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010212824 李浩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0252451 尹志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1111478 崔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011150162 黄子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011210721 张筱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1250082 杨千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1250464 叶航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1350592 杨应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012210057 张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210392 王梓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012210448 王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250675 张佳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250724 石雨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012410076 苗雪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2410093 陈建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410110 孙志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410124 邹晓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410170 段启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450104 刘睿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450137 杨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012450166 余李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450287 司迪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2510202 沈新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510517 李龙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550175 沈政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012550227 张测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550229 张竣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012550231 伍安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012550247 张宇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012550512 唐俊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550577 韩朝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2550860 杨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2550883 富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012550886 方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550907 范李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2550923 方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551134 尹一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610270 金杰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012610287 李冰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012610310 张晓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2610360 赵发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2650438 赵进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012650655 孙柒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650659 毕丽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012650668 黄文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650702 李绍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650805 陈思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710232 沈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710261 刘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750180 姚玉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750184 杨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750243 叶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2810309 杨祖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2810662 丁顺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2810773 刘兴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810900 陈文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012810922 杨建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2850258 邓满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2850453 杨邵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012850464 李朝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12850662 杨太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850797 张天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850971 李贵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910372 张天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012910451 曹洪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012951018 李周荀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012951028 郑宏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012951136 姚有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2951884 马乔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012951912 王晓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012952638 覃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10112067 冯金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10113297 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10155499 陈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10155576 蒋千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12310387 杨壁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2310569 蒋发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12311689 王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350205 郎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12350469 王庆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12350784 范科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351266 周全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351267 陈近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351318 易元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12351326 王良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351511 喻正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411282 王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12451417 王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12451443 王志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12550215 罗国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550261 龚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2550327 邱正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12590058 朋远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590071 毛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650790 李远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651381 苏城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12790104 苏德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12910895 李显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3050677 赵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13050710 黄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13051037 魏国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13052081 邵光耀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3052121 王泳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13052366 魏莉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13052386 张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0111946 李浚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0112546 吴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20112554 孙亚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0112555 唐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0112797 张忠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0112799 张忠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0112800 陈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0112895 金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0113171 赵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0153354 徐李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111414 杨冠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111493 胡洪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111503 潘兴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111633 李梦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151364 李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2152199 刘任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152210 蔡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152231 苏云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410244 王世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410446 刘明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410502 陆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410741 孙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410805 缪美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22412522 李俊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22451012 包宇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451379 赵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451396 蔡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451748 单吉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452275 张元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457781 苏云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510479 李沙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22510961 王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511723 何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512131 杨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553087 尹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10263 秦辛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610410 尹瑞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610610 李鹏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610862 段飞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10871 刘栋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10876 付文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610914 刘文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610924 李正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610928 李明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11078 唐泰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611225 杨希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611228 王腾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611248 陈浩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611265 秦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651653 刘保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651838 方林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651849 赵春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651857 郑周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652097 肖俊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22652173 刘海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652236 叶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22652240 李林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52242 庞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22750305 刘力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750356 张富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750998 袁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751089 袁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751103 张石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751139 殷燕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2751158 徐龙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22751194 冯玲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22751226 赵源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22810200 王欣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810212 太文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810250 黎文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10274 陈秀治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22810412 孙琦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10935 王舜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22811056 资泽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811078 王鹏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11159 陈伊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11306 陈鑫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811488 顾海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2850902 赏雪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850949 刘保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851049 袁兴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51051 王见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851089 王文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851132 彭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851135 孙宇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51208 张瞿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851241 何鼎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852162 王江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852176 他藤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852202 朱靖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2852223 袁伟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22852300 张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2852302 朱嘉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22852322 方雄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22852340 王仁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22852343 保俊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52646 朱敏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852658 王琦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22852746 李世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23311104 王发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0111879 段余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0112409 孙韬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30151087 张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0153548 罗文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32250259 苏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32310257 李晓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32350043 江显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32350281 倪晓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2410150 郑小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32410390 周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32450409 杨顺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32450412 孔发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32450415 李方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2450424 高天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32450452 段丽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32450458 窦富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32650992 罗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32910158 董美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32910189 杨文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33110584 李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33151056 