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阳健贝 女   钦州学院 对外汉语 本科 桂林市
2 何玉 女   重庆三峡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3 王春平 女   河池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桂林市
4 邓银秀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本科 桂林市
5 王艳 女   百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桂林市
6 阳明姣 女   钦州学院 新闻学 本科 桂林市
7 秦海玲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8 毛燕芳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研究生 桂林市
9 韦汉佳 女   成都理工大学 日语专业 本科 桂林市

10 杨香静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生物技术 本科 桂林市
11 周英栗 女   钦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12 邓诗贵 男   广西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研究生 桂林市
13 蒋薇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桂林市
14 江红艳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5 李梦璇 女   贺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6 管金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17 蓝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8 韦金揆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19 李郭秋 女   钦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本科 桂林市
20 谢婉 女   青海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桂林市
21 卿玲芝 女   广西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22 王谦丰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3 梁丽春 女   广西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专业 本科 桂林市
24 熊发军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5 叶荣艳 女   越南河内大学 越南语与越南文化 本科 桂林市
26 韦诗曲 女   河池学院 应用化学 本科 桂林市
27 石丽娟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8 陈丽君 女   广西大学 制糖工程 研究生 桂林市
29 林年 女   贺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30 覃彩虹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应用化学 本科 桂林市
31 唐良会 女   钦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桂林市
32 姬洋杨 女   周口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33 徐慧云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34 吴娅荣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35 李丹 女   济南大学 广告学 本科 桂林市
36 熊勤竹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资产评估 本科 桂林市
37 伍丽莹 女   防灾科技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38 秦王武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地质学 本科 桂林市
39 张叶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桂林市
40 吴清虹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桂林市
41 蒋宇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商务英语 本科 桂林市
42 周文华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保税港区经济方向 本科 桂林市
43 李薇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44 黄翀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广告学 本科 桂林市
45 袁滏洁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研究生 桂林市
46 李佳颖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47 黄燕芳 女   桂林医学院 药学 本科 桂林市
48 吴旸 男   广西民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49 莫文斌 男   九江学院 美术学 本科 桂林市
50 潘雨诗 女   广西大学 哲学 本科 桂林市
51 周慧 女   广西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本科 桂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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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周艳芳 女   贵州财经大学 舞蹈学 本科 桂林市
53 石慧华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54 范贵强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55 韦玉乐 男   北方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56 黄志颖 女   桂林医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57 梁艳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58 汤亚飞 男   湖南农业大学 生态学 研究生 桂林市
59 刘奕君 女   梧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60 于桥生 男   桂林医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桂林市
61 吴连凤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62 黄庆梅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63 龙丽娟 女   梧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64 邓美玲 女   河池学院 历史学 本科 桂林市
65 姚红珍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本科 桂林市
66 秦健云 女   嘉应学院 物理学 本科 桂林市
67 邓雯丹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68 刘江政 男   广西财经学院 文秘教育 本科 桂林市
69 蒋蕾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桂林市
70 曾小玉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桂林市
71 桂梦婷 女   福建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桂林市
72 苏敏 女   钦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73 龚弯弯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74 龙巧莉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桂林市
75 马程程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76 李灵娟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桂林市
77 黄彩玉 女   广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桂林市
78 阳鹏 男   广西科技大学 统计学 本科 桂林市
79 阳丽芳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80 唐梦莹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81 马玉婷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82 叶金玉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83 李张霞 女   琼州学院 音乐学 本科 桂林市
84 董世婷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环境设计 本科 桂林市
85 秦爱萍 女   广西大学 生物工程和二专金融学 本科 桂林市
86 粟媛 女   贺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桂林市
87 蒋发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88 韦凯元 女   湖北理工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89 赵阳平 男   武汉理工大学 物流工程 本科 桂林市
90 阳娟 女   广西艺术学院 文化艺术管理 本科 桂林市
91 莫凯强 男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92 苏怡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93 苏智明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桂林市
94 于耀彩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制药工程 本科 桂林市
95 龚秋东 男   桂林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 桂林市
96 赵丽娟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97 刘小琴 女   梧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98 沈东菊 女   河池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99 粟路曼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00 杨淑练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01 米梦玲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编辑出版学 本科 桂林市
102 冯利姣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秘书学 本科 桂林市
103 曾华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104 罗裕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05 欧慧珍 女   西安工程大学 统计学 本科 桂林市
106 林丽丹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07 张琳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告学 本科 桂林市



