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公   示 

根据《关于做好有关奖助学金评审及材料报送等工作的通知》

（桂教资助〔2018〕32号）《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学 2017

—2018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 2018

—2019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评审和材料报

送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广商院学〔2018〕56 号）精神，经各班推

荐，按程序要求进行审查，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审议，我系拟推荐

会计 1601班覃燕敏等 753名同学为 2018-2019学年国家助学金候选

人；推荐会计 1601 班李霞等 81名同学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

学金候选人；推荐会计 1602班王婉彬等 11 名同学为 2018-2019学

年区政府奖学金候选人（具体资料可到 2139 办公室查阅）。 

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 7 天（10 月 11 日-17 日），广大师生如对上述推荐人选

有异议，可在 2018年 10月 17 日（星期三）前，署真实姓名向会计

系学生科反映。群众如实反映问题受法律保护。 

 

会计系       

     2018年 10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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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2018 年 
国家助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系名称 ：会计系                    获奖人数：753 名 

填报人：张宇倩                     联系电话：15677016202 

助学金一等（346人） 

会计 1601 班（4 人） 

覃燕敏 冯小蓉 梁夏琼 何秋月  

会计 1602 班（7 人） 

黄伟燕 王婉彬 陈燕梅 蓝英艺 梁静珊 陆金玉 韦周艳 

会计 1603 班（9 人） 

梁桂英 黄雪艳 吴玉香 何 缘 李丽艳 蓝冬梅 黄 慧 黄小雪  

覃绘雯 

会计 1604 班（2 人） 

唐丽萍 黄芳艳 

会计 1605 班（9 人） 

邓碧莹 梁婉莹 韦爱荣 陈汶敏 覃文丽 王佐君 莫维芳 农玉贵  

何通妤  

会计 1606 班（6 人） 

周海梅 蒙凯茵 岑绍辉 黄 沁 韦祯珍 杨海连  

会计 1607 班（9 人） 

邓梅霞 郭欢莹 梁洁兰 钟培 李英霞 何燕燕 覃小雨 韦婉婷  



黄雯婷  

会计 1608 班（10 人） 

张小娇 韦消璐 唐从玉 柳秋妹 杨美芬 莫金慧 容绍杨 兰未勉  

卢月妹 吴文艺  

会计 1609 班（7 人） 

陈洁 韦海梅 方全梅 陈玉芳 覃海港 蓝舒平 潘宇丽 

会计 1610 班（8 人） 

滕庆红 孔 琳 石新梅 韦彩求 陆 昆 陆碧婷 杨玉婧 黄冬梅  

会计 1611 班（8 人） 

梁彩夙 韦柳云 吴兆谋 黎满天 徐培琴 罗春丽 杨兰 黄崇爱  

会计 1612 班（4 人） 

龙兵凤 黄金玲 韦林湘 韦雪雪  

会计 1613 班（9 人） 

陈海宁 贾玉秋 吴立果 胡清茵 林铃泱 吴柳玲 钟玮玉 岑有虹  

牙侯桥 

会计 1614 班（4 人） 

杨芳翰 蔡紫凌 黄敏喆 韦金花  

