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刘虹霞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2 谭林祥 男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梧州市
3 黎锦碧 女   贺州学院 生物工程 本科 梧州市
4 魏上杰 男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梧州市
5 何金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财务会计教育 本科 梧州市
6 莫丽萍 女   阜阳师范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梧州市
7 赖科桦 男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梧州市
8 吴妙妙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税务 本科 梧州市
9 李秀丽 女   陕西咸阳师范学院 产品设计 本科 梧州市

10 肖桂凤 女   贺州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梧州市
11 董晓燕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梧州市
12 黄泳雯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英语 本科 梧州市
13 陈冬东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4 苏金芳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梧州市
15 叶映彤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梧州市
16 林国华 男   中国矿业大学 地质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7 李永秀 女   桂林电子科级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 梧州市
18 胡盛娴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9 钟璧莲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梧州市
20 黄小莉 女   梧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梧州市
21 覃梦华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梧州市
22 欧夏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梧州市
23 高子惠 女   河池学院 贸易经济 本科 梧州市
24 徐美华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梧州市
25 蓝嘉妮 女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物流工程 本科 梧州市
26 黎永昌 男   广西财经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梧州市
27 黎苏漫 女   百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本科 梧州市
28 谢贵宇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29 钟坚芳 女   梧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梧州市
30 霍伟坚 男   广西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演艺策划与管理 本科 梧州市
31 梁冰夏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32 曾文燕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梧州市
33 黄雁平 女   百色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34 杨金龙 男   广西贺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梧州市
35 肖婷婷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动画专业 本科 梧州市
36 黄玉婵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法学 本科 梧州市
37 陈立佳 男   贺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38 张莎敏 女   梧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梧州市
39 刘灿凤 女   贺州学院 美术学 本科 梧州市
40 梁艳秋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41 刘海花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42 钟嘉娟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梧州市
43 黎炳燕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44 梁金丽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文秘教育和财务管理 本科 梧州市
45 钟沛妤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梧州市
46 乐渭林 男   贺州学院 应用化学 本科 梧州市
47 潘品秀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梧州市
48 施娇娟 女   梧州学院 工业设计 本科 梧州市
49 黎荣珍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教育管理方向 本科 梧州市
50 陈炳其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法学专业 本科 梧州市
51 李斌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梧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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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覃国强 男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画 本科 梧州市
53 李思欣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梧州市
54 莫栋渭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梧州市
55 陈天来 男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梧州市
56 苏金豪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57 唐雯雯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梧州市
58 谢灵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本科 梧州市
59 黄誉花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本科 梧州市
60 李春锋 男   广西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61 李雨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梧州市
62 莫运新 男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梧州市
63 何金玲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64 陆美含 女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本科 梧州市
65 陈文剑 男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66 邓林海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梧州市
67 蔡韶芳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68 李艳桃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 本科 梧州市
69 陆发献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梧州市
70 黄国柱 男   河池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 梧州市
71 杨林燕 女   河池学院 小学教育语文教育方向 本科 梧州市
72 苏秀红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73 李鑫 男   广西师范大学 动画 本科 梧州市
74 陈冬萍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 梧州市
75 谢金玲 女   钦州学院 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方向 本科 梧州市
76 梁小燕 女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梧州市
77 梁孔月 女   河池学院 美术学 本科 梧州市
78 陈思思 女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梧州市
79 李炎彰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梧州市
80 陈伟超 男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生 梧州市
81 邓杰成 男   钦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82 赵福群 女   梧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83 陈妍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 梧州市
84 黄海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学 研究生 梧州市
85 韦艳坤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86 韩泳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梧州市
87 陈向辉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梧州市
88 吴其芳 女   贺州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新闻编导方向 本科 梧州市
89 禤灿东 男   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梧州市
90 卢仙 女   广西大学 生物工程 本科 梧州市
91 罗银妮 女   广西大学 新闻学 本科 梧州市
92 李柳清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梧州市
93 莫海葵 女   桂林医学院 护理学 本科 梧州市
94 林丹凤 女   梧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95 甘寿勇 男   梧州学院 环境设计 本科 梧州市
96 杨文豪 男   梧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97 霍冰洁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梧州市
98 李晓华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99 赵冬梅 女   河池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梧州市

100 仰秀云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01 卢冬东 女   井冈山大学 环境科学 本科 梧州市
102 甘狄辉 男   贺州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梧州市
103 刘海滢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梧州市
104 卢兰香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梧州市
105 谭健梅 女   桂林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06 萧暘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07 程雪梅 女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08 李键一 男   贺州学院 应用心理学 本科 梧州市
109 黄韵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梧州市
110 刘慧冰 女   钦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11 陈嘉丽 女   贺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本科 梧州市
112 黄洪枝 女   玉林示范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113 冼盛敏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越南语 本科 梧州市
114 杨欣怡 女   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学理论 研究生 梧州市
115 钟丽 女   广西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梧州市
116 陈秋嫚 女   桂林医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梧州市
117 蓝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统计学 本科 梧州市
118 覃业媚 女   广西医科大学 英语 本科 梧州市
119 黄伟连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20 黄柳妮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21 彭健 男   玉林师范学院 园林 本科 梧州市
122 侯嘉琳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23 邹凤飞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本科 梧州市
124 蒙燕飞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经济学专业 本科 梧州市
125 何丽 女   广西大学 英语和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126 潘洁华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 梧州市
127 梁丽清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28 霍俊林 男   贺州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29 李柱添 男   贺州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梧州市
130 谢汝华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131 杨丽燕 女   广西艺术学院 广告学广告策划 本科 梧州市
132 唐晓燕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梧州市
133 欧阳春林 男   越南岘港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34 卢传荣 男   广西民族大学 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135 莫焕碧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136 欧阳春霞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137 曾小梅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138 刘嘉铭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财务会计教育 本科 梧州市
139 梁慧 男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梧州市
140 邓少桎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41 郭园园 女   桂林理工大学 风景园林 本科 梧州市
142 吴隽永 男   广西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43 柯嘉欣 女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梧州市
144 苏庆銮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45 周金秀 女   贺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46 罗君钰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财政学 本科 梧州市
147 严金燕 女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48 梁春海 男   钦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149 严扬静 女   贺州学院 思想政教育 本科 梧州市
150 刘国楷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51 邓洪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梧州市
152 曾凤青 女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53 何燕娇 女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54 邓丽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动画 本科 梧州市
155 吴婉溦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方向 本科 梧州市
156 蒙银昌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57 陆洁玲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58 严梓焕 男   湖北警官学院 法学司法鉴定 本科 梧州市
159 周璇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 本科 梧州市
160 程瑶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设计 本科 梧州市
161 郭树明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 本科 梧州市
162 韦灵瑾 女   贺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63 陈兆业 男   广西教育学院 法学 本科 梧州市



164 李明 男   广西民族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梧州市
165 潘艺锋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66 周玉婷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梧州市
167 梁恒源 男   广西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本科 梧州市
168 陈石凤 女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英语方向 本科 梧州市
169 谢小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梧州市
170 吴春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梧州市
171 席加旭 男   梧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梧州市
172 林洪秋 女   广西梧州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梧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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