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011190007 牛思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3250749 寸志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1190005 田服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950151 普仰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890086 王银恒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2790024 古天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3050080 陆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651498 杨俊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1190113 魏思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22490069 卢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30111704 李宗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2990116 陈云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42550156 施宇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1290154 李晓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450757 邰宏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0110885 张石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33110656 张建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010290200 魏佳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302450666 杨永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42450446 孔垂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32890107 杨朝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0190936 方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322250507 骆顺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322110486 和金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012190094 魏禹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72710203 湛开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010212806 罗佳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52251549 杨丽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010252321 罗晓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2890054 赵航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302510492 巴凤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50250685 白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52410955 师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52411044 师春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2890141 杨佳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2890004 资溥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93250840 杨烟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410700 蒋国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11598 王文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12310227 周邦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810029 陈祖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0250844 胡伟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2510813 张雪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0150590 普建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790026 李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72490045 杨元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2250269 李海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710818 陶湛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210888 李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990115 杨玉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990110 杨晓宸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650844 张跃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790022 陈荣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90013 计旭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2790008 李晓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250835 孙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2790023 封七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090104 廖天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1190669 黄府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190794 张文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650477 李忠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250125 黄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150508 史志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550607 周生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12790254 黄华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250510 王培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790030 邢雪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0190546 吴圣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22410074 张恒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650747 杨露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890102 马颖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0190451 许小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82111571 陈有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1190672 聂浩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1291378 矣继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22210703 龙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190177 耿成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410922 普健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0210548 杨俊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550357 张明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12790107 黄国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050131 张德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2550240 陈泳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290037 杨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490014 王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410658 李建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590022 钮晓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322190037 杨四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22790099 他泰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93250662 张宝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20190562 李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72710187 陶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92890073 韩志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012290061 郑向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32590026 石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92650416 张晓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92990105 周忠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22390049 刘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590043 张愿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089 樊俊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096 段入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091 周雨青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790016 何霞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50242 左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10045 赵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22150380 段荣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590119 祁慧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0152315 李晓月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22410334 侯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010390080 马友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20190543 王红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20190800 楚雯婧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012790090 杨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32590006 胡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22390192 范红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52251527 高吕红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22390040 张文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90110914 刘文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322250713 高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322290054 杨志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92790035 茶习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90110911 杨慧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302351463 白顺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3290044 梁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3390042 崔庆耀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012690016 钱智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890038 郑海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190049 廖智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2490216 吴月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12150950 杨思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42790012 董庭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82190085 谢凤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2410318 董龙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011190006 付家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2650863 张燕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550360 杨丽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3390025 计丕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990219 字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3050063 段燈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10135 李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50438 杨春芬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10355 洪正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12790097 李事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10791 季鸿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510070 罗玉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32550163 李玉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590012 沈晓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0190101 李江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42550172 李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450782 熊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610805 李帅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0190080 张旭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90055 沙世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950290 张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010390700 毛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3150088 朱生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950370 李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990199 莽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32310149 余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990208 杨颂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010252285 骆民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350265 杨小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350272 周永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42810313 刘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2990071 周忠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62650845 张春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190063 和文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550546 罗平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010390092 郭宝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650444 李润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850142 李么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0111708 李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110012 杨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490249 李忠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42950217 李况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42610188 杞贵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0290018 李普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32690132 张济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150507 施亚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2590179 罗石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32990092 刘应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2550539 杨振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850189 周继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40010936 和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32990105 李国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90047 桂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3050131 赵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50765 李晓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28 李翠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0150842 邹文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14 王艳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2210089 杨绍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18 吕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2790069 张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02250467 陈彩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411 尹慧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430 魏佳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83 惠炜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50019 毛玉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00111942 胡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62850238 吴汉芬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10322 李乔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32690001 肖尹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1187 张泽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0350928 屈开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39 史凤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2251573 张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97 杨杰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2210065 李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2251572 龙琬舒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98 张春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110420 王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62650749 降永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190141 赵弟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42450380 牛圆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190139 杨越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32990264 杨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890130 钱洪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150484 丁春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2210868 陈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22250339 江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82190165 崔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1190019 严军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32890133 李品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390179 刘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0350939 陈文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611088 王永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50805 李幸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61 陈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2650241 李进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0110909 杨凯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095 杨浩芸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12 雷丽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31 