王双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33151123 张文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33151160 王双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42410543 岳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2410714 白银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42410766 奎敬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42410767 解锦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410849 刘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410879 李春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42411000 黄康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42510434 李欣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510465 王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2510523 向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42510564 李梦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42510580 陈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510595 普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42550463 聂凡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42550497 马浩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42550502 刘星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42810272 朱民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42910119 崔银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42910273 李严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42910275 李政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42910282 李建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42910351 白福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42910485 刘子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0110761 纳顺卡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0110824 罗益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0110864 廖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0150682 聂晓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0151127 金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0151144 梁露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2310068 王文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310136 王应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350061 杨继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2350104 殷文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410486 李润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410524 李晓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2450793 李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450820 李欧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2451031 张智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451061 牛建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2451154 孔繁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2510449 白金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510587 李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52510623 聂智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52510629 杨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510651 王孟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510653 梁民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510668 李林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510759 李高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550586 许孟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550621 普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550622 普学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2610663 李荣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610668 范月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2611146 展柱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651002 方晓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2651137 王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651158 何松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52651896 展远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2710503 赵中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710525 曾俊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52711287 李时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2751236 马崇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2751389 孙佳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810290 杨金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2810335 李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52810469 杨国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2810478 白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2810530 孔令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2810556 古天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52810557 李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810570 白习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2810622 罗荟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52850292 潘小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850332 马建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850337 李国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910193 普赢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910248 李周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2950229 陈来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950259 李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52950276 吴来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52950277 吴艳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950287 李干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950303 常九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52950307 郭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2950328 马昆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2950335 许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52950350 李安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52950384 普干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950388 吴贵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2950389 吴毅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2950394 许增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53010040 可珊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3010080 白佳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53010090 段和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3010092 高进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3010177 杨健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3010202 黄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3050086 古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53050121 杨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3050260 李占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53050388 张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3050392 熊毅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050408 周建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3050421 熊小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53110076 张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53110212 罗永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3110256 龙建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3110268 龙文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53110304 陈勇元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53150099 李四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3210099 李周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62110549 胡家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110659 陈公堂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151561 李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62151935 张辅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62151962 张路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62210021 杜锦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210645 杜源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0686 杨保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62210692 赵坤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210696 张永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210703 何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0719 李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210751 周奇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0758 杨海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210786 沈传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210831 龙明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211003 韦相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211016 张思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211021 代自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211048 秦永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211057 王蕾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250194 杨晶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250505 高文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250920 何伊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250993 马福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251058 李智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251155 雷必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251157 卢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251169 沙云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251192 赵应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251209 罗光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251215 权昌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310386 舒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310397 陈佳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410225 盘玉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510082 袁煜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510095 鄢学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510193 倪富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510195 权再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510212 彭再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550095 余开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550098 古念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550100 王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550154 倪啟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550162 杨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550163 田闯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550177 杨廷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550215 马昌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550247 王顺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550248 刘香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550272 罗成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62550468 喻建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610106 王米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610215 郭绍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610216 木姜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62610558 雷红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610651 刘艳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610762 罗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610785 项金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610792 全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610797 谭树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610808 殷土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610811 张佳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610829 苏俊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610882 刘光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610902 苏宏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610914 龙梓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610924 李玉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610931 刘加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610939 刘建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610966 吴邵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62610969 李世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62611077 张玉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611085 唐文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611104 金仕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650039 王晓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62650759 李林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650812 雷峰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650853 杨丛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62650872 陈启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650888 卢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650895 胡明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650938 罗存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62650941 张世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651037 王继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62651119 陈俊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710633 徐世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710745 李玉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710752 李印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62710778 陆春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62710782 林玉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710828 陆启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710833 农兴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710835 农家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710836 王乾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710838 唐振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710892 骆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710967 骆诗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710971 陆康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710982 王廷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710998 黄树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711124 陆有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62711251 何正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711259 陆思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62711267 王联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711346 王勇格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711627 张有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62711722 罗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711735 王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711771 王思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750164 王小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750169 吴思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62750985 陆加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751095 