会计 1615 班（5 人） 

谭春妮 王金玲 谭景凤 罗成迪 左婷婷  

审计 1602 班（2 人） 

韦若苓 梁欢  



税会 1601 班（1 人） 

莫华渌 

税会 1602 班（8 人） 

韦红蓉 陈红杉 黄梅玲 覃书成 黄俏 闭彩丽 张秋红 欧玉芳  

会信 1601 班（3 人） 

周小妹 韦体亮 韦晓静  

会统 1601 班（5 人） 

黄健华 白立娟 冯启清 白冬梅 韦春肖 

会计 1701 班（5 人） 

潘凤英 班宇茵 罗玉苗 廖国鹏 覃春恋  

会计 1702 班（8 人） 

梁月情 张江兰 张梅玲 黄静 黄柳月 韦珍妮 韦彩荣 黄秋华 

会计 1703 班（5 人） 

卢格兰 邓桂芳 张柳云 李迁迁 梁引银  

会计 1704 班（5 人） 

苏宗艳 禤淑燕 陆国细 罗婷 文显达 

会计 1705 班级（8人） 

方叶 罗金旋 张许晶 许冬兰 庞仁花 龙秋菊 陈兰花 隆青萍  

会计 1706 班（7 人） 

陶柳村 覃卫兰 黄艳萍 李文诗 黄美术 韦艳书 罗雅玥  

会计 1707 班（2 人） 



何小倩 潘冬晓 

会计 1708 班（4 人） 

甘雯雯 黄晓婷 吴腾静 黄芳惠  

会计 1709 班（9 人） 

黄寅 覃艳怡 韦宗文 蒙金花 利桂姗 宋星锋 王泽娇 陆国体  

覃毅 

会计 1710 班（7 人） 

蒋琳姣 闭利华 吴玉清 莫莉凤 黄丽 吕燕 潘燕玲  

会计 1711 班（5 人） 

苏凤兰 贾柠先 蒙新格 冯莹莹 黄美方  

会计 1712 班（9 人） 

黄芳梅 蓝山秀 吴金莲 吴德玲 韦思汇 韦美秀 何春秀 黄宝莉  

黄海萍  

会计 1713 班（4 人） 

叶金辉 廖丽 覃显丝 韦婷  

会计 1714 班（4 人） 

潘美利 莫焱 张春如 梁枝  

会计 1715 班（9 人） 

黄菲菲 陈花 周彩梅 黄彩凤 黄语嫣 宾杨 罗丹 牙春燕  

黄美慧  

会计 1716 班级（5人） 



廖真杰 潘红芳 蒙广桃 唐宝 陶杏诗 

会计 1717 班（6 人） 

牙凤愿 韦美纯 苏玲玲 黄秋连 蒙光练 罗腾闯  

审计 1701 班（6 人） 

黄业芬 曹翠红 刘莹 朱茂富 廖爱萍 谭远练 

会计 1801 班（6 人） 

莫丽静 王琦 韦秀凤 欧彩霞 罗春晓 李湘桂  

会计 1802 班（7 人） 

吴秋丽 蒋尚芬 黄海霞 凤海兰 黄美芳 韦兰兰 韦美凤 

会计 1803 班（8 人） 

潘慧 韦梦婷 吴娜芳 冯春萍 郑兰晨 邓楚若 钟丽英 闭雪萍  

会计 1804 班（8 人） 

刘威 凌行 覃雪玫 詹晓婷 李怡雅 黄瑰 刘涛庚 农日彤  

会计 1805 班（6 人） 

植小媚 陈书寅 罗芳玲 韦永就 黄秋 谭仁凤 

会计 1806 班（6 人） 

李冬妮 张丽萍 潘秋丽 黎满宁 韦玉佳 韦姣婧  

会计 1807 班（12 人） 

覃秋云 吴苏蕤 杨春雅 唐晓媛 李林波 梁炼彩 莫金锐 廖凤书  

王嫄 蒙柳英 覃倩玉 黄倩娟  

会计 1808 班（5 人） 



林吉萍 陈涵斌 黄丽林 毛小宇 程燕香  

会计 1809 班（7 人） 

路亮圆 华玉红 覃祖壮 韦青方 黄连花 方萍 陆雪芬  

会计 1810 班（5 人） 

银欣宜 杨杰香 蒋尚兰 陈雪梅 钟宁媛  

会计 1811 班（4 人） 

陈子芳 宋慧欣 蒙春巧 覃梁熙  

会计 1812 班（6 人） 

黄婷 甘丽芳 梁夏梦 黄春念 樊春巧 李泓霖  

会计 1813 班（8 人） 

覃美榕 符维敏 郭立珍 黄永久 韦冬琳 韦金利 陆文慧 程平平 

会计 1814 班（3 人） 

余桂美 黄金玲 苏凤朱 

会计 1815 班（7 人） 

周如春 郭芷 覃柳树 潘雯 张兰 胡美芳 陆柳柳  

会计 1816 班级（5人） 

杨丹雪 唐巧丽 韦誉珊 覃慧芳 覃家恩 

会计 1817 班（3 人） 

覃花飘 李娱诗 蓝丽妆  

会计 1818 班（12 人） 

黄雪花 卢玉玉 梁纯 杨贤荣 张真艳 林小青 罗日超 梁美萍  



杨海梅 农春园 韦贵庆 农琴璐  

 

