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学院2022届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奖励申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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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燕铭 201813000512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容县 原建档立卡 是 东莞厚德幼儿园 300.00 

2 陈永兰 201813000518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北流市平政镇初级中学 500.00 

3 杨玉婷 201813000521 汉语国际教育 陕西省山阳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柞水县小岭镇九年制学校 300.00 

4 刘宇婷 201813000526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是 博白县旺茂镇六田村小学 800.00 

5 黄佳琪 201813000527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 特岗教师 是 百色市田阳区第四初级中学 800.00 

6 罗彩霞 201813000529 汉语国际教育 陕西省略阳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汉中市育才初级中学 300.00 

7 梁永任 201813000531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南宁市 特岗教师 否 兴业县教育局 500.00 

8 张明慧 201813000535 汉语国际教育 陕西省榆林市 西部计划 否 三江县古宜镇第二中学 3000.00 

9 卢秋宇 201813000536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容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容县容州镇第二中学 300.00 

10 韦凡玉 201813000548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忻城县 原建档立卡 是 雁山区委政法委 300.00 

11 赵雪梅 201813000552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天等县 特岗教师 否 天等县教育局 500.00 

12 姚慧文 201813000559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否 桂平市罗秀镇第一初级中学 500.00 

13 李姿倩 201813000560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特岗教师 否 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二中 500.00 

14 张芸倩 201813000006 汉语言文学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特岗教师 否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教育体育局 500.00 

15 周业发 201813000014 汉语言文学 广西大新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崇左市大新县教育局 500.00 

16 葛姝伶 201813000024 汉语言文学 广西扶绥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教育局 500.00 

17 王思婷 201813000032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博白县启德中学 300.00 

18 张羚 201813000039 汉语言文学 广西钦州市 西部计划 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5000.00 

19 覃晓坤 201813000050 汉语言文学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灵山县平山中学 500.00 

20 何琰 201813000052 汉语言文学 陕西省宁强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宁强县第四中学 300.00 

21 黄坚红 201813000054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否 博白县双凤初级中学 500.00 

22 陈斯敏 201813000065 汉语言文学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玉林市玉州区新团小学 500.00 

23 叶结凤 201813000068 汉语言文学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特岗教师 是 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初级中学 800.00 

24 宁海妍 201813000080 汉语言文学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浦北县乐民中学 500.00 

25 梁利林 201813000093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否 博白县沙陂镇初级中学 500.00 

26 罗彩虹 201813000094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南丹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永福县东江学校 300.00 

27 杨晓红 201813000099 汉语言文学 广西平南县 特岗教师 否 大安镇第四初级中学 500.00 

28 黄小红 201813000122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否 博白县英桥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29 黄樱 201813000124 汉语言文学 广西百色市 特岗教师 否 广西藤县太平镇第三初级中学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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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廖红彬 201813000127 汉语言文学 广西钟山县 原建档立卡 是 甘肃省兰州市南湖大酒楼 300.00 

31 侯旋 201813000138 汉语言文学 广西灌阳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300.00 

32 钟千千 201813000140 汉语言文学 安徽省定远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 300.00 

33 邓慧敏 201813000162 汉语言文学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特岗教师 否 博白县新田镇初级中学 500.00 

34 梁观锋 201813000171 汉语言文学 广西藤县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35 黄广华 201813000181 汉语言文学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北流市平政镇龙池初级中学 500.00 

36 李谢茜 201813000182 汉语言文学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中学 500.00 

37 谢湉 201813000190 汉语言文学 广西平南县 西部计划 否 清远英德市望埠镇蓢新小学 3000.00 

38 庞镇峰 201813000194 汉语言文学 广西容县 特岗教师 是 北流市六靖镇第二初级中学 800.00 

39 李焕兰 201813000204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原建档立卡 是 玉林市玉州区金港小学 300.00 

40 马婷婷 201813000211 汉语言文学 新疆伊宁市 新疆少数民族 是 博湖县奇石中学 300.00 

41 黄文凤 201813000216 汉语言文学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那隆第二中学 500.00 

42 卢红宇 201813000218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否 桂平市麻垌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43 吴英丽 201813000223 汉语言文学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原建档立卡 是 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44 张梦宇 201813000242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否 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二中 500.00 

45 陈泓霏 201813000246 汉语言文学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北流市民乐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46 李春燕 201813000263 汉语言文学 广西平南县 特岗教师 否 平南县思旺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47 赵铄晶 201813000266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特岗教师 否 桂林市永福县教育局 500.00 

48 梁小霞 201813000286 汉语言文学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丰塘中学 500.00 

49 陈锦秀 201813000301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原建档立卡 是 平南县朝阳高级中学 300.00 

