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010290098 曾国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0310681 文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010350910 石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010390017 保汶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010390031 肖兆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0390205 李正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010390691 李建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011190662 林永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011190725 李建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011290159 杨颜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012150098 陈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2190571 单国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012190735 段鸿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012210341 张春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012290018 李思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012590046 杨园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012650243 冯文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012790068 曾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10190087 燕如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12350510 蒋继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550220 王清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12650749 曾忠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12790016 张智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12790093 杨国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12790108 王浩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12790117 刘虹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12790119 龙德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12790400 华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12790402 李茂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12790406 罗怀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12790411 吴佳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12910762 成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12910883 郭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12990122 杨开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12990214 饶永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12990334 夏清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12990558 李洪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12990564 刘仕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0190067 胡明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0190217 杨慧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241 李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0190301 何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20190460 何德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20190466 田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0190468 何乐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0190473 杨朋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0190531 刁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0190727 邓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0190882 张发演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0190940 潘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0191255 周立松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20191258 龚正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0191260 余大兴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20191261 张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0191346 李荣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2390019 毛余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390157 张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22390163 何其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410536 高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410666 陆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22490009 刘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2490013 孙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490015 王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2490020 赵先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2490024 陈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51423 李江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651761 高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2652143 李林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22690043 张保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690069 徐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2690073 李荣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2690468 夏俊贤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22790033 昝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790037 朱师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22790039 左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2790082 高照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222790085 梁冬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2790089 李永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22790094 史定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22790106 张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22810356 他文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11286 阮奇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22890011 王瑞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2890084 袁梦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22890147 资海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23390027 陆照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3390041 袁开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30190112 谢应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42790020 沐晓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42790062 方仙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42790066 龙永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42790067 施建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42810301 赖建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42910048 杨毛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42910448 许云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0150583 赵海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0190044 邓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50290016 陈保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52290044 李高呼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52350107 黄兴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52650958 曾权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2850159 白玉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2950289 马现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52950330 王生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3050256 李叶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3050260 李占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3050388 张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3050390 曹德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53050414 陶丽芬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53110153 白沙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3110184 普玉芬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62110544 何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190047 晋崇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62190050 李子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190053 饶韩道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262190056 王进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越南语
262190100 卢建箫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62210614 阮胡砚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62390036 方德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390049 程国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410381 盘云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450546 程国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490039 邓富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62490157 普秋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62490160 王生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262490161 王天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490190 熊自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62510070 黄传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510092 柏凡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510292 成田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510444 黄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550039 马啟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550134 王朝磊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2550247 王顺莲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62550516 谭金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610554 何朝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62650814 胡成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690085 张朝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690100 张有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62690291 李文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690329 胡泽云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62710310 陆荣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62790018 侬昆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790024 王显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2790026 何金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62790027 侬臣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790035 梁大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2790036 李艳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790038 农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2790215 李成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62810280 黄胜献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811203 罗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2811397 杨昌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62890030 赵顺杰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890035 陈帮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62890039 李贵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62890040 李浩彬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890041 李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890047 农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62890048 庞锦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2890087 黄文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62890167 赵美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72310547 刀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72350521 赵祖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72490047 罗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72590014 刘景元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272590053 郑云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72590065 李佳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72590077 熊建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72590085 廖春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82190118 刘砚丹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82190271 杨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290110835 董江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92450583 杨燚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92490297 袁治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92490334 侯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92490341 刘正文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92490345 赵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292510060 乐春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292550248 石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2550613 熊张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92550676 李菊枝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590009 李林莉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92590193 周艳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92590268 罗荣昌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2790034 闭世明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2890059 余荣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92990165 罗志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92990251 字丽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10273 段培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090182 张俊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3090475 毕泽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293190020 李繁钏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293190022 李佳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3190026 罗顺东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293190030 赵文泽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190031 杨灿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93190034 李超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93290036 李镇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3290085 王灿春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93290088 彭岭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300111688 夏有伟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02210630 蒋连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302551034 张源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12250294 赵仁品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322150010 杨昌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2150012 丁建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322190008 和华正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322190044 张浩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322210636 胡云瑞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2290011 何晓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22290032 和子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322290033 万玉萍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322290036 杨再涛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22290066 何学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2290069 史亮山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22490012 李小龙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322490077 毛彪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322490082 李雄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332350081 蔡雪芳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332510687 褚春付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速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