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010290116 念杨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010290306 朱以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010310709 王发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010390029 白浩男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011110852 杨卓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德）
011211037 田晟一帆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011250050 刘桠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011250081 吴向锋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012190063 马瑞娴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012190087 王丽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012190170 崔洋杰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012190176 高忠静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012190754 李千禧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012210110 陶军阳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012250707 黄飞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数控技术
012310564 张浈圣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012390010 董跃洋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012390055 关颖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012390066 张野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012610209 仁瑜辉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炭素加工技术
012790093 罗国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012790097 杨强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012950534 杨瑞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0113919 杨俊鹏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0190067 李雕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炭素加工技术
210190080 王宝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12310902 罗朝旺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黑色冶金技术
212311690 王佰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12350870 文国珍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2450985 黄滔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12590065 张国强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2651089 杨志群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中加)
212651323 刘兴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2811829 肖忍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12910761 陈文定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2910782 彭泽琴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12910789 陶乾玲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12990328 高绍飞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12990807 雷成景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黑色冶金技术
220190310 保阳梅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0190319 张思杰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0190445 周志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20190479 丁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黑色冶金技术
220190527 陈金鹏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0190565 尹海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20190569 周贞都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220190633 王璋雄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220190637 曾得思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20190649 牛东升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20190659 张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20190977 余大旭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22390120 鲁紫贤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22390131 金国章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22410872 张秋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物流工程技术
222451169 张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222451203 何威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22455860 李玉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泰语
222455942 丁雅婷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222590038 李璇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22590039 黄博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22590048 沙小右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22590055 余其标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22650751 贺顺权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德）
222652080 王稳柱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22652103 王垒东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22690074 刘代艳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2690111 高圆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2690283 贾绍龙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22690286 毛纯锦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22710350 李石飞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222751179 潘彦憬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22790098 孙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222811062 张应杰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222850932 许丽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22890046 闻黎敏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2890048 金苹花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23390006 李万俄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数控技术
223390040 高光龙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压力加工
230190025 华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物流工程技术
230190111 孙学斌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32350283 张良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德)
232690005 杨晓飞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32690047 白东霖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炭素加工技术
232950253 杨芮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32990093 杨富晴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240152012 马天宇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242750666 李学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242750698 王艺婷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外语(老挝语方向)
242750699 李翠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242750735 夏海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42790112 杨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42790113 白来嘎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42950079 龙法雄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250110698 马倩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外语(老挝语方向)
250110812 李进忠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52210579 毛馨雨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外语(老挝语方向)
252451308 汤荣邦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52810257 何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53050196 熊玉林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62250243 王世元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262250968 赵培磊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262350432 杨丹祥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62490123 陈杰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压力加工
262490126 贾朝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压力加工
262550314 王宗富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262550356 熊发坤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550615 李富梅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262610606 张家业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数控技术
262610634 张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262650279 古光辉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62650971 王稳泽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62710315 柏孝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62710448 陆啟良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越南语
262710793 周云富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62750585 杨开林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62790088 杨信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850727 黄朝秀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262850964 黄莉莉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62850966 黄晓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62850990 岑权兴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262890194 李红艳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62890200 郭世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62890203 黄陆森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272250258 许进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272310232 王印才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72750109 张慧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外语(老挝语方向)
282111100 肖启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290190070 陈治纲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90190148 史浩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92310820 王亚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292390081 毕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炭素加工技术
292390086 史一帆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92390088 杨纪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92490094 肖建文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数控技术
292490104 何发杰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有色冶金技术
292490128 吕恒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92990115 李绍权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材料工程技术
293050053 张春艳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293050061 杨震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93090051 罗美鑫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连锁经营管理
293090166 杨泽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93190052 赵剑祖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293190053 王泽民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293190067 刘正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93190069 赵鑫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293250576 周建安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德）
302351792 赵富旭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302490010 刘宽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加）
312310480 左昌苗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给排水工程技术
322210627 徐文祥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322290059 刘德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322350266 吴元华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生物技术



332550345 李梓敬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德）
340010879 和润东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分析技术
352111733 程梦琦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应用外语(老挝语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