50 姬倩茹 201813000307 汉语言文学 陕西省澄城县 特岗教师 否 澄城县教育局 500.00 

51 钟晓茵 201813000311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原建档立卡 是 广东东莞市鹏程学校 300.00 

52 宁盼 201813000321 汉语言文学 广西兴业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兴业县第五中学 300.00 

53 童晴 201813000323 汉语言文学 广西博白县 原建档立卡 是 玉林市富英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300.00 

54 卢林利 201813000335 汉语言文学 甘肃省镇原县 特岗教师 是 庆阳市镇原县南川乡沟卢小学 800.00 

55 左思海 201813000342 汉语言文学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西部计划 否 青年团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 3000.00 

56 李靖茵 201813000344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原建档立卡 是 柳州市柳东新区公共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300.00 

57 吴丹丹 201813000348 汉语言文学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原建档立卡 是 贵港市新江南实验中学 300.00 

58 农琳琳 201813000352 汉语言文学 广西浦北县 原建档立卡 是 钦州市京华学校 300.00 

59 陶信源 201813000355 汉语言文学 广西钟山县 应征入伍 是 应征入伍 1300.00 

60 卢海林 201813000360 汉语言文学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西部计划 否 青年团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 3000.00 

61 王茜 201813000373 汉语言文学 广西全州县 特岗教师 否 全州县教育局 500.00 

第 2 页，共 6 页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生源地 申报项目

是否属于低收

入家庭毕业生

（原建档立卡
学生）、孤残

毕业生、烈士

子女以及新疆

或西藏籍少数
民族毕业生的

其中一项

签约单位名称 奖励金额

62 韦春艳 201813000375 汉语言文学 广西田林县 特岗教师 否 百色市田阳区第四初级中学 500.00 

63 韦春妙 201813000385 汉语言文学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大化县民族中学（第五中学） 300.00 

64 张燕艳 201813000387 汉语言文学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特岗教师 否 那丽中学 500.00 

65 赵莉莉 202013009002 汉语言文学 广西大新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天等县教育局 500.00 

66 罗燕梅 202013009013 汉语言文学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否 桂平市麻垌镇第一初级中学 500.00 

67 钟凤梅 202013009019 汉语言文学 广西贵港市 特岗教师 否 贵港市覃塘樟木镇民族初级中学 500.00 

68 吕浇梅 201813001302 商务英语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北流市教育局 500.00 

69 庞诗婷 201813001308 商务英语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兴业县教育局 500.00 

70 黄秋凤 201813001514 泰语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教育局 500.00 

71 丁美 201813001001 英语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福绵区沙田镇第一初级中学 500.00 

72 卢娜 201813001021 英语 广西来宾市 特岗教师 否 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初级中学 500.00 

73 庞小瑶 201813001057 英语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鹤林小学 500.00 

74 张民香 201813001066 英语 广西北流市 西部计划 否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人民政府 3000.00 

75 李佳瑜 201813001085 英语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烟墩中学 500.00 

76 黄芳笙 201813001098 英语 广西梧州市龙圩区 特岗教师 否 苍梧县沙头镇第一初级中学 500.00 

77 周雯欣 201813001104 英语 广西桂林市 特岗教师 否 桂林市雁山中学 500.00 

78 梁焯 201813001117 英语 广西容县 特岗教师 否 北流市六靖镇森隆小学 500.00 

79 沈舒梦 201813001125 英语 广西陆川县 原建档立卡 是 陆川县世客城小学 300.00 

80 牙彩乃 201813001126 英语 广西东兰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国清中学 300.00 

81 王秋雁 201813001130 英语 广西崇左市 原建档立卡 是 广西宁明县北江乡中心小学 300.00 

82 符雪平 201813001136 英语 湖南省张家界市 原建档立卡 是 富川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300.00 

83 农永合 201813001140 英语 广西南宁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州大寺中学 500.00 

84 苏婷婷 201813001145 英语 广西岑溪市 特岗教师 否 岑溪市水汶华侨中学 500.00 

85 莫德璐 201813001147 英语 广西兴业县 特岗教师 否 福绵区新桥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86 莫春妮 201813001149 英语 广西宁明县 特岗教师 否 宁明县亭亮镇亭亮中学 500.00 

87 莫雨佳 201813001151 英语 广西柳州市 特岗教师 否 柳城县教育局 500.00 

88 董金艳 201813001153 英语 广西桂林市 三支一扶 否 兴安县三支一扶 1000.00 

89 覃妃瑜 201813001160 英语 广西博白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博白县博白镇第一初级中学 300.00 

90 谢永鸾 201813001164 英语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特岗教师 是 罗城县宝坛乡初级中学 800.00 