108 钟佳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地理科学 本科 桂林市
109 欧芸圆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10 潘李丽 女   海南大学 园艺 本科 桂林市
111 胡巧露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物流管理职教师资班 本科 桂林市
112 黄洁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日语 本科 桂林市
113 唐素萍 女   百色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专业 本科 桂林市
114 王道梅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编辑出版学 本科 桂林市
115 郑军翔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制药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16 刘美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17 杨婉榕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18 秦燕 女   云南财经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桂林市
119 李林军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桂林市
120 艾素明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21 王丽萍 女   梧州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122 彭水媛 女   广西医科大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本科 桂林市
123 龙文珍 女   广西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24 刘祥军 男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桂林市
125 甘秋艳 女   河池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26 韦凯 男   广西师范大学 英语英语翻译 本科 桂林市
127 杨凡 女   钦州学院 新闻学 本科 桂林市
128 赵海霞 女   河池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29 罗宇婷 女   贺州学院 应用心理学 本科 桂林市
130 陈秋怡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31 黄恒锋 男   河池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32 唐亚元 女   广西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133 赵婵 女   广西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134 韦荣佳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35 李薇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桂林市
136 罗姣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37 陈倩 女   西南大学 动物医学 本科 桂林市
138 李小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桂林市
139 封春连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40 廖航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141 王苑 女   广西医科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42 唐艳 女   贺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43 彭文华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144 唐建 男   钦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145 蒋宗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46 蒋慧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147 秦清清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48 邓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桂林市
149 欧阳高霞 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150 熊雨超 女   钦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桂林市
151 赵璐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52 蒋晨晨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泰语 本科 桂林市
153 杨双成 男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桂林市
154 刘曼霞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 桂林市
155 王康 男   钦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156 王意超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57 梁光利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158 廖星智 男   广西民族大学 社会学 本科 桂林市
159 廖英影 女   北京印刷学院 包装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60 王凤鸣 女   广东海洋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61 徐小芳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桂林市
162 吴晓祯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网络与新媒体 本科 桂林市
163 陈薇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研究生 桂林市



164 唐维丽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教育管理方向 本科 桂林市
165 张雨婷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166 陶亚玲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67 陈静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68 邓青青 女   梧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69 蒋珍珍 女   南宁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桂林市
170 蒋惠贤 女   中南民族大学 应用心理学 本科 桂林市
171 赵婧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英语 本科 桂林市
172 蒋凤全 女   河池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73 陈雪花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74 石梦梅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175 唐之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桂林市
176 周伟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77 黄志芳 女   广西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78 陈柳任 女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79 王肖芸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桂林市
180 萧洁英 女   桂林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桂林市
181 刘莉华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英语 本科 桂林市
182 谢晓娟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桂林市
183 刘尧璇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84 肖瑶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桂林市
185 张佳意 男   广西师范大学 动画 本科 桂林市
186 莫志明 女   西南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87 韦晶莹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88 陈兰兰 女   钦州学院 美术学 本科 桂林市
189 莫玉琼 女   福建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桂林市
190 邓钰连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公共艺术 本科 桂林市
191 唐萍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桂林市
192 唐成林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193 唐梦云 女   北方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94 李晓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195 赵洋洋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196 卢丽西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本科 桂林市
197 李雪芳 女   钦州学院 新闻学 本科 桂林市
198 齐婷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桂林市
199 廖楠枫 男   南华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00 冉秀丽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201 欧卓湛 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02 雷金芳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203 文春艳 女   广西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本科 桂林市
204 张姗山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05 秦秀梅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206 于巧雅 女   西南民族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207 冯燕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桂林市
208 王丹 男   西南交通大学 凝聚态物理 研究生 桂林市
209 唐倩 女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10 李淑敏 女   河海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本科 桂林市
211 张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 本科 桂林市
212 李玩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13 邓萍萍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桂林市
214 朱倩雯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15 淡淇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教育 本科 桂林市
216 何泽银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 桂林市
217 周冬燕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学 本科 桂林市
218 唐小春 女   贺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19 宋艳萍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 桂林市



220 丁红红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21 杨展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22 文倩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本科 桂林市
223 顾亚菁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 桂林市
224 钟汶汝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桂林市
225 陆凌凤 女   广西工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桂林市
226 李春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桂林市
227 廖财亮 男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28 曾宁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日语 本科 桂林市
229 周佩华 女   贵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 本科 桂林市
230 雍榕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31 杨智钦 男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桂林市
232 朱晓玲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33 刘勇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运动康复 本科 桂林市
234 马莹莹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235 夏凡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桂林市
236 唐亚琼 女   云南警官学院 信息安全 本科 桂林市
237 黄付姣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桂林市
238 莫素芳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桂林市
239 谢仁凤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40 覃业值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241 费凡熙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42 马倩颖 女   湖北黄石理工学院 护理 本科 桂林市
243 李小会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桂林市
244 陈芝俐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财政学 本科 桂林市
245 黄蕃芳 女   梧州学院 英语翻译方向 本科 桂林市
246 张馨予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桂林市
247 莫爱媛 女   成都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桂林市
248 李芳 女   广西医科大学 药学 本科 桂林市
249 杨甲丽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50 姜洁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桂林市
251 黄鑫淞 男   广西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本科 桂林市
252 蒋小玲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253 李艳琴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桂林市
254 李俊姝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商务专业 本科 桂林市
255 范小欢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教育方向 本科 桂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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