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杨奇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学 本科 钦州市
2 陈奕娴 女    广西民族大学 越南语国家基地班 本科 钦州市
3 刘紫桃 女    梧州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钦州市
4 卓小琳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 钦州市
5 苏立徕 男    广西民族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 钦州市
6 黄万强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 本科 钦州市
7 檀正柳 男    东北石油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钦州市
8 岑观丽 女    中原工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本科 钦州市
9 莫自波 男    广西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0 梁文忠 女    河池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钦州市
11 吴月铨 男    宁夏大学 经济学 本科 钦州市
12 劳趣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3 莫少林 女    钦州学院 英语 本科 钦州市
14 谭秋焜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5 周雪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钦州市
16 滕冬铭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本科 钦州市
17 陈燕霞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英语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8 邓淼丹 女    贺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9 杨文妍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秘书学 本科 钦州市
20 黄彩媚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21 谭倩霞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钦州市
22 李其迎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钦州市
23 莫秋梅 女    百色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 钦州市
24 胡世明 男    百色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钦州市
25 黄宏力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本科 钦州市
26 梁王华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 本科 钦州市
27 吴梦兰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钦州市
28 谢毓量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机械工程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钦州市
29 刘燕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30 马茜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金融学 本科 钦州市
31 陈成杰 男    贺州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钦州市
32 张世新 男    华南农业大学 水产养殖学 本科 钦州市
33 姚聪镇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物理学 本科 钦州市
34 梁敏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钦州市
35 蔡卓著 男    广西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钦州市
36 徐燕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泰语 本科 钦州市
37 张浪 男    梧州学院 林产化工 本科 钦州市
38 刘海瑞 男    沈阳体育学院 新闻学 本科 钦州市
39 宁桂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钦州市
40 黄星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钦州市
41 陆敏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钦州市
42 张家菊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钦州市
43 陈汉霖 男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钦州市
44 李碧薇 女    钦州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钦州市
45 蒙月娟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钦州市
46 龙婷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钦州市
47 李莹柳 女    钦州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教育 本科 钦州市
48 吴伟高 男    钦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钦州市
49 莫振华 男    天津商业大学 行政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0 吴卫珊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1 钟铃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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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骆玉宇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3 庞振发 男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钦州市
54 黄家艳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5 苏小良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钦州市
56 吴玉娇 女    江西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本科 钦州市
57 覃俏红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8 黄青意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钦州市
59 温锦倩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钦州市
60 陈杰爱 男    广西师范大学 农学专业 本科 钦州市
61 林凤丽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钦州市
62 利达跃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钦州市
63 郭昭荣 男    玉林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钦州市
64 区善高 男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钦州市
65 林佩怡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钦州市
66 谢秋红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钦州市
67 颜致琴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秘书学 本科 钦州市
68 廖淑清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69 郭鑫 男    钦州学院 音乐学 本科 钦州市
70 刘巧珍 女    贺州学院 应用化学 本科 钦州市
71 张靖瑜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 本科 钦州市
72 袁瑞钰 女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73 胡礼红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钦州市
74 黄珊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75 黄冠华 男    中南民族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钦州市
76 黄艳华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材料化学 本科 钦州市
77 李园园 女    钦州学院 产品设计 本科 钦州市
78 黄志骁 男    广西艺术学院 雕塑系 本科 钦州市
79 利燕 女    广西师范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钦州市
80 陈丽虹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钦州市
81 黄玮坛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钦州市
82 黄秋荣 女    玉林师范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钦州市
83 李嘉怡 女    钦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钦州市
84 左敏 女    钦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85 袁成宽 男    广西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钦州市
86 伍志想 男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 钦州市
87 邓焕玲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本科 钦州市
88 吴宛真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钦州市
89 李宏国 男    广西科技大学 自动化 本科 钦州市
90 韦宛彤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 钦州市
91 胡翠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钦州市
92 张宏山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 本科 钦州市
93 蓝婷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94 陈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钦州市
95 杨洁 女    广西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 本科 钦州市
96 苏致平 男    广西民族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97 裴悦崧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钦州市
98 尧金灵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钦州市
99 黄天梅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00 祝城宗 男    钦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01 张富东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机械工程数控技术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02 宁玉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经济学专业 本科 钦州市
103 唐海丽 女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04 曾祥赢 男    钦州学院 海洋生物制药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05 韦芳婷 女    南宁学院 会计学 本科 钦州市
106 曾丽桥 女    泰国清迈皇家大学 国际商务 本科 钦州市
107 周云霞 女    钦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钦州市



108 李智婷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09 彭怡玲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10 朱虹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钦州市
111 黄明健 男    广西民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钦州市
112 张媛媛 女    宁波大学 法学 本科 钦州市
113 李丹红 女    云南民族大学 编辑出版学专业 本科 钦州市
114 陈倪西 女    北京语言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钦州市
115 莫庆玲 女    贺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16 罗程月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思政 研究生 钦州市
117 何永晶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18 陈思稳 男    河池学院 新闻学 本科 钦州市
119 邓相怡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钦州市
120 黄铭孝 男    钦州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钦州市
121 赖瑞连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审计学 本科 钦州市
122 邓永红 男    贺州学院 应用化学 本科 钦州市
123 卢诗俏 女    百色学院 物理学 本科 钦州市
124 黄俊鹏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钦州市
125 欧秀芳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26 谭桂荣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本科 钦州市
127 张丽琼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园林 本科 钦州市
128 符芸 女    梧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钦州市
129 彭越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钦州市
130 吴永振 男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31 邓棹林 女    钦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32 蔡英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纺织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33 梁剑妹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英语 本科 钦州市
134 苏晓霞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35 黄世历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36 覃艳 女    钦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钦州市
137 陆宇莹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法学 本科 钦州市
138 陈美全 女    广西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钦州市
139 曹萍 女    广西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物流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40 韦冬柳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科 钦州市
141 黄永兰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42 凌永燃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43 周金清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钦州市
144 李欣桦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应用统计学 本科 钦州市
145 黄欣慧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46 谭雪媚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安全工程 本科 钦州市
147 易思丹 女    钦州学院 新闻学 本科 钦州市
148 陈静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钦州市
149 符慧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本科 钦州市
150 钟运仰 男    广西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钦州市
151 许少凤 女    梧州学院 工业设计 本科 钦州市
152 钟运仰 男    广西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钦州市
153 梁椿方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钦州市
154 梁珍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钦州市
155 陈飞飞 女    百色学院 人文教育 本科 钦州市
156 苏怡颖 女    百色学院 化学 本科 钦州市
157 宁其晖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经济学 本科 钦州市
158 秦海芳 女    钦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59 陈雪梅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钦州市
160 温碧霞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编辑出版学 本科 钦州市
161 余雨婷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金融学 本科 钦州市
162 周柔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钦州市
163 覃艳秋 女    钦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经济数学方向 本科 钦州市



164 苏丽福 女    百色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钦州市


	钦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