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陈美 女   桂林医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北海市
2 王丽梅 女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北海市
3 叶健有 男   梧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 梁子芸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北海市
5 李艳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统计学 本科 北海市
6 王远传 男   枣庄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北海市
7 张亮亮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北海市
8 谢剑辉 男   河池学院 物理学 本科 北海市
9 缪镇泽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北海市

10 张晶晶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本科 北海市
11 林楠 女   山东省烟台市鲁东大学 经济学 本科 北海市
12 周慧 女   梧州学院 英语 本科 北海市
13 易红远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法学 本科 北海市
14 周雪盈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本科 北海市
15 张秀秀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北海市
16 林才莲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北海市
17 黎春妮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北海市
18 王海琼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北海市
19 何佩聪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北海市
20 檀正闻 男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动画 本科 北海市
21 梁威 男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北海市
22 潘小兰 女   广西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北海市
23 颜振发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金融学 本科 北海市
24 刘海燕 女   南宁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北海市
25 彭亭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北海市
26 劳日玲 女   武汉理工大学 英语 本科 北海市
27 陈运思 女   广西梧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北海市
28 吴观英 女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北海市
29 林承祚 男   广西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北海市
30 许承波 男   华中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北海市
31 李香磊 男   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教育 本科 北海市
32 陈思路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本科 北海市
33 袁子强 男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北海市
34 张露蓉 女   桂林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北海市
35 李东轩 男   广西师范学院 美术学 本科 北海市
36 徐海瑛 女   湖州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 北海市
37 蔡慧萍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北海市
38 彭颖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北海市
39 陈洁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海市
40 莫珊 女   汉口学院 音乐学 本科 北海市
41 何安婷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2 廖兰芳 女   南宁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3 杨玉霞 女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加工与安全 研究生北海市
44 郭骏凤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5 吴菲菲 女   广西大学行建文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6 盘叶颖 女   广西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本科 北海市
47 莫家敏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北海市
48 李绍翔 男   云南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本科 北海市
49 杨宇建 男   广西大学 安全工程 本科 北海市
50 黄洁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统计学 本科 北海市
51 张正兰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文秘教育 本科 北海市

2018年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北海市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
（共122人）



52 林萍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本科 北海市
53 李文芳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北海市
54 庾燕芳 女   广西科技大学 自动化 本科 北海市
55 叶植静 女   百色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北海市
56 梁粤峰 男   河池学院 网络工程 本科 北海市
57 梁艳杏 女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北海市
58 沈小娜 女   广西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北海市
59 何建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北海市
60 符翠翠 女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北海市
61 邹翠峰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北海市
62 陈桂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现代文秘方向 本科 北海市
63 莫小娟 女   四川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本科 北海市
64 曾慧娴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统计学 本科 北海市
65 庞家荣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北海市
66 周洁 女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北海市
67 韦英雅 男   钦州学院 航海技术 本科 北海市
68 林忠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北海市
69 莫春梅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北海市
70 黎机玲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北海市
71 王艳芳 女   百色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北海市
72 温绮馨 女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北海市
73 骆振彩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北海市
74 陈燕 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北海市
75 袁德敏 女   贺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海市
76 张叶婵 女   安顺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北海市
77 龙宣汛 男   广西大学 水产养殖学 本科 北海市
78 林碧华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北海市
79 沈观娇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历史学历史文化旅游方向 本科 北海市
80 吴晓东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81 陈莉莉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82 陈桂芳 女   山西大学 法学 本科 北海市
83 吴慧凤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84 苏丕满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英语 本科 北海市
85 符蓉 女   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学 本科 北海市
86 麦建欢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北海市
87 苏扬婷 女   百色学院 人文教育 本科 北海市
88 张圆庆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89 朱海燕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英语 本科 北海市
90 曾雪梅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北海市
91 刘权蔚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北海市
92 庞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北海市
93 李巽 男   梧州学院 法学 本科 北海市
94 杨薇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北海市
95 莫艳燕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思政 研究生北海市
96 李青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教育 本科 北海市
97 钟丽伶 女   梧州学院 制药工程 本科 北海市
98 庞其琪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 本科 北海市
99 廖民威 男   贺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海市

100 陈丽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北海市
101 陈凤康 男   九江学院 绘画 本科 北海市
102 沈扬松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北海市
103 陈华秋 女   广东培正学院 日本语 本科 北海市
104 周小燕 女   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本科 北海市
105 黄嘉倩 女   广西梧州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 北海市
106 罗世健 男   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教育 本科 北海市
107 谢紫婷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 本科 北海市



108 林小卉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北海市
109 苏侃 女   广西大学 管理科学 本科 北海市
110 庞贵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海市
111 何建蓉 女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北海市
112 陈瑛瑛 女   贺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北海市
113 叶其蓉 女   衡阳师范学院 绘画 本科 北海市
114 陈扬 女   广西大学 自动化 本科 北海市
115 吴婵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116 黄小桃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北海市
117 谢佳芹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北海市
118 董文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学 本科 北海市
119 洪梅珍 女   钦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海市
120 林炳军 男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北海市
121 龙先丽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北海市
122 梁亮 女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北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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