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江文凤 女   河池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 杨倩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3 杨雅惠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防城港市
4 汤映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本科 防城港市
5 谭海芳 女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会计 本科 防城港市
6 王槐婷 女   梧州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防城港市
7 曾庆芳 女   广西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8 刘鸿 男   河池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防城港市
9 张悦群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防城港市

10 韦彩条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11 李宾 男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12 钟寿德 男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防城港市
13 凌树颜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防城港市
14 杨嫚玲 女   钦州学院 英语 本科 防城港市
15 李荣新 男   广西工学院 工业工程 本科 防城港市
16 覃如意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17 庞秋霞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防城港市
18 郭熙宁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19 李青蓉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0 颜雪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广告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1 何宇 男   河池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2 唐佳节 女   广西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防城港市
23 黄咏 男   广西财经学院 税收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4 邓奎礼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25 龚敬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26 文金梅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防城港市
27 吴佩珊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防城港市
28 李纳 女   百色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防城港市
29 陆天娥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防城港市
30 黎冲天 男   百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防城港市
31 符超惠 女   贵州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32 黄鸿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防城港市
33 蒋丽茜 女   云南中医学院 中药资源与开发 本科 防城港市
34 黄永艳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防城港市
35 张婷婷 女   贺州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防城港市
36 卢明芬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37 钱建萍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法学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38 吴志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信息安全 本科 防城港市
39 沈丕园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新闻与现代传媒 本科 防城港市
40 施文鹏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生防城港市
41 黄露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防城港市
42 许程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防城港市
43 邓郑燕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防城港市
44 王建欢 女   百色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防城港市
45 梁晓玲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专业 本科 防城港市
46 岳婷婷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防城港市
47 廖熙财 男   广西科技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48 张琼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49 张一莹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防城港市
50 钟梅青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防城港市
51 张敏华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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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黄李玲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防城港市
53 韦元兴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防城港市
54 张潇元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防城港市
55 陈惠婷 女   河池学院 音乐学 本科 防城港市
56 韦玉佳 男   广西大学 植物保护 本科 防城港市
57 刘美萍 女   榆林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防城港市
58 梁秋婷 女   河池学院 对外汉语 本科 防城港市
59 许靖雨 女   广西大学 会计学 本科 防城港市
60 吴秋凡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防城港市
61 周晨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美术学 本科 防城港市
62 黄冰莹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防城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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