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蒲春燕 女    百色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2 黄显亚 男    百色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铝深加工 本科 百色市
3 陈雅利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4 黄启光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百色市
5 鄢旭 男    贺州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广告编导方向 本科 百色市
6 林国书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 本科 百色市
7 赵云霞 女    云南民族大学 化工与制药 本科 百色市
8 李银柳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百色市
9 李京 女    广西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 本科 百色市

10 邓凤凤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 本科 百色市
11 梁凤敏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百色市
12 罗文义 男    广西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百色市
13 赵翰卿 男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设计 本科 百色市
14 黄美虹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5 梁丽欣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6 赵银艺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7 曾兰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8 陆凤梅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英语 本科 百色市
19 徐丽芳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秘书学 本科 百色市
20 覃千恩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百色市
21 李彩红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百色市
22 谢艳秋 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百色市
23 杨英泉 男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百色市
24 梁小云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25 许丽琴 女    百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百色市
26 黄素理 女    百色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27 李岚 女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28 许方祯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百色市
29 罗凤敏 女    百色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 百色市
30 王凤青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百色市
31 周龙 男    广西梧州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本科 百色市
32 黄恰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33 黄怡筱 女    长江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本科 百色市
34 罗玉平 女    云南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百色市
35 黄光胜 男    广西财经学院 广告学 本科 百色市
36 龙绍稳 男    百色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百色市
37 王武豪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百色市
38 郑芝稳 男    广西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本科 百色市
39 岑凤雪 女    青海民族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 百色市
40 龚氏晚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教育 本科 百色市
41 杨武林 男    河南科技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本科 百色市
42 龙昌甲 男    青岛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百色市
43 龚昭旭 女    广西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44 黄秀妮 女    梧州学院 环境设计 本科 百色市
45 刘宏鑫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百色市
46 吴巧帝 女    梧州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百色市
47 王玉来 女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体育专业 本科 百色市
48 吴志奇 男    广西师范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百色市
49 林燕 女    广西大学 哲学 本科 百色市
50 何连班 男    北方民族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本科 百色市
51 朱云 女    广西师范大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本科 百色市

2018年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百色市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
（共190人）



52 黄佳梅 女    百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百色市
53 宋娇 女    百色学院 体育教育专业 本科 百色市
54 杨金义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百色市
55 王琼丽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56 伍星燕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会计学 本科 百色市
57 韦秀优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百色市
58 罗彬倍 男    广西外国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59 韦文政 男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法学 本科 百色市
60 韦虹桥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61 韦小妹 女    钦州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百色市
62 熊文余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国际商务 本科 百色市
63 韦雁飞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百色市
64 谭入滔 男    梧州学院 英语 本科 百色市
65 阮红润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66 陆海涛 男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百色市
67 黄春桃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百色市
68 黄瑛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本科 百色市
69 谢丽叶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70 潘丽娟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本科 百色市
71 李音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百色市
72 潘永祥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公共关系与文秘方向 本科 百色市
73 韦俨倩 女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百色市
74 马榕丹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日语 本科 百色市
75 黄辉鹤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76 潘星康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百色市
77 陈清连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百色市
78 农星真 男    钦州学院 机械工程 本科 百色市
79 谭媛元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80 梁敏萍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百色市
81 龙品如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法学 本科 百色市
82 黄梅欣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百色市
83 蒋蔚莹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 本科 百色市
84 陈向美 女    百色学院 社会体育专业 本科 百色市
85 蒙槿 女    广西大学 生态学 本科 百色市
86 覃丽华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百色市
87 甘桦源 女    广西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本科 百色市
88 李雨书 女    广西大学 行政管理 研究生 百色市
89 冯秋芬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百色市
90 杨振兴 男    湖南文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91 欧铸漩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环境科学 本科 百色市
92 陈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本科 百色市
93 王颖珉 女    广西艺术学院 文化艺术管理 本科 百色市
94 杨长钫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 本科 百色市
95 梁梦婷 女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百色市
96 王姮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百色市
97 姚巧丽 女    广西大学 越南语 本科 百色市
98 何雪芬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 本科 百色市
99 冉新玲 女    广西艺术学院 绘画 本科 百色市

