田嫣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0151926 杨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451167 陈旭月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850379 柏皓予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90176 杨崇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150528 张钰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490143 陆世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510151 陈龙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251039 高金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251070 谭志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410310 朱丽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0110210 李跃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910385 赵基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810932 梁慧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590092 字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550426 易德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111157 陆智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0190675 朱梦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550142 傅思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72350308 李应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0150937 李海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650756 李润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0150913 杨文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22410502 杨德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82111539 刘钊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490142 权纪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610040 李世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682 张春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910664 马燕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22451121 杨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736 杜卓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32390088 韦禄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90170 杜炼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12150988 朱峻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410317 关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0210958 蒋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350787 杨丽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810200 龚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72550197 刀小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250663 王发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210467 李昕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250200 杨进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650228 王油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650237 邓再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251007 王仕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651704 马永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110820 李丹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451535 黄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110779 王秀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3110606 攸海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42810230 白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004 陈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190339 殷博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10038 马银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0111007 董康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50552 李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311733 杨明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290182 李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410925 林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290189 杨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250934 卢康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550491 李安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190253 丁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511534 吴金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10352 冯润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510125 王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651055 李子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10353 王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450864 羊禹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50669 岳显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250938 卢冉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0250242 杨晓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311411 朱洪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52151173 董有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111320 王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32550398 张一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111214 罗皓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50802 高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550058 罗德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2110485 虎月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510066 李代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350096 岩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2310087 徐浩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12150989 马明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52290072 饶文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210074 张晓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250059 杨奇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750946 曾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311186 孔维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310085 王财艺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40050699 罗建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890109 吴年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690025 唐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250746 朱绍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410768 陈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0111132 王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008 孙炳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410638 李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10415 张玉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2450272 李秀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10368 普菊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40050639 拉茸恩主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50432 张子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110403 李明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310326 邓宏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390047 岩温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10207 赵德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42550178 向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710281 农天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10047 金清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0111023 杨卓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310722 许有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2410304 韩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0112815 陈李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110876 王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290184 钱黄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3110074 白简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151136 杨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850509 徐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2450290 刘思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513054 罗利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40010929 和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450775 李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310581 李金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610171 何兴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750734 秦启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650289 李国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450496 陆春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11034 刘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550389 汪海永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0112356 李加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0112013 李金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50894 代文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51102 何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951038 毕兴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350723 尹常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10634 张云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651858 彭加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651019 文雪晖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90277 李俊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852673 平谨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0150883 马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450316 李富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510148 肖惠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0190252 张敏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790156 王治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10456 马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3050011 余志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351480 钟通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10238 封占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590110 何源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10376 段成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450407 徐云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590009 马锦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10421 朱国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890005 张文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50384 李晓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10632 张文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50498 段春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490050 肖志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12150990 李明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450495 寸改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490105 杨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410075 王寿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310312 杨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1150103 李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250440 郭怀治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0310835 张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82350154 刘云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750705 彭荣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952022 丁恒肖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210442 司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750226 韦世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750276 何安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250176 杨军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350486 陈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72490284 罗正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52020 杨永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410318 曹玉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450103 孙月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250518 杜晓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710114 杨和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410752 杨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710494 陶金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0110774 侯金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450430 赵余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910229 张顺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610457 王正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550164 赵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650662 陈志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1350598 贺子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10982 顾丽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450925 孙孝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210822 侯光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10825 李艳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651041 马新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10587 王新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550652 陆思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10619 吴云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850652 薛昆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3090140 赵东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250941 陆政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3110149 陈洛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651090 张家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650162 谢绍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650267 王灿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51975 杨志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0151587 左文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10854 王岿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451465 方永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790140 周先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651083 张水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0112362 赧世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650259 谢庆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52057 杨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950342 白文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10968 董雪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510445 杨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590097 马燕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0111019 董利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590105 字绍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50780 卫品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910855 赵剑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72550236 廖显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92890006 胡雪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32550477 乔剑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40010917 次里拉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32350088 燕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93250222 李润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2550636 王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02250440 徐绍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40011087 和梦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2910366 马忠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92790011 罗永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02210271 罗建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2810426 黎永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010212809 矣丽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012910383 周朝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12990052 王吉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32750035 吴晓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32990205 张世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3110298 白东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92950376 何安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2910226 陈红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52910225 陈甫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322450449 陈宝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12351390 文德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282310687 邓丹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02210344 李桂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12451435 罗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012910959 张蓉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2510713 李福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3050084 冯云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32550231 曹十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3050458 陆金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72550369 杜清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62210709 刘国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32410387 张丽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62811224 郭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12310762 蒋廷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92910316 向何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10113318 徐大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42910465 