杨佳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62751291 代礼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62751345 王克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62751451 曹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62811414 史语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62850835 邓林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62850976 陆永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72110155 刘俊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72350525 张鑫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72350569 白国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72350572 董万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72350590 李院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72350641 陈文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72450241 蔡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72610395 李君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72850008 胡仁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72850033 婻嫩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72910116 田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72910556 高壮云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73010192 熊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73050052 匡雨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82111195 杨青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82111225 罗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82111268 白建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82111561 潘宇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82111568 罗正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82111688 王佳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82210184 王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82250098 张卫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82310179 虞贤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82310388 盘健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82310605 当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82350087 匡榕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82350092 肖松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90110842 国亚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0111613 李荣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0152335 陈刘俊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0153303 潘建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0153348 王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2250238 钟博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2310278 王鸿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2310383 李建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310882 单林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410101 环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410323 李亚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2450456 李振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2510073 李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510086 许坤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2510093 马丽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510203 周雨楠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550406 马子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2550422 孙绍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550614 李元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2550710 赵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2550756 王素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92610010 杨晓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610042 付伟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610044 何玉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610051 蔡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2610053 罗晓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610156 罗贵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2610225 何光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2610333 周兴靓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2610450 李德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610451 何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650285 李红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292650492 罗如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92650516 查春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2750684 罗翰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2750749 杨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810017 罗建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2850329 王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2910014 杨胜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2910072 施增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2950039 黄海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2950369 钏云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950410 余瑞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2950411 张浩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10317 张玮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93010330 字润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050003 王双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93050040 李汝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93050555 李立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3050563 李锦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3050569 施润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3050577 李学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3050588 杨丽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050601 杨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050622 段银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050756 侯梓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93050767 苏烛青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93050781 刘志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110249 杨四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110412 毛顺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3150121 张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293150170 马政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3150270 杨玉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150320 寸杏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3150338 陆钰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293150373 杨祥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150598 李嘉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293210212 尹名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250132 宋杨宇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293250177 张锦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250233 张炜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293250330 刘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93250578 廖雄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250760 苏森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293250773 李金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93250774 董泽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93250778 苏利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93250790 羊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293250794 陈钰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250801 蒋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93251034 姚亚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00110849 兰传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00110914 胡云慧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00111198 刘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00111277 李军浩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0111464 杨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00111479 郜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00111971 夏光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00112022 莫小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300112023 梅燏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00112844 杨明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0151689 叶昆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00151951 李杨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300152410 李建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0152420 贾英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0152797 杨俊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210300 杨智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210447 杨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02210494 蒋云相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02210509 杨明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02210542 李治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302210551 杨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02210736 徐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02250426 何光显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02250445 杨海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250527 丁永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302250556 杨康鑫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02250593 李为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250629 张有航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2310562 何新威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2310588 代素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02310724 严自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02311722 谢君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02311728 周进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350601 邵维寿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350615 蒋饶策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02350654 李明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02351534 杨浩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02351536 谢显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02410224 董明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410344 杨荣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02410641 周志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02510225 张祖芳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2510789 李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02550740 许民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02550742 陈春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312110604 方岩相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12150903 李江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12150940 王上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12210119 余成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12210296 尹能才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12310683 蔡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12310684 韩继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12310688 杨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12310689 蔡依然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312350619 张子旺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12350684 赵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2110096 和文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22110113 和刚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22110122 王雪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22110124 杨雨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322110135 杨秀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322210331 张鹏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22210443 季秋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210648 杨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22210819 何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322250344 史娴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322250444 陈彩龙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22250805 何彬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22310182 陈治林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2310183 花海东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322310331 徐玮骏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22350369 贺海峰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322410402 马付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2451020 敌丁土干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332310069 楚李花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32510169 蔡树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32510201 王甜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32510282 李月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32510363 张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32510379 李恒朝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32510411 何云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32510414 李祝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32510591 杨晋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32510592 和星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32510602 邱文臣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32510620 褚石全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32510631 欧意中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32510645 舒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32510648 段成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32510663 和艳娇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332510665 李振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32510692 蜂仙凤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32510695 杨秀翔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32510700 和树雄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32510719 雀斌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32510730 和国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32550138 和林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332550235 和小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332550532 杨天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332550544 杨志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32550550 褚常飞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40010964 和源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40011213 丰永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40011303 赵田俊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52750306 李昆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352810221 赵海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352810289 陈梦华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
352850214 陈学军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