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钟纪妹 女   梧州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玉林市
2 钟广燕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本科 玉林市
3 陈玲玲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本科 玉林市
4 梁锦美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玉林市
5 麦家英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6 谢勇鹏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制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7 钟燕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8 陈清 女   百色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玉林市
9 陈燕霞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研究生 玉林市

10 李金泽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11 钟锦云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2 潘媛媛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物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3 李晓玲 女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14 傅坤婷 女   梧州学院 法学 本科 玉林市
15 李方龙 男   百色学院 人文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6 张二月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7 卢军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本科 玉林市
18 罗露海 男   梧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19 诸葛秀弟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商务英语 本科 玉林市
20 覃丽珍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玉林市
21 梁艺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现代文秘方向 本科 玉林市
22 谭爱梅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3 张成夏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房地产经营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4 麦燕敏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5 周廷广 男   贺州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 罗翔 男   河池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27 林石冰 男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玉林市
28 刘洁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统计会计 本科 玉林市
29 龙海芬 女   河池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30 杨富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玉林市
31 邓英珍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32 伍东秀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33 黄诗稀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文秘教育 本科 玉林市
34 陈秋华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环境设计 本科 玉林市
35 曾繁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英语 本科 玉林市
36 梁玲莉 女   安徽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37 何婵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玉林市
38 梁丹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39 叶春杏 女   遵义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40 梁芸菘 男   广西师范大学 商务英语 本科 玉林市
41 吕婵 女   梧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42 卢深 男   广西工学院 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43 黄冬梅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44 陈红 女   广西大学 日语 本科 玉林市
45 阙名宇 男   广西民族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46 廖娟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园林 本科 玉林市
47 殷臣勇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48 李秋蓉 女   广西梧州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49 李钰炎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本科 玉林市
50 黄海峰 男   广西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51 梁燕双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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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戴尚秀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本科 玉林市
53 何雨芬 女   河池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玉林市
54 覃冬 女   成都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55 李甜甜 女   广西师范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玉林市
56 顾小琳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玉林市
57 陈秀珍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玉林市
58 梁金林 男   广西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玉林市
59 周万琴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建筑学 本科 玉林市
60 刘东海 男   广西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玉林市
61 罗钰山 女   贺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62 庞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英语 本科 玉林市
63 李虹蓉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64 林琳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65 罗海泉 男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玉林市
66 何昌燕 女   钦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玉林市
67 阮锡超 男   保定学院 绘画 本科 玉林市
68 樊虹余 男   百色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玉林市
69 梁玉锋 男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70 宋媛媛 女   河池学院 音乐表演 本科 玉林市
71 彭秋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72 郑易妙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73 罗晓君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74 林曼丽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75 阮春琳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76 庞超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77 薛博洲 男   桂林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78 朱文强 男   广西民族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79 李娟凤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80 郑兴萍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玉林市
81 叶婷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82 李秀丽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 本科 玉林市
83 庞艳艳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84 廉秋凤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85 欧国坤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风景园林 本科 玉林市
86 庞宏丹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 本科 玉林市
87 黄名永 男   梧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88 朱媛 女   南宁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 玉林市
89 王文凤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玉林市
90 吴键 女   贺州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玉林市
91 刘东玲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92 江锦涛 男   广西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93 汤玲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94 林小群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95 黄宗肖 女   云南中医学院 药物制剂专业 本科 玉林市
96 陈海兰 女   玉林师范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玉林市
97 赖博丹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98 蓝梅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99 庞章艳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00 陈林锋 男   梧州学院 金融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01 周育妃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02 朱春燕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日语 本科 玉林市
103 冯海凤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04 李铭辉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05 黎冬梅 女   梧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06 李晓宁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107 卓燕芹 女   百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108 梁佳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09 池玉祥 男   梧州学院 林产化工 本科 玉林市
110 孔繁秀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11 唐文遥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112 谢小玲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13 周启秀 女   贺州学院 英语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14 宁雪梅 女   钦州学院 小学教育文科 本科 玉林市
115 徐礽斌 女   广西医科大学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116 陈春憬 男   上海海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17 肖瑶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18 陈彩梅 女   梧州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119 周敬桂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 本科 玉林市
120 黄华晶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21 吕圣坤 女   广西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22 刘金玲 女   广西艺术学院 音乐学文化艺术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23 钟玲 女   百色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24 陈静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英语 本科 玉林市
125 潘礼兰 女   广西梧州学院 法学 本科 玉林市
126 徐祖泽 男   贺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127 陈秋谷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28 邓莹莹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29 梁校毓 男   湘南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玉林市
130 黄燕凤 女   广西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31 谢东玲 女   百色学院 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本科 玉林市
132 李东兰 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生 玉林市
133 陈明港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34 梁湘宇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35 李春敏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136 严肖燕 女   武汉理工大学 日语 本科 玉林市
137 李兆倬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138 梁燕云 女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科 玉林市