100 龙凤飞 女    百色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本科 百色市
101 刘丽娇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公共关系学 本科 百色市
102 陆永快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化学 本科 百色市
103 岑彩萍 女    桂林医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本科 百色市
104 班雅静 女    山东师范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 百色市
105 朱玉娇 女    河池学院 历史学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06 王栏霏 女    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百色市
107 熊丽 女    广西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本科 百色市



108 廖世孔 男    百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09 许英晓 女    右江民族医学院 预防医学 本科 百色市
110 覃惠荟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11 徐锡沂 男    广西师范大学 社会体育 本科 百色市
112 陆建堂 男    广西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13 杨世优 男    中央民族大学 体育教育 本科 百色市
114 何子孺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统计学 本科 百色市
115 黄彩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广告学 本科 百色市
116 吴丽叶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网络与新媒体 本科 百色市
117 杨秋 女    广西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百色市
118 梁富宁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地理科学 本科 百色市
119 韦何慧 女    广西民族大学 通信工程铁道通信与信息化 本科 百色市
120 李黎 男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本科 百色市
121 阮秋娜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学 本科 百色市
122 李海丹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方向 本科 百色市
123 马玲玉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学 本科 百色市
124 周作树 男    百色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百色市
125 梁爱翔 女    百色学院 英语 本科 百色市
126 黎燕婷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百色市
127 李达铎 男    华中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历史 研究生 百色市
128 覃金香 女    北京化工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29 谭海飞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30 王丽霞 女    桂林医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31 黄勉 女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32 黄诗博 女    钦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33 黄晓鸣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34 凌蓓思 女    西北民族大学 法学 本科 百色市
135 邓苏郁 女    百色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36 凌玉英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37 黄春道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38 林小雪 女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39 岑文歆 女    桂林医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百色市
140 谷小娟 女    安阳工学院 网络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41 农璐 女    海口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 百色市
142 卢秀妹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43 李铭 男    凯里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百色市
144 黄海规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百色市
145 周桂勤 女    河池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46 莫芳婷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百色市
147 黄赞威 男    广西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百色市
148 黄晓曼 女    钦州学院 教育学 本科 百色市
149 韦东恩 男    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50 陆捷 男    河池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51 梁双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152 黄庆宁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53 刘金月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百色市
154 邓文辉 男    广东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55 罗朝峰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百色市
156 郎武芳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57 韦养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58 岑美芝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59 何宇浩 男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百色市
160 时桂楼 女    钦州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百色市
161 谢冬方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广告学 本科 百色市
162 罗忠材 男    桂林医学院 市场营销医药方向 本科 百色市
163 农玉群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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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富萍
李红颖
李丹妹

女    
女    
女    

玉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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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市
百色市
百色市

167 赵宿帅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68 黄雪妮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 百色市
169 许宜诺 男    百色学院 音乐表演 本科 百色市
170 陆兰甜 女    河池学院 生物科学 本科 百色市
171 李丽芳 女    广西师范学院 环境科学 本科 百色市
172 卢丽微 女    广西科技大学 金融学 本科 百色市
173 卢肖群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秘书学 本科 百色市
174 陆红珍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75 敬敏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公共政策学 本科 百色市
176 覃琪雅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77 钟露妮 女    广西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本科 百色市
178 陆芸芸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百色市
179 农艳菲 女    广西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80 何丽梅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百色市
181 农凤甜 女    百色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82 牙科桦 男    梧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百色市
183 古斌 男    百色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 百色市
184 黄兰英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 百色市
185 杨翔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百色市
186 罗海兰 女    贺州学院 英语 本科 百色市
187 陆丽华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本科 百色市
188 罗庆多 男    广西大学 自动化 本科 百色市
189 黄健 男    百色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百色市
190 农慧 女    广西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本科 百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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