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302310508 苏文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510421 李宇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810997 黎明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2950412 张家怀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910984 李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3250327 龚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210324 倪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0110471 徐立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0110424 李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42910391 黄子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2590072 李朝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610869 张治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32450297 鲁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22110040 余泉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610476 史洪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890073 史海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890072 栾金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750120 苏震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0110841 徐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0250784 王金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0110898 杨俊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410075 毛文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3150074 李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22710691 冯蒲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32610472 黄绮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012550476 李金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22410484 杨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42510289 陈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2810388 罗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011110311 冯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22690201 刘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2410999 陈晓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12590069 周永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011250435 曹跃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0151109 白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2450833 白胡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93050056 许晓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22210667 王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3210113 梁颖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650861 李运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22810219 赵志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62590044 蔡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0150715 杜思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3190025 李建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0190071 夏建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22250399 子敬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62590043 宋文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0190064 查来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451905 杨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0190068 李红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0150768 郑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32450359 朱开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450128 吕建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651395 李江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251603 李天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251590 王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450249 邱佳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910040 杨雄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751147 刘俊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850061 吴常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0250701 赵庆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52686 伏奇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50382 程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190701 杨瑾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71 张焕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652215 陈国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451258 何兆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450527 赵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67 何骏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0390266 李晓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63 许柱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4 杨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6 李奕元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5 周瑞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49 娄艳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66 龚华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050049 张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2 钱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48 周义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8 谭建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0 洪钰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9 辛泽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60 刘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65 崔旭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0190070 秦虎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390151 包宇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32910238 张海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250423 黄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3050168 徐进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050041 赵寿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210959 张海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910118 杨增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0190272 何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0250797 马梦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990038 陈卫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10044 张义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2390047 胡江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2690171 陈改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2590026 邓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2890021 吴勰毓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2690063 陈保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012350433 张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72490133 李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290038 梅晓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090202 罗伟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51421 李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590072 李元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650891 黄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72250316 岳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0190021 祁靖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890115 黄建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590095 刘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790088 陈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110091 洪志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590088 毛辅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590087 廖道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590089 伍福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2590096 罗朝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2450492 王进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650672 刘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90251 段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190077 汪洋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190076 陶绍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250197 杨佳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310165 邢文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790108 李华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890132 农永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390088 陈昰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590067 龚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0350943 朱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390102 高梦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150509 苏鑫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790137 刘鹏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390110 戴蕊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410989 张志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90027 茶雪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350164 刘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190072 李生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90041 洪雪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0150704 龙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90029 徐旻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90185 姜灶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062 贺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12590091 李强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0190029 王子天一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0190182 赵亚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410194 郭艳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0190052 杨伟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790102 徐应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90033 茶卓月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390097 代开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390099 张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390108 槐梦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390093 胡能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32890073 文俊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42950331 周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060 何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070 段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22150385 和凤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90028 罗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050 李伟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50028 杨添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450499 艾静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3150233 李炳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950292 徐维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012850900 娄芳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2250220 吴罗璐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32250272 李晓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10155240 邹羽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012650838 赵春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22651833 王孝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22652007 王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651142 王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3050166 王琼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3250476 段金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2450749 吴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012550147 高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012550572 袁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012550574 文雪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322110148 姚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2550684 周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322210807 贺松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22150498 王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82150745 白海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2451088 余智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3110025 尹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451701 李宗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12351320 李家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2950200 丰建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0110729 雷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650623 普佳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2850313 李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852702 顾心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0151103 李建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0110469 马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2450136 周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850972 黄贵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12410248 黄彩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451756 马懂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32690010 郭永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2150343 和向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2450796 黄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2850306 杨金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890065 黄素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410423 蔡梦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0151107 马遵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710278 田芳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710262 汪立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150176 杨元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0111040 张李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150367 李小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090132 李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010303 刘铸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02551050 查荣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050764 施锦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82111301 邓进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2250233 赵海臻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090124 刘浩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0210486 杨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0150676 吴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651374 刘祖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12350481 胡仁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0111595 王子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490044 鲁大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650008 胡锦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651767 王策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0110211 罗丽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0110196 呙鑫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410943 