139 陈婷婷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应用统计学 本科 玉林市
140 李紫雁 女   西南林业大学 动画 本科 玉林市
141 梁森兰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玉林市
142 柳丽娟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应用统计学 本科 玉林市
143 梁秀坤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44 张锋 男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45 陈陆雯 女   贺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46 黄瑞麟 男   广西师范学院 机械工程职师 本科 玉林市
147 谭玉林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48 劳灿容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 玉林市
149 李虹霏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学 本科 玉林市
150 刘芬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51 宁愿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52 杨壮 男   玉林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53 文小曾 女   百色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54 周玮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155 吕英宇 男   广西师范学院 教育学 本科 玉林市
156 王业 男   河池学院 化学 本科 玉林市
157 李娜 女   河池学院 生物科学 本科 玉林市
158 阮千芸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本科 玉林市
159 姚玲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60 周一林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社会体育 本科 玉林市
161 钟良晓 女   梧州学院 英语翻译方向 本科 玉林市
162 钟善婧 女   桂林理工大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本科 玉林市
163 管彩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64 陈健锋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中文方向 本科 玉林市
165 刘小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166 罗荷洁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167 韦丹荣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日语 本科 玉林市
168 蓝湘玉 女   玉林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69 蓝翠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70 林明丽 女   贵州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生 玉林市
171 袁小梅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应用专业 本科 玉林市
172 黎海燕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玉林市
173 黄银霞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74 李广兰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玉林市
175 梁俊英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药物制剂 本科 玉林市
176 何玲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本科 玉林市
177 邓玉洁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本科 玉林市
178 何安华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79 晏深华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本科 玉林市
180 李进潘 男   广西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 本科 玉林市
181 石妙 女   玉林师范学校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82 廖保传 男   广西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183 丘金蓉 女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84 庞亮雪 女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85 黄秋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 玉林市
186 陈华铮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87 黄流锋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88 林微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小学教育文科方向 本科 玉林市
189 朱姝琪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 玉林市
190 梁丹丹 女   广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191 曾菲菲 女   贺州学院 对外汉语 本科 玉林市
192 陈珍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93 龚超 男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194 盘冬梅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195 冯洁丽 女   梧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196 杨洁 女   贺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197 邱肇坤 男   广西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本科 玉林市
198 杨丽红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玉林市
199 刘林华 女   中南民族大学 新闻学 本科 玉林市
200 林莉 女   广西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01 陈丽君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 本科 玉林市
202 甘博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203 蒋锦钰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204 覃海燕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玉林市
205 庞振凤 女   广西大学 生物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06 陆欢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玉林市
207 朱紫红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208 黄一珊 女   贺州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209 宋丽萍 女   广西工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玉林市
210 陈丹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玉林市
211 曹庆荣 女   广西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本科 玉林市
212 梁莉莉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13 何海燕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214 江艳欢 男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215 李素 女   广西财经学院 文秘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16 任玉婵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17 韦云松 男   广西大学 金融学 本科 玉林市
218 尧斯林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玉林市
219 黄玲漫 女   桂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220 刘庆新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21 郭秋红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22 黄和源 男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玉林市
223 何显焕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玉林市
224 傅曼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制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25 罗伊娴 女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艺术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26 邓娜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东南亚贸易 本科 玉林市
227 梁珍 女   贺州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玉林市
228 黄瑾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广告学 本科 玉林市
229 何卢杏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230 林晓明 男   广西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本科 玉林市
231 吕伟丽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232 黎思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玉林市
233 张英芳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玉林市
234 陈俞佑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235 莫雪铃 女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玉林市
236 江春惠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237 梁福彬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38 韦芬香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统计学 本科 玉林市
239 庞思宇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玉林市
240 谭鸿士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玉林市
241 陈雪燕 女   广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242 莫金兰 女   广西师范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玉林市
243 田维华 男   钦州学院 对外汉语 本科 玉林市
244 梁艺敏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45 陈欣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246 郑淞方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47 卜来珍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248 刘亭芳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工程力学 本科 玉林市
249 陈丹丹 女   宜春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50 赖贤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小学教育文科 本科 玉林市
251 张暖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秘书学 本科 玉林市
252 欧柔兰 女   梧州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53 黎津津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金融学 本科 玉林市
254 杨凤平 女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55 陈家庆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56 陈丽欣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257 周世城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58 邱月圆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环境科学 本科 玉林市
259 吕振希 男   钦州学院 教育学小学教育文科方向 本科 玉林市
260 苏梅霞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1 龙玉广 男   广西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 本科 玉林市
262 闫明 男   广西民族大学 国防教育与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3 罗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4 杨容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265 陈丽婷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玉林市
266 王晓雯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证券投资与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7 田秋梅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68 罗艳艳 女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269 冯文英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玉林市
270 蒋永宁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 本科 玉林市
271 吴琳珊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制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72 吕红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273 苏彦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274 陈雪婷 女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玉林市
275 蒋蕙西 女   广西科技大学 物流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76 杜莉珠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本科 玉林市
277 冯志鹏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278 梁静 女   贺州学院 秘书学 本科 玉林市
279
280