解建慧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427 杨秋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0111039 杨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2950195 李前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42690032 许钊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1290101 陈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50007 谢富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2251384 王情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50033 杨荣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1190020 叶建晓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82190172 玉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62650114 王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00112003 霍龙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50150844 张梓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2790049 张树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32890130 文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22290009 王文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2190792 张纪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0152303 杨李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1150948 王景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3250329 龚智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72550164 李光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2210302 段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0190063 朱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2890088 杨全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2950184 赵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490006 马立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2990143 何晓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42790026 罗振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451642 马林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0252339 杨鸿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2510077 胡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2790106 何西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02450430 陈茂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0190571 朱兴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2790033 余申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50250695 李子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2790029 茶金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30190266 彭文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2550466 陶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2550326 董文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02450427 闫磊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1190780 薛栋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52450973 吴跃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1150101 杨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2390021 赛鑫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2290008 刘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0310573 李京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33190017 李永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52711236 白金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92590015 刘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52450886 吕宝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12790115 周晓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302510449 段思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62490124 代刚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12790112 黄圣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012550348 汪飞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011190013 李梓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890103 字祥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850857 许必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0190432 陈江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22290034 张宇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90069 冯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90217 熊华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2651013 黄海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650521 秦飞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790065 墨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72510118 刘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2790064 范春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3390007 王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32350114 高麒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340050424 次里江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302590028 李建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302590034 袁开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2811619 王学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62711365 黄随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340011150 董丽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2850056 张健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012910435 张学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2251624 梁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3190107 杨双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3190127 颜四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42910442 金健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3250332 王灵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2890108 李绍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2890121 毛桂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012250602 罗啟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62710188 李绍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2250150 茶静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2610885 尹应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62251084 杨文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62550579 戚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92650049 何光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32950237 罗杨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3390029 王功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2610524 李王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2450989 张院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3050160 盘定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3050276 吴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62711699 黄思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30111708 者周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340011114 李永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2651685 黎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33150962 李耀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90586 王思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0210541 邹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0210675 熊张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02311747 杨安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550189 赵清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550120 李武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451013 杨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50089 李晴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1190718 连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90691 郑书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3090228 朱雄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3050763 杨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590110 刘夏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2890047 文华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2290107 黄江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390119 张子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0252906 赫英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390020 王正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51555 张正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10825 高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2251552 马正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690188 李洪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312190041 何旭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651044 黄历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890159 杨侯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3250561 郝锦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0190216 吉俊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0190539 孙昊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2790228 郭真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0390198 李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0190053 何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3110062 刘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790057 张家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82190270 易莉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82190272 玉么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550563 万卫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3390010 蒋大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92990109 夏凌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90576 施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2890035 高思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2650809 杨志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42790018 柏加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451675 刘国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322490001 沙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610521 徐进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52450789 陆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42510137 王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455998 陈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82190194 陈映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92550435 杜志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32890066 李建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42450383 岳富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690279 徐子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92590080 刘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322490034 李富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450975 范太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92890065 蔡岳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93050069 段江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90152310 赵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42550318 王洪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50150552 范云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52950211 瞿四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322110294 黎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012650308 黄正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010252299 王光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011150110 马浩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92550458 周汝慧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2390173 吴思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32990142 李晓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2390161 查伶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010350909 李辰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2390039 金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92910126 杨晟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32790049 何文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0190453 丁朱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2890061 李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93250842 杜树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72650014 李先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22851109 保袁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50110694 马祥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010390030 罗世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302410171 王家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2390005 刘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2690191 林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012850387 姚荣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12790255 李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62810516 古玉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32590037 罗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93050794 李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010390087 夏彦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32890094 王永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52451168 王绍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2790026 孙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2790047 王志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2790101 徐世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2790017 罗光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0151835 何崇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190057 易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890052 黄继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151658 沈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322490039 刘明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12990077 邓庭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12790098 孙地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2890052 方李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352290015 李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012951165 毛向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790016 罗道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42850246 陶正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2690213 袁国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32890033 段文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32890042 陈海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3150505 施令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3110429 杨秋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2590018 王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32790023 陈昱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0390069 樊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2890031 普桂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690106 常建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990980 吴万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510132 李友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810497 赵万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0390084 饶家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2650499 付怀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550485 李人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2650512 李宏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790053 徐孟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2290004 罗雁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010035 李重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850304 涂兴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0111028 