杨晓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310529 杨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3050058 施培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012610258 吉敏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2410204 起子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90003 子光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852665 王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410951 万红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0112587 胡孝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890008 李文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151140 蒋源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710401 张海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2450327 普桂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410454 赵龙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72490190 毕国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62210736 熊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90111160 张淇仓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510720 朱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22611207 陈新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82111243 荣岚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210887 邓王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42810303 李国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42510266 陈梦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62850815 李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0210745 罗安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0150744 韦东琼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32790050 李泓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62850855 王绍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300111944 王云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0150698 李林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450788 柯江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12590084 肖元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12590051 杜维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751081 刘双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50974 李正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250172 王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455670 黄尚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652197 刘顺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210087 杨锦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51340 俞丁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1250069 张国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0152330 赵永茂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2290045 何智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32890028 周春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410880 尹旭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090133 李仕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2910321 钏国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3110336 李克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0152117 段悦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450895 杨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450857 白志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050611 张梓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650813 王海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53050157 罗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42510145 吴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012610318 杨进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2510158 杨丽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610510 曹云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12350596 王振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12350473 王加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02250206 王跃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12450326 杨恩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610944 孙加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811316 王文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511917 赵秋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3210211 刘玉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2910306 杨家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850375 付松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22250400 胡彬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50110835 罗安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40050749 浩卫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012450117 保舒怀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64 杨盛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690096 王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79 唐修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56 马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3050126 杨子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2950405 杨添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2690051 张泽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48 周兴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3050010 杨东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3050220 李金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72290039 钱再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3210330 杨建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350539 高克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0190528 白秋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2510557 杨卓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0110573 罗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90199 石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2650693 陈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2610435 杨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0151091 向红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57 欧廷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11237 李登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78 黎树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11185 岳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22350203 罗玉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2450792 王勇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0211949 李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2250203 古青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50 邓国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22410343 王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690101 孔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810292 王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0111074 杨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3050224 熊成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3150341 罗春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40050789 杨孝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690082 何志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2550567 罗自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10910 何志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51100 念琪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250957 王永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82150973 沐文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53 周正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512071 曹梁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250217 苏云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32651001 马新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90189 普宣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72350322 陈忆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90200 熊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451935 王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77 李民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10527 李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80 王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90183 张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45 陈志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66 周华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90052 代永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90066 栾瑞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52562 谭皓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250149 杨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3150265 杨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0110930 张志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290027 张佳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990495 李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290045 李习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590086 董瑞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01 黄清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02 田正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276 罗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10 徐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11 杨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290 鄢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190334 杨荣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990505 申林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990512 王贵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990517 杨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251611 黄敬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890145 李玲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72490194 邓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0190708 黄海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390167 王浚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190274 王雨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490176 余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72490148 赵佳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72190018 者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16 王明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290055 邢帮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290038 熊龙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280 刘永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21 陈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319 华含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790277 陈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990485 蔡坤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2450315 钱晓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850292 李鑫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510514 侯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52651712 谢俊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42550245 黄渤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652129 黄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2310682 杨明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30111863 王有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2950381 何申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850306 虎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750547 李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2210047 曾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32450334 刘正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451715 董恒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0 杨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410763 王振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890110 黄朝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690275 张改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890127 罗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2410577 段必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4 王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107 张万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5 王元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32350054 赵艳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8 詹禹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890128 卢友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890134 潘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50110446 李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6 郑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3210088 李灿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550569 何俊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790101 王成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550277 黄浩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2351866 罗红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89 吕开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2 段晓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104 陆章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105 万千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101 尹亮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390091 王罗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690126 太加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3090179 刘淑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50151128 马林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3090195 高根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590083 早学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52950306 段翟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3190060 颜志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190079 王耀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22250305 陈泽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2290030 任咏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651991 舒源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590074 王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2290035 田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0190635 陈凯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851160 王俊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890130 黎宗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12590086 陈心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690250 马妙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0190188 赵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690366 卢富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190196 马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72490255 祁春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32651023 杨光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0252452 周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510821 