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选聘意向
1 罗海艺 女    百色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崇左市
2 农丽花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崇左市
3 韦畅林 男    梧州学院 法学 本科 崇左市
4 梁月玲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崇左市
5 农春梅 女    桂林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6 李楚伊 女    梧州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崇左市
7 冯玉美 女    百色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崇左市
8 刘静兰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英语 本科 崇左市
9 莫璧蜻 女    广西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本科 崇左市

10 王云峰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崇左市
11 甘秀娟 女    贺州学院 英语 本科 崇左市
12 覃永丽 女    玉林师范学院 经济学 本科 崇左市
13 龙心宇 女    云南农业大学 工业工程 本科 崇左市
14 覃如珍 女    广西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崇左市
15 钟秋萍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自动化 本科 崇左市
16 罗彩洁 女    贺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崇左市
17 郭碧霞 女    桂林理工大学 自动化专业 本科 崇左市
18 吴胜勤 男    广西科技大学 金融学 本科 崇左市
19 何建雄 男    广西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崇左市
20 甘开秀 女    广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本科 崇左市
21 邓镇连 女    桂林理工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本科 崇左市
22 陈倩云 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 特许经营管理 本科 崇左市
23 甘露颖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园林 本科 崇左市
24 黄兰英 女    钦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崇左市
25 黄浩逵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崇左市
26 郭志康 男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崇左市
27 苏妍瑾 女    吉首大学 工商管理 本科 崇左市
28 骆光剑 男    哈尔滨石油学院 石油工程 本科 崇左市
29 白莹 女    西北民族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崇左市
30 胡宁燕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学 本科 崇左市
31 陆永玲 女    钦州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崇左市
32 谢钰莲 女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对外汉语 本科 崇左市
33 韦美贤 女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崇左市
34 肖活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崇左市
35 甘连景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崇左市
36 潘富文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崇左市
37 王春玲 女    泉州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崇左市
38 张典 女    广西科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崇左市
39 黄英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国贸 本科 崇左市
40 李秀萍 女    贺州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崇左市
41 薛洁玲 女    广西工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崇左市
42 何媛 女    广西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 本科 崇左市
43 黄丹媚 女    玉林师范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 崇左市
44 阮金珍 女    贺州学院 生物工程 本科 崇左市
45 黄莉 女    钦州学院 英语 本科 崇左市
46 张春霞 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 本科 崇左市
47 黎慧钗 女    泰国庄甲盛皇家大学 泰语专业 本科 崇左市
48 周丽芬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崇左市
49 黄志葵 女    百色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崇左市
50 王永才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崇左市
51 唐巨鹏 男    梧州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崇左市
52 凌丽倩 女    广西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 崇左市

2018年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崇左市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
（共99人）



53 农俏 女    广西财经学院 保险学 本科 崇左市
54 张娇芊 女    贺州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崇左市
55 董书言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安全工程 本科 崇左市
56 黄彬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崇左市
57 梁燕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58 李秋燕 女    广西外国语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崇左市
59 李钦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社会体育 本科 崇左市
60 罗艳红 女    百色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崇左市
61 梁芳玉 女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本科 崇左市
62 李秀莲 女    广西百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63 何志明 男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本科 崇左市
64 陶彦名 女    钦州学院 英语 本科 崇左市
65 黄月凤 女    辽宁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崇左市
66 农彦安 男    广西梧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67 涂捷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 本科 崇左市
68 严晓虹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崇左市
69 李东贤 女    广西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崇左市
70 严彩晴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崇左市
71 陈振强 男    台州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72 彭雪颖 女    上海师范大学 档案学 本科 崇左市
73 李佳颖 女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法学 本科 崇左市
74 农丽婷 女    广西工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崇左市
75 岑通 男    广西民族大新相思湖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崇左市
76 杨正杰 男    玉林师范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崇左市
77 黄鹏举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 崇左市
78 张献环 女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编辑出版学 本科 崇左市
79 黄伟光 男    河池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崇左市
80 韦维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本科 崇左市
81 黄建锋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本科 崇左市
82 宾国玲 女    广西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崇左市
83 黄彬彬 男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经济学 本科 崇左市
84 李榕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物理学师范类 本科 崇左市
85 陆晓寒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历史学历史文化旅游方向 本科 崇左市
86 禤萍儿 女    百色学院 化学 本科 崇左市
87 何文杰 男    右江民族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 崇左市
88 陆建婷 女    广西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崇左市
89 唐雪萍 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 本科 崇左市
90 陆家艳 女    贺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现代文秘方向 本科 崇左市
91 钱保颂 男    钦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崇左市
92 黄桂春 女    玉林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崇左市
93 刘桂花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 崇左市
94 董珍妹 女    广西师范大学 应用化学 本科 崇左市
95 赵卫东 男    湖北民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崇左市
96 黄慧芳 女    四川警察学英语 秘书学 本科 崇左市
97 黄峥 男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崇左市
98 言经官 男    广西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崇左市
99 许小娟 女    玉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崇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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