助学金二等（407人） 

会计 1601 班（8 人）  

颜晓思 沈秋萍 廖雯婷 韦丽彩 王海燕 韦丹丹 郁晴雲 韦素妮  

会计 1602 班（8 人） 

周彩云 郭金莲 黄思瑜 李其雯 杨雨涵 苏颖瑜 韦媚玲 梁艺伶 

会计 1603 班（7 人） 

黄秋洁 苏桂朱 陆凤青 陈洪妃 陈 瑶 梁荣佳 潘小玉 

会计 1604 班（9 人） 

贤艳宁 潘俊伶 陈若汐 梁海妃 刘洪洪 陆桂月 陈泽韬 何如意  

韦艳婷 

会计 1605 班（7 人） 

谢家利 郭启缘 黄淑兰 黄碧玉 何海琼 李柔莹 陈碧媛  

会计 1606 班（8 人） 

姚惠柔 周丽焕 黄子甄 欧晓静 吴秦秦 陈真谷 詹小媛 黄琏华  

会计 1607 班（7 人） 

吴庭庭 王慕云 杨仕梅 昌春杏 黄夏玲 王小燕 卢柳束 

会计 1608 班（8 人） 

王丽娜 廖润玲 廖菲菲 阮嘉雯 陈琼 苏秋月 黄宏来 江秋  

会计 1609 班（8 人） 



黎素岐 余秋好 周秀婵 林秋香 苏婷 黄芳梅 陈芹芹 何芳艳  

会计 1610 班（8 人） 

杨晓琴 覃秋秋 张熙苗 黄梦园 蒙红任 陈艺佳 陈小燕 黄翔燕  

会计 1611 班（9 人） 

吴 薇 杨丽鲜 吴柱眉 刘凤 刘莹莹 李霞 韦玉霞 罗白杨  

陈彦妮 

会计 1612 班（9 人） 

黄灵结 胡珊珊 黄春燕 潘春梅 赖丽君 白美莲 杨 琳 黎春兰  

杨颜 

会计 1613 班（7 人） 

杨金凤 黄荔丹 蒋 霞 黄嘉杰 甘伟娟 曾卉芳 唐尚艳  

会计 1614 班（7 人） 

陆华宁 柏秋菊 张嘉茵 黄钟娇 黄艳文 钟雪倩 黄春容 

会计 1615 班（8 人） 

卢玥 邓永珍 韦丽丽 黄明丹 邓燕婷 谭伟雁 傅蝶丽 叶立梅 

审计 1601 班（5 人） 

庞凤霞 陈海霞 吴晓婷 潘汉寅 梁慧丽  

审计 1602 班（3 人） 

郭昕婷 潘汉检 甘汉芳 

税会 1601 班（7 人） 

陈丹丹 蒋鑫 徐慧琴 李圆惠 陆春幼 吴琳琳 吴林燕  



税会 1602 班（5 人） 

钟金丽 黎小燕 陆姝羽 劳紫先 高雯 

会信 1601 班（4 人） 

农梓晴 马晓琪 庞鸿衍 莫昌梅 

会统 1601 班（7 人） 

杨丹鸿 黄玉红 廖婷兰 谢妮梅 凌小玲 黎 昭 韦巧灵  

会计 1701 班（7 人） 

丘文英 马远 黄素念 王小笑 蓝彩照 黎小琪 潘海青  

会计 1702 班（6 人） 

韦建莹 莫勇建 潘光婷 许琼丹 何远清 韦玲玲  

会计 1703 班（7 人） 

罗冬梅 李晓红 罗小榕 何德丽 黄秋月 卢桂婵 林秋筱 

会计 1704 班（6 人） 

周玉如 危冬桦 陈金兰 梁月钦 何礼芸 农芳敏  

会计 1705 班（7 人） 

周英梅 韦婷婷 陆艳婷 梁景妹 何凤兰 农爱霞 何玉琴  

会计 1706 班（6 人） 

方雪鹤 杨海芬 陈霞 廖艳红 黄晓慧 梁蜜  

会计 1707 班（7 人） 

覃兰云 李展豪 劳杰雲 黄小丽 韦光晓 黄晓梅 何艳  

会计 1708 班（7 人） 



莫君丽 龚巧男 甘一君 梁广远 莫爱莲 吴丽婷 黄建宁  

会计 1709 班（7 人） 

卢春伶 胡梦桃 宋彩云 吴月红 辛秀容 朱婷婷 牙丽棉 

会计 1710 班（6 人） 

李小芳 罗淑英 马嘉婷 欧阳虹 宁广金 韦柳荣 

会计 1711 班（7 人） 