罗洋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2450898 王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2890054 高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790106 张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350185 佐金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0290147 崔仕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790107 焦一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790105 刘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390106 杨明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0190053 杨燕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250515 张印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190051 刘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0210740 李华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0110771 王雨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12790161 吴雨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10161 杨娇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511641 王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3250886 周汶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890029 保佳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510165 马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1250054 杨李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10055 李红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450883 李雪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550405 罗缘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390042 李宗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650357 徐舒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10152 殷健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72450046 丁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451728 任玫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302210067 张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650146 吴荣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410235 陈志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0150921 车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62890062 陈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12351452 陈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62850814 高刘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610041 颜晓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50347 郑晓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50285 毕天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554009 江昕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3250609 吴艳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50278 杨建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852242 王彬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010052 李满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3290068 董浩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2450751 郭文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050391 李衣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0151146 黄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2210306 赵鹏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350136 王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590081 王玉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2350304 罗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451861 代贵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1310325 秦顺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410570 卢梦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850821 罗荣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651694 唐天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850654 陆囿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050222 李进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550291 赵平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050398 李高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651159 杨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510764 马晓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711868 农加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0153335 毛映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411019 杨志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411033 张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0050 王建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322110482 和必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0774 李健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320250278 周明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610983 谭翠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610101 自俊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3110245 谢紫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610043 自雪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610313 杨俊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610574 杨柳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0212796 赵惠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610234 刘银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810375 李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410508 李紫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810062 陈典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450769 沈俊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302210304 赵建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650989 李小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0210618 陈云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510461 李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3010183 赵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30153384 张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690095 李郭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410765 缪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451734 李国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611120 陈铁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012610254 黄瑞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2310146 陈国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2450838 陆才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32350104 普金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611166 王柱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12590083 夏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3110237 李子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010251934 梁慧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312161 李申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351432 闫能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312155 杨立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311754 杨有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3050170 杨建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22110572 和灵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2410596 吴艳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2451138 苏为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3010097 黄朝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22450969 苦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3150494 李贵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2210118 常进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2990042 王新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690112 张子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090093 王灿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0210588 徐亚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410550 张应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82190104 黄雯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0110660 马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050308 罗文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3010300 李品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12351246 王艳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750274 严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82190167 罗黎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410617 兰金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190030 尹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010149 蒋微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82190107 龚亚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050154 李杨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322450949 李荣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090135 吴进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690083 王建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0210477 孙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490075 高正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650466 毕凤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490077 李朝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32890026 刘杨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250193 尹士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690193 刘渔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210116 莫泽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150183 赵宏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12590062 袁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890097 方雪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3010167 陶庆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12590055 牟明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0151108 李龙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110071 杨雯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300112037 杨昊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457732 晏耀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090123 李燕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210022 杨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2390041 邹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53050341 熊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02250429 蒋兴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12590036 李文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850165 张祖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12590034 钟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3090046 陈雪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1250720 徐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62350195 郝开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2390039 钱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82111293 张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20190271 高瑞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450878 何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2550525 邱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62850824 陆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2390037 杨洱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3050591 杨吉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3090064 罗昌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85 罗福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510683 李元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3110338 陈兰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250278 杨广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810510 石明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3050475 陈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72490135 李文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42890008 方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42890001 董春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1250327 李晨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82190096 玉光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60 陈丽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90 李丽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590044 杨尚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90091 李文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22150457 和艳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450766 孙应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510627 罗秋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190028 肖桂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190024 彭开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0350941 李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950336 许祖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410716 季彦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810298 普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0150203 王文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2390036 杨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92650023 杨增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190122 杨云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190046 李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93150269 苏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3050320 熊小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410510 杨红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3010290 黄志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550859 李婷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82151102 曾令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22651794 李洪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850346 卢宏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32350052 余丽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3110100 李艳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390038 李梦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390040 段勇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390043 秦俪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0250802 马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90110859 杨春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2551065 徐文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0350930 毕晓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610560 余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2650865 钟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850783 黄占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82151067 玉应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3050464 黄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2550211 杨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22150158 赵雪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2550200 陈慧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3050350 邓小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12855002 曹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0151104 毛永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0150916 彭宇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