董雪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2450592 赵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455438 秦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3390039 建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651098 胡紫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110029 李梦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050006 赵焱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2950383 何永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0190106 李永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0290017 李俊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610917 顾留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750558 吴凯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290069 李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0152178 杨根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050464 杨贵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310342 解兴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0190603 李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42550244 李灌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2890096 杞凤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790243 陈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050393 车建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951161 陈正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951160 李正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2890048 文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452074 范守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351523 陈文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72450240 普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3390013 陆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0390086 汪金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552804 文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3050631 韩思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72490259 陈佳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72310776 周文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2890044 杨炳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2890095 杞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950377 马福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72490040 苏文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250417 兰立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33110257 潘俊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290044 宋健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990047 宋书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610798 杨景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790249 安吉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322110553 李凤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3390031 周正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290029 李金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490296 罗玉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190746 季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550449 赵映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512866 刘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790017 陆加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1190009 向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150113 金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450154 潘国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790118 周家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550469 姜志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890096 吕绍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30190126 李世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0390081 欧玉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0253893 邓绍鸿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190102 谢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2550448 张凯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32890103 杨晓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32890127 仲金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010283 杨玄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250348 陈俊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82190132 玉尖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110174 张慧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0190180 张席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210808 海丽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32550303 张丽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190098 吴永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190057 和俊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250874 吴丽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590065 何晴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0350938 饶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0252831 万家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3390225 杨林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1190842 洪浩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12590063 杨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490349 郑从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690091 袁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32990214 王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0190885 尹艳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33110115 华思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0151937 董永青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52950242 李健忠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93190036 王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92450882 罗金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12351134 王明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20190944 周志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20190065 滕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92451011 李洪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20190104 申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32690045 普城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62650275 杨周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62190063 张雪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012550510 杨袁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292550193 张秋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302351538 吉斌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3090018 赵炫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2790151 叶培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2890089 孔振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12990593 杨志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3190122 张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22350215 王丞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22450940 杨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52610670 李明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52210922 韩家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0290004 和福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52290044 杨树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2290039 廖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72490561 李晓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0252359 唐渝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0390754 林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30190368 刘应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2550522 郭健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32990116 闫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30190125 何云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0190100 夏通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2290038 张梓昂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62650907 王正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62251077 吴卫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1962 王玉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1971 杨亚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1963 王子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53110121 高宇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3010046 和叔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1857 杨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3050090 杨玉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52910344 何花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32890120 管紫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92490392 杨友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011290080 詹宇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302311650 熊在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011190843 何秀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22890026 徐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012190349 张彦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322190048 舒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0190069 沐洪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92550428 杨建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2790078 蔡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0190532 段赵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32990278 李国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93150502 刘燕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0191257 陈海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52251591 王银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93090058 张亚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72490248 李开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32890089 起晓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50387 赵位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32890178 王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50797 张植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0190266 袁金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0390207 赵清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790201 胡庆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150161 段丽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411304 万燕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0190267 赵蓉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990031 刘朝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22410550 李文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22250519 张建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22410687 冯尚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0210480 施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82190438 罗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190061 张林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2390022 杨俊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92 马书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2390052 杨宏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610823 岳艳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2850281 罗涵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990039 林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47 高艳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164 杨龄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02410236 闫能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450373 卢祖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690123 李高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0111022 李凤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2990184 徐智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02550991 赵虹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251231 文远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2190796 张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2790007 适文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02250596 李紫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1290100 查秀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2590250 黄贵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0110920 赵雪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110421 吴崑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32210166 王文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651403 张正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650919 帅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02510812 张翔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42910392 李伟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012350308 杨深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2890032 杨发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2450677 严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3150801 张建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2251585 阳昌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2210819 李富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2190069 和丽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2890040 起铃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2890099 马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72490596 刘绍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2890025 李继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302210014 李亚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0190073 梅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0190560 李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0190107 奠尚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690018 严子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011110377 来红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92890005 邓杨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650415 章振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0190275 周志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2850253 马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0290015 白浩然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90110896 杨梦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2451509 张永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012290024 陈俊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810989 邓振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2190047 李海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2890020 尉文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50110514 何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12790092 杨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010211341 唐玮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851104 闻兵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890023 冯兰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62790029 王世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012690014 高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790025 孙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790018 刘马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490018 徐尤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62810562 熊字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250250698 周龙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