韦艺敏 陈裕玲 李钰玲 黄海婷 黄焕丽 韦春丹 李雪萍  

会计 1712 班（7 人） 

黄少英 周海华 冯爱茹 原炳梅 覃华清 罗翠娟 韦俏银  

会计 1713 班（7 人） 

黎加雨 潘金清 林敏 马晓琦 戴思萍 黄柳花 黄丹红  

会计 1714 班（7 人） 

马小玲 韦炳敏 吕玉金 廖艳丽 覃海湾 索玉琴 韦燕婷  

会计 1715 班（6 人） 

华莎 黄日怡 李玉玲 张大存 唐秋云 零春霞 

会计 1716 班（7 人） 

刘嘉颖 覃甜甜 乔艺嘉 周兰 曹慧玲 谭美燕 翟晓露 

会计 1717 班（6 人） 

覃韦华 马丹娜 钟金燕 陆楚思 朱可柔 莫佳 

审计 1701 班（6 人） 

陈鑫娟 黄媛 叶凡 廖叶清 赵乾标 黄湘云 



会计 1801 班（7 人）  

吴必豪 沈小芹 周美华 李丹娜 钟婵 李凤莲 宋权文 

会计 1802 班（7 人）： 

李晓静 杨妍萍 黄丽敏 许惠勤 蓝秋雅 罗霜露 韦春雨 

会计 1803 班（6 人） 

蓝婷婷 叶紫新 李佩玲 韦婷 梁晓妮 韦兰意 

会计 1804 班（7 人） 

胡雨伶 李秋慧 韦敏玲 关子龙 麦亚免 秦诗怡 凌小雪 

会计 1805 班（9 人） 

方柳玉 李益连 庞啟婷 陈珏伶 李桂清 陈婷 李芳 李金蓉  

凌怡芳 

会计 1806 班（7 人） 

武其孟 王紫凤 韦露露 黄思韵 陈月圆 李檀珍 杨欣妍  

会计 1807 班（6 人） 

李洪慧 韦思君 詹琳 李双超 黎庆庆 农丽妃 

会计 1808 班（7 人） 

程春平 陆平祥 李晨明 黄媚 黄佳芳 何聪聪 赵杨冬 

会计 1809 班（7 人） 

覃姝鸾 文叶敏 骆怡秀 陈书娴 李玉翠 任玉娟 韦依岑  

会计 1810 班（9 人） 

黄玮 何巧玲 李慧芬 李重梅 黄妍希 陈宛君 韦凤满 滕诗琪  



李忺忺 

会计 1811 班（8 人） 

罗柳杏 周华勇 池国倩 黄文玲 陈姿彤 江敏兰 王彩艳 黄文英 

会计 1812 班（8 人） 

黄倩 卢鑫 骆婷婷 韦凤婉 韦惠玉 陈卓婷 赵艳梅 赵彩妮 

会计 1813 班（7 人） 

詹美茜 蓝淑丹 谭如锋 钟钰莹 何嘉铭 梁海燕 范美 

会计 1814 班（8 人） 

梁丽明 周晓桐 李芷欣 王铭 朱柳倩 曾仪 黄海梅 韦金穗  

会计 1815 班（7 人） 

李伟婷 黄树婉 李茵 吕思慧 覃弦 覃凤娜 覃静  

会计 1816 班（8 人） 

李梦莲 夏莎莎 陈英辛 邓云婧 吴沁玲 覃水欢 吴宝俊 方惠 

会计 1817 班（8 人） 

李恩 韦素佳 邓玲艳 陈发丽 冼丽娟 林叶梦 农少伟 宋丹妮 

会计 1818 班（7 人） 

闭秀英 潘芳芳 刘虹利 黎英婷 王石清 吴陆珍 曹瑜 

审计 1801 班（6 人） 

蓝静 陈秋洁 黄彩凤 黄键菲 毛义中 赵彩慧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2018 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系名称 ：会计系           获奖人数：81名 

填报人： 张宇倩           联系电话：15677016202 

 

会计 1601 班（2 人） 

李霞 曾柳君 

会计 1602 班（2 人） 

韦炜 陈燕梅 

会计 1603 班（2 人） 

梁思语 黄雪艳 

