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黄春梅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河池市
2 陆玉碧 男   广西师范大学 机电一体化 本科 河池市
3 何娟慧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英语 本科 河池市
4 张昂扬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方向 本科 河池市
5 黄世谊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环境科学 本科 河池市
6 韦华妹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安全工程 本科 河池市
7 熊李 女   河池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河池市
8 黄秀珍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河池市
9 覃冬勤 女   河池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河池市

10 李美月 女   钦州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11 覃纪富 男   沈阳建筑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河池市
12 韦雪梅 女   广西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 本科 河池市
13 覃爱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河池市
14 蓝秋圆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河池市
15 韦腾 女   广西财经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河池市
16 韦海霞 女   河池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河池市
17 蓝照贵 男   广西师范大学 环境设计 本科 河池市
18 黄春蓉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法学 本科 河池市
19 韦喜斌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本科 河池市
20 韦何洁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本科 河池市
21 梁小薇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 河池市
22 黄菲 女   广西大学 木材科学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23 韦告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24 何琴英 女   广西民族大学 公共政策学 本科 河池市
25 韦炳献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河池市
26 蓝艳妮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河池市
27 黄志战 男   广西师范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28 马庆春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29 韦淑娟 女   广西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本科 河池市
30 潘柳明 女   钦州学院 油气储运工程 本科 河池市
31 韦加矗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经济学 本科 河池市
32 韦缓春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编辑出版学 本科 河池市
33 周艳湘 女   广西医科大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本科 河池市
34 罗唯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英语 本科 河池市
35 廖桂月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经济学 本科 河池市
36 牙香璐 女   河池学院 统计学 本科 河池市
37 黄彩春 女   右江民族医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级 本科 河池市
38 李春裕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河池市
39 杨再贵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河池市
40 蒙艳欧 女   海南大学 草业科学 本科 河池市
41 蒙林婷 女   右江民族医学院 英语 本科 河池市
42 蒙玉雷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保险 本科 河池市
43 兰晓弄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河池市
44 黄淑泉 女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河池市
45 叶入银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商务英语 本科 河池市
46 宋首倩 女   河池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河池市
47 潘会新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48 韦丽雪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河池市
49 唐翠凰 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日语 本科 河池市
50 陆引 女   钦州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河池市
51 韦珍玲 女   广西师范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本科 河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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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黄萃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社会学 本科 河池市
53 蓝美玲 女   广西大学 化学 本科 河池市
54 韦树泽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55 刘思妤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材料化学 本科 河池市
56 韦兴柳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本科 河池市
57 周玲玲 女   桂林理工大学 物流管理 本科 河池市
58 蒙万琳 女   广西财经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科 河池市
59 覃柳雪 女   钦州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河池市
60 石慧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社会学 本科 河池市
61 李雯霞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商务英语 本科 河池市
62 廖小暖 女   钦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63 覃梦芝 女   广西民族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河池市
64 韦小娜 女   广西民族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河池市
65 韦开露 女   广西财经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 河池市
66 林彩雪 女   云南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河池市
67 孔丹红 女   右江民族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 河池市
68 陆金恩 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69 罗晓芳 女   西北民族大学 金融学 本科 河池市
70 石恒安 男   广西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河池市
71 吴家怀 男   广西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72 张运河 男   南宁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河池市
73 陆龙芝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河池市
74 高玚 男   黑龙江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本科 河池市
75 覃玉婷 女   贺州学院 商务英语 本科 河池市
76 孙慧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河池市
77 刘世超 男   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河池市
78 莫红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公共关系与文秘 本科 河池市
79 熊仲强 男   梧州学院 工业设计 本科 河池市
80 周静茜 女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 河池市
81 郭腾腾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河池市
82 吴星卫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河池市
83 覃恺媛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金融工程 本科 河池市
84 谭莎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社会学 本科 河池市
85 韩丽娜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河池市
86 梁灵尚 男   贺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87 韦玲艳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河池市
88 罗建松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河池市
89 韦冬云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化学 本科 河池市
90 何东平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税收学 本科 河池市
91 韦小意 男   广西大学 信息安全 本科 河池市
92 施慧圆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河池市
93 谭闪闪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94 韦粮林 男   贺州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河池市
95 韦朝闯 男   梧州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河池市
96 韦娜 女   莆田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河池市
97 班富杰 男   广西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本科 河池市
98 陈兰青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河池市
99 牙艳双 女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100 王会猜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金融学 本科 河池市
101 罗荣慧 女   广西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河池市
102 梁智 男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本科 河池市
103 刘宜富 男   河池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河池市
104 韦忻妤 女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建筑学 本科 河池市
105 陆锋 男   广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106 蓝柳叶 女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学 本科 河池市
107 覃建觉 男   梧州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本科 河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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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刘忠湫 男   桂林医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河池市
111 覃海贞 女   桂林医学院 市场营销医药方向 本科 河池市
112 廖英节 女   梧州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河池市
113 韦祎 男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新闻学 本科 河池市
114 韦选关 男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河池市
115 马倩倩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河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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