王荟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42810262 鲁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52810298 赵海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32550520 和成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72710195 许朝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23351902 卢仕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2310185 马进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52810065 田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2310118 杨顺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22450137 杨永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92890029 刘江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3050087 何二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82190126 马小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2451276 白家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302551069 王亚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62250959 杨大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252510446 罗玥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92590005 苏继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32950583 王怀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710198 李成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012850759 李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510087 龙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690026 杨菊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72550235 付开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0150220 段纯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012910375 刘贤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012810952 钱仕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251050 陆润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82310708 何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2910321 王梅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2510465 普小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52810336 卫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2910308 马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72350398 李海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12110620 杨香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2910318 唐散叫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3050284 陈圆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53050156 罗奔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40011097 陆斤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22410245 兰丽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550159 柏正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12110763 汪建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322410138 马学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32990208 李祖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711134 黄丽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12990035 李明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92810204 李增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32990207 李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62710972 马仕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92910292 何秋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290111058 杨明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02550687 字国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40010338 熊利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010290 黄雪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050031 段泽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110303 高苗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411370 王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850952 韦昌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190055 刘文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110081 石牛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190311 王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210573 马云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42550344 李正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42510505 马瑀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110319 李初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010102 李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310195 臧永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510713 周震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12590022 汪远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150417 蜂秀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32310053 代启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210964 熊连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450666 严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02550654 李林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02550664 穆晓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210132 苏沁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850313 陶金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12351435 徐海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12351468 龙云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93290022 陈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92890025 侯加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332510769 胡云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82310405 黄昌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32510263 罗建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62650931 张兴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252751089 邢猴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23310858 车华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2850326 杨本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711454 陆家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72490260 董国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72490250 敖苏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210632 杨建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3150527 张晓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2610484 字信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82150982 董瑞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40011236 鲁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550080 杨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012790060 陈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711595 李月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52410860 石峻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251233 徐文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52910129 李景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32510114 张孙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62650261 赵锦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12151016 郭彩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72510140 张春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2990007 李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3110416 史华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22350379 卢泓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22410784 王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40050426 余雄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53050171 杨卢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92650563 高丽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32350048 夏寿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322150404 杨石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53110220 李持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72510313 邱美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411368 林彩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310077 白玺弘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82110509 李亚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0110768 高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02310527 董继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3010357 罗燕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790004 张秋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081 李院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024 罗们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208 李规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790005 吴梦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810332 杨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012550151 刘晓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50141 钱山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50075 吴燕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52290033 谢天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82390018 岩坎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050292 高世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174 龙批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170 李健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22890119 王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550661 石晓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12350711 赵升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210302 刀运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20152768 杨靖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32410170 欧启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32450312 窦晓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350386 王德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310164 刘家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40010749 只玛拉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12550508 周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22710388 陈鸿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12790019 张正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451152 李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012850760 徐鸿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690038 张世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451157 李慧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012750569 张雪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0151110 林宇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50363 李勒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510341 李高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510370 陶富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32510550 熊平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310330 沙江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210689 余永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210681 王绍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30111579 王春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22450861 罗玉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410845 汤诗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0110619 李春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050283 陈平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010199 高美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210102 韦静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050286 邓荣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050328 余美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087 杨么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266 杨池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12310248 杨军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352 李春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510203 苏梦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30111578 李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355 李哈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310208 张俊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322 白光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031 黑珠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043 李祝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40010427 努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0110776 胡逗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00152418 陈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50121 李新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32510117 赵晓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012910957 赵光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610308 王梦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550648 李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22290023 张佳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62610573 王林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82390034 段和别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350149 熊黄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22512898 张先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22510671 杨友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310261 白兰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310331 姜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510342 李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010252862 张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302250030 徐明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42810310 普秀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650257 黄江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337 常除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910319 许周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12310419 王成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058 常结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72190012 张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12311202 罗天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2910177 李生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2910291 刘福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93150523 杨文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3110317 李认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250110859 蒋思缘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52450806 李梦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62251094 周星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012790179 何从信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62690190 李高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42690007 汤世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352151538 田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92610140 陈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012910319 杨永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332510684 罗晓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62251229 王永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92610485 李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23311095 苟国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272510323 罗振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322110361 李临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352850229 田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012850492 黎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950279 许毛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40010356 李阳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650907 岳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890026 胡映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90005 陈志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0110529 张梦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82150977 田维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210123 李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22110055 颜会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650542 何宇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22454482 袁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72310302 刀存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0210651 那晓珂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22110588 和银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050310 马永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40011143 杨晓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610526 张林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22110364 周云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40011099 汉文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0150931 吴锦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810525 李澍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251046 李介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110124 郭拥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810579 赵元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22590002 安飞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810300 胡耀先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210866 张光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950370 钏云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650856 