庞业声
钟淀安

男   
男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营销与策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本科

玉林市
玉林市

281 严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玉林市
282 陈思衡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本科 玉林市
283 吕思林 女   广西大学 制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84 邱俊铭 男   河池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285 庞永强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玉林市
286 陈海英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现代文秘方向 本科 玉林市
287 唐梅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288 容贤凤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289 黄一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材料化学 本科 玉林市
290 徐艳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学 本科 玉林市
291 梁远萍 女   河池学院 贸易经济 本科 玉林市
292 朱琳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293 陈婉婷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 玉林市
294 梁定婷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95 陈秋伶 女   梧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96 陈朝军 男   长江大学 石油工程 本科 玉林市
297 黎远展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98 梁婷婷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玉林市
299 刘金金 女   贺州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玉林市
300 钟东芳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港口物流 本科 玉林市
301 李豫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玉林市
302 叶威恺 男   玉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玉林市
303 周海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304 梁芸宾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玉林市
305 农淑番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本科 玉林市
306 俞玉梅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玉林市
307 邹莉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玉林市
308 刘桂铭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玉林市
309 张露月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玉林市
310 冯玲玲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玉林市
311 罗倩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学 本科 玉林市
312 梁燕妮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本科 玉林市
313 陈灿 男   桂林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玉林市
314 黄俞勇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玉林市
315 罗雅丹 女   广西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玉林市
316 吴光梅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本科 玉林市
317 邹丽艳 女   百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玉林市
318 李佳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玉林市
319 陈丹 女   贺州学院 生物工程 本科 玉林市
320 梁琼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动画 本科 玉林市
321 罗翠玲 女   广西大学 金融学 本科 玉林市
322 詹茜茜 女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玉林市
323 何林芳 男   广西师范大学 物理学 本科 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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