会计 1604 班（3 人） 

邓颖婵 林惠 赵珊 

会计 1605 班（4 人） 

罗芳敏 梁婉华 冼雪枚 薛海梅  

会计 1606 班（2 人） 

吴婷婷 韦祯珍  

会计 1607 班（2 人） 

林少珍 钟培  

会计 1608 班（2 人） 

莫雁 周慧贤 

会计 1609 班（2 人） 

徐夏献 陈玉芳  



会计 1610 班（2 人） 

陈成倩 傅雪玲  

会计 1611 班（2 人） 

麦瀛心 李金翠  

会计 1612 班（3 人） 

吴芳 杨佳谊 刘小芳   

会计 1613 班（2 人） 

李兰娟 马川群 

会计 1614 班（1 人） 

韦春梅 

会计 1615 班（2 人） 

谭伟兰 谢金兰 

统会 1601 班（2 人） 

张玉娇 陈春花  

会信 1601 班（1 人） 

苏逸 

审计 1601 班（1 人） 

陈海霞 宋丽玲   

审计 1602 班（2 人） 

谭丽婷 潘文凯  

税会 1601 班（2 人） 

曹燕梅 彭秀梅  

税会 1602 班（2 人） 

吴木林 闭彩丽 



会计 1701 班（1 人） 

林春丽  

会计 1702 班（3 人） 

黄小燕 张梅玲  梁彩航 

会计 1703 班（1 人） 

马情情  

会计 1704 班（1 人） 

梁小翠   

会计 1705 班（2 人） 

李钰婷  赖广琼 

会计 1706 班（3 人） 

马月欣 聂铌  甲梅源   

会计 1707 班（1 人） 

严慧娟  

会计 1708 班（3 人） 

黄秋珊 甘雯雯 吴丽婷 

会计 1709 班（3 人） 

黄寅 黄露 陈孟鑫   

会计 1710 班（4 人） 

黄昌莹 黄艳婷 佘芝芹  蒋琳姣   

会计 1711 班（4 人） 

李玉燕 罗珊珊 唐椿阳 黄丽祯  

会计 1712 班（3 人） 

黄少英 梁嘉玲 韦文意   



会计 1713 班（2 人） 

邓慧慧 李诗蓉  

会计 1714 班（1 人） 

邱杨华 

会计 1715 班（2 人） 

纪雪妃 吴洁雯 

会计 1716 班（1 人） 

冯晓捷 

会计 1717 班（1 人） 

钟金燕 

审计 1701 班（1 人） 

劳贵英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2018 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系名称 ：会计系                  获奖人数：11 

填报人：张宇倩                   联系电话：15677016202 

 

会计 1602 班（1 人） 

王婉彬 

会计 1604 班（1 人） 

黄庆琼 

会计 1608 班（1 人） 

陈虹霖 

会计 1613 班（1 人） 

吴天莉 

会信 1601 班（1 人） 

杨芯菊 

会计 1703 班（1 人） 

黄语嫣 

会计 1708 班（1 人） 

邓宇晖 

会计 1711 班（1 人） 

易婷婷 

会计 1713 班级（1人） 

莫喜燕 



会计 1805 班级（1人） 

甘凌艳 

会计 1811 班级（1人） 

车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