李春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90013 段淑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3290019 张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410558 杨云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510596 李芳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42810244 王红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990010 查贵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010213 李志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990011 张宏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610600 毕永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52290045 祁玉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350457 白仕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1250056 吴明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710891 张牙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250534 黄梓睿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50204 贺文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50227 杨青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12650771 颜祖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350044 马金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42810233 李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350751 杨丽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72210273 赵建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3210033 赵志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52290051 周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50243 左小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22110466 杨志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490035 王兆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0350933 孙家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610028 张鸿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411392 李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790013 杨宏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410471 李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550593 黄加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251085 杨兴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390003 王健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390004 王兴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751166 王春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751172 李明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751484 殷俊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62251276 李应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350101 马涎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92290011 王丽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0210650 罗翎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350061 王海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550037 李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510475 李思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510562 陶思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410392 张礼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250845 晏涟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72710166 胡鑫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010181 余艾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3110244 李沙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0150876 邹郭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82190020 李天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790003 李俊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82190009 沈宗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72210303 张富鸿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40010448 赵柳青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410464 孙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52450657 普雨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32450429 余永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012151807 杨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22110028 张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222451950 崔庆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02550717 史宏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50150188 白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32850195 李万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52350120 李梦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92290003 李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32450254 张德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52450846 田永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62210770 李福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50150500 许锦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72350405 黄海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222551503 温绍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50227 白秀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02550741 杨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50248 李批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50297 朱生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510716 车雪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32410101 曹荣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012850841 李柱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012850861 罗秋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2810227 徐翠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310043 杨朝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12151020 黄海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10186 李者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32350126 社米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32790002 刀礼盖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22410649 杨丽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910284 李晓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22410709 沙富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810206 严学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610236 李金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62550149 李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32550314 汪耀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910302 何江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40011169 徐卫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82310530 李洪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22451093 孔维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3050457 李有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810537 邓小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10371 钱福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950404 杨美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950390 罗继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450888 张燕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332510087 和向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50378 马古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62250952 王文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50314 刘红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52910185 李英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810067 段浅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92950163 赵文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012810221 付强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02250600 陶永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32910436 李发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22450990 谭维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22150592 张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02210525 张玉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93110409 刘宝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32550326 曹新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22110041 和小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72450272 李哲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62210814 陈明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12250296 常改娣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12210432 黄双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02210138 段光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012690011 杨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012590025 付现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32450427 周发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32510225 自桂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62350373 张仕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92450750 杨文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50110486 饶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52651052 杨志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012650623 李何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52210575 罗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322210782 李雯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62210818 代兴焕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93090019 段灼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32910465 李艳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292590004 杞会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93251026 李桂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012590031 罗凡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52450764 李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312150881 熊代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52751163 陈翠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32610483 王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312550507 曹翠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62210789 杨进林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012250591 李佳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82310399 唐振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50210619 马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62410351 盛海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012810301 白忠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93110030 沙立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302250545 苏洁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33190073 吴艳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30190011 李进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550509 马望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51043 雷毕优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32510051 王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0110629 王丽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10850 潘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810549 普文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20210411 杨振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012810412 李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651099 李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3290006 苏江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550065 王永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10823 何海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2490006 环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02250559 杨思彤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00112913 宋世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012710421 李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810508 石建强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40050528 秦少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950240 李建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810449 陶明蓝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0250848 刀文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651404 冯泽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810396 曹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950257 李小芬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2610475 李成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02590015 吴金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2410558 李鑫达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2550545 自建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3190015 段应开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12990019 董旭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42390002 袁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12150849 金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12311608 岳学玲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42810204 田忠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3110395 段胜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12150987 刘晴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92550549 王艳霞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51074 王健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22690003 蒋云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12150985 黄丽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22290002 和春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22690045 王晓卫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12311289 郑顺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22410372 罗尔格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20210396 和振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10760 罗绍丹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550137 黄文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3110316 李玉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53050347 陈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62211026 黄金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32650833 梁晓荷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22790012 尹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62210788 罗永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32610477 李美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62550172 陶元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42810196 方琼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011190002 李显胜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32990012 李晓军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72310449 周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32450262 鲁海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12590004 陶明光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322250436 刘艳花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22651858 王克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52411191 郑雨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302551019 王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93290024 杨兴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42510267 杨名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42450369 解雅迪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72350576 陈学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012810958 张江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22652235 刘星月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282150972 古文天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012610327 李春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52411430 潘桔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332350042 戴沙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32890001 陈安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012810665 杜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2610500 周子昌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72310311 赖一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012650647 陆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2450771 李文熊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82150370 玉喃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011250945 王世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42810201 罗天云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52750998 彭文超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52510592 普美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52510669 高航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2590007 朱珠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2550653 自金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3110410 刘开美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340010883 者安拉姆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340011095 唐宏伟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62711687 窦文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12990059 杨好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50250387 张云肖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92490008 刘冰艳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302250171 张国敏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282150408 岩的兴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