91 陆家佳 201813001180 英语 广西岑溪市 特岗教师 否 岑溪市教育局 500.00 

92 黄婕 201813001188 英语 广西田东县 特岗教师 否 田东县教育局 500.00 

93 韦思善 201813001200 英语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州市钦南区那丽中学 500.00 

第 3 页，共 6 页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生源地 申报项目

是否属于低收

入家庭毕业生

（原建档立卡
学生）、孤残

毕业生、烈士

子女以及新疆

或西藏籍少数
民族毕业生的

其中一项

签约单位名称 奖励金额

94 苏小雁 202013009037 英语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教育局 500.00 

95 程相凯 201813003036 播音与主持艺术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96 张洪硕 201813003046 播音与主持艺术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97 梁本 201813000723 数字出版 江苏省阜宁县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98 蓝培铭 201813000724 数字出版 江西省黎川县 西部计划 否
共青团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喀什经济开发区伊

尔克什坦口岸园区管委会
5000.00 

99 刘宇歌 201813000809 新闻学 新疆石河子市 西部计划 否 阿合奇县融媒体中心 5000.00 

100 陈姿良 201813000837 新闻学 广西灵山县 西部计划 否 上英镇人民政府 3000.00 

101 马英芝 201813000844 新闻学 新疆昌吉市 新疆少数民族 是 昌吉市人民政府绿洲路街道办事处 300.00 

102 梁恒 201813005609 财务管理 广西北流市 其他基层 否 北流市陵城街道新芝社区居委会 500.00 

103 谢霜霜 201813005737 财务管理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西部计划 是 德江县长堡镇人民政府 3300.00 

104 卢雪萍 201813005446 工商管理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是 灵山县教育局 800.00 

105 黄辉 201813005254 会计学 广西横州市 原建档立卡 是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06 韦锦桥 201813005293 会计学 广西东兰县 三支一扶 否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机构 1000.00 

107 王其平 201813006502 经济学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西部计划 是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板桥镇人民政府 3300.00 

108 蒋灵 201813006803 投资学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西部计划 否 合浦县西场镇人民政府 3000.00 

109 唐爱妹 201813006357 法学 广西全州县 西部计划 是 封开县大玉口镇人民政府 3300.00 

110 盘燕 201813006374 法学 广西灌阳县 西部计划 是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乡人民政府 3300.00 

111 甘冰 2018130067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西德保县 原建档立卡 是 都安乡人民政府 300.00 

112 张美珍 201813006708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西乐业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森骏卓越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300.00 

113 张玉洁 201813005015 会展经济与管理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西部计划 否 广西区北海市合浦县常乐镇人民政府 3000.00 

114 玉丽珠 201813005045 会展经济与管理 广西崇左市 原建档立卡 是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15 赖秀玲 201813005051 会展经济与管理 广西玉林市 特岗教师 否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教育局 500.00 

116 严秀洁 201813005081 会展经济与管理 广西贺州市 原建档立卡 是 广州创迈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300.00 

117 岑华婧 201813005089 会展经济与管理 广西岑溪市 西部计划 是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人民政府 3300.00 

118 黄玉 201813005094 会展经济与管理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 西部计划 否 广东肇庆市封开县大玉口镇人民政府 3000.00 

119 叶春燕 201813002766 小学教育 广西阳朔县 特岗教师 否 阳朔县福利镇青鸟小学 500.00 

120 黄迎洁 201813002782 小学教育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南区尖山镇玉清小学 500.00 

121 莫慧琪 201813002816 小学教育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石塘镇中心小学 500.00 

122 檀萍 201813002841 小学教育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南区犀牛脚镇船厂小学 500.00 

123 黄晓佳 201813002842 小学教育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福旺镇中心小学 500.00 

124 冯丹妮 201813002872 小学教育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否 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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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雒腾 201813002903 小学教育 陕西省咸阳市
非西藏、新疆生

源到新疆就业
否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片区管理委员会 3000.00 

126 谢政 201813002906 小学教育 湖北省仙桃市 应征入伍 否 征兵入伍 1000.00 

127 骆鸿盈 201813002910 小学教育 广西北流市 特岗教师 否 陆川县沙坡镇中心学校 500.00 

128 黄绍洪 201813002911 小学教育 广西北流市 应征入伍 否 征兵入伍 1000.00 

129 李春莹 201813003240 学前教育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500.00 

130 黄珊珊 201813003253 学前教育 广西凤山县 特岗教师 否 凤山县教育局 500.00 

131 杨楠 202013009124 学前教育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500.00 

132 班宏宝 201813002408 音乐学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特岗教师 否 七百弄实验学校 500.00 

133 梁玉 201813002414 音乐学 广西武宣县 特岗教师 否 武宣县思灵镇中心校 500.00 

134 黄必森 201813002445 音乐学 广西东兰县 特岗教师 否 东兰县三石中学 500.00 

135 杨利花 201813002460 音乐学 广西贺州市 特岗教师 否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中心学校 500.00 

136 苏君华 201813002486 音乐学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是 小董镇中花教学点 800.00 

137 韦静丽 202013009146 音乐学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是 桂平市木根镇中心小学 800.00 

138 李琦 202013009150 音乐学 广西桂林市临桂区 特岗教师 是 博白县凤山镇第二初级中学 800.00 

139 叶丽娇 202013009167 音乐学 湖南省汝城县 西部计划 否 乐昌市大源镇人民政府 3000.00 

140 赖勇 201813002049 环境设计 江西省会昌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南宋书房 300.00 

141 徐文婧 201813002095 环境设计 江西省新干县 原建档立卡 是 江西万川实业有限公司 300.00 

142 张伟 201813002124 环境设计 广西全州县 特岗教师 否 全州县教育局（冠英初中） 500.00 

143 覃梓洺 201813002206 环境设计 广西梧州市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144 黄艳丹 201813002087 视觉传达设计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 特岗教师 否 百色市田阳区教育局 500.00 

145 彭承明 20181300360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官垌中学 500.00 

146 杨光锋 201813003510 体育教育 广西平南县 特岗教师 否 宇华小学 500.00 

147 李振庆 201813003541 体育教育 广西桂林市临桂区 特岗教师 否 桂林市二塘中心校 500.00 

148 廖时 201813003556 体育教育 广西天峨县 特岗教师 否 东兰县隘洞中学 500.00 

149 赵俊杰 201813003592 体育教育 广西大新县 特岗教师 是 大新县昌明乡中心小学 800.00 

150 牙丽娟 201813003611 体育教育 广西东兰县 特岗教师 是 桂林市二塘中心校 800.00 

151 潘秀琇 202013009076 体育教育 广西平果市 特岗教师 否 田东县教育局 500.00 

152 龙敏 202013009077 体育教育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特岗教师 是 高安乡学校 800.00 

153 梁彩兰 202013009091 体育教育 广西容县 特岗教师 否 容县石头中学 500.00 

154 罗昌袍 2018130072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东兰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广西百色中电新联通通信有限公司 300.00 

155 李秀满 2018130072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钦州市 应征入伍 否 应征入伍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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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廖春荣 201813007007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凤山县 特岗教师 是 凤山县教育局 800.00 

157 姚秀建 201813007008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田林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宜州区实验高中 300.00 

158 吴科福 20181300701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特岗教师 是 三江县江川中学 800.00 

159 白海英 201813007017 数学与应用数学 陕西省志丹县 特岗教师 是 杏河镇初级中学 800.00 

160 朱金媛 201813007020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博白县 特岗教师 否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东平镇塘龙初级中学 500.00 

161 覃火兰 201813007075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苍梧县 特岗教师 是 岑溪市水汶华侨中学 800.00 

162 陈俊妙 201813007076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那隆中学 500.00 

163 苏汉安 201813007087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灵山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山县烟墩中学 500.00 

164 项洲 201813007089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州市大寺中学 500.00 

165 杨杏青 201813007095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是 钦州市钦南区教育局 800.00 

166 覃柳惠 201813007099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武宣县 特岗教师 是 武宣县桐岭中学 800.00 

167 杨翼辉 201813007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百色市 特岗教师 否 百色市田阳区第四初级中学 500.00 

168 庞心霞 201813007103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钦州市钦北区大直中学 500.00 

169 潘业雄 201813007105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钦州市 特岗教师 否 钦州市钦北区长滩中学 500.00 

170 朱海杰 201813007114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桂平市 特岗教师 否 广西桂平市金田镇第二初级中学 500.00 

171 黄文丹 201813007116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浦北县 特岗教师 否 浦北县教育局 500.00 

172 陈英婷 201813007119 数学与应用数学 湖南省新田县 特岗教师 否 新田县瑞华实验学校 500.00 

173 李佳瑾 201813007122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灵川县 特岗教师 否 灵川县潭下镇中心校 500.00 

174 陈凤林 201813007132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灵山县 原建档立卡 是 灵山县教育局 300.00 

175 黎火凤 201813007135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岑溪市 特岗教师 否 广西岑溪市梨木镇梨木中学 500.00 

176 杨彩珊 201813007137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马山县 原建档立卡 是 马山县民族中学 300.00 

177 蒋珏婷 202013009050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桂林市雁山区 特岗教师 否 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初级中学 500.00 

178 申雪花 202013009060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凌云县 原建档立卡 是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第四小学 300.00 

179 黄英柳 202013009062 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西天等县 原建档立卡 是 南宁高新区路西小学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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