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笔试成绩 姓名 笔试成绩

1 陈雅晶 110 凌钰 104.5

2 欧鹏飞 105.5 何蕙汐 104.5

3
南宁江北公路养护

中心
管理岗位（政工干事） 孔文华 104 张学妙 101

4 武鸣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科员）
蒙宇涵 97 肖乃风 85

5 管理岗位4（工会干事） 张鹏飞 116.5 曲涛 105

6
专业技术岗位1（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技术员）

杨振宝 101.5

7 陈延娟 104.5 黄增结 99.5

8 周毅 102.5 陈彬彬 97.5

9 宾阳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财务科

科员）
樊小玲 101 黄开通 98.5

韦松呈 87.5

周利 87.5

11 马山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4（纪检监察室

干事）
韦其松 105.5 林忠 94

12 隆安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财务科

会计）
任雪婷 106.5 陆宏雁 93.5

13
管理岗位2（办公室科

员）
赵倩倩 108 黄方会 90

14
专业技术岗位1（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技术员）

陆绍钱 102

15
专业技术岗位2（安全与
国有资产管理科科员）

赵若媚 99 林燕昕 98

16 江州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1（办公室科

员）
颜灿 101

17
柳州城区公路养护

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科员）
覃英文 103

18 武宣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办公室科

员）
黄新鑫 98 黄香贵 77

10 上林公路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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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3比例，无需递补

达1:3比例，无需递补

具体招聘单位

南宁江南公路养护
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财务科
科员）

岗位

91.5

达1:3比例，无需递补大新公路养护中心

达1:3比例，无需递补

专业技术岗位2（财务科
会计员）

横县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4（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技术员）

梁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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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融水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4（财务科

科员）
吴晓燕 113

20 金秀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3（财务科

科员）
唐珍珍 108 韦锦春 80

21 平乐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2（办公室秘

书）
王垣懿 103.5

22 全州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政工科

科员）
唐宇璇 99.5 蒋荣 92

张依 107.5

彭炳林 107.5

24 苍梧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政工科

科员）
谢昕瑜 105 李旺玲 97

25 岑溪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3（政工科

科员）
祝石娟 110.5 梁锦兰 103

26 陈俐蓓 116.5 徐梦谊 101.5

叶松岸 101.5

李浩宇 101.5

28
专业技术岗位4（办公室

科员）
刘庆文 107 徐以柱 106.5

玉小惠 107

欧龙 107

30 富川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纪检监察室

科员）
何丽燕 94 李猛 86.5

31 玉林公路发展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1（财务科

科员）
莫雯雯 112 陈瑾 108.5

32 博白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财务科

科员）
刘明来 103 符征梅 96

陈春安 101

刘丹丹 101

昭平公路养护中心

33

29

27

23

专业技术岗位2（纪检监
察室科员）

专业技术岗位6（安全与
国有资产管理科科员）

莫瑜梅 112

专业技术岗位4（纪检监
察室科员）

王帆 110.5

达1:3比例，无需递补

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核准同意
突破比例开考，无递补。

资源公路养护中心

刘克锦 106.5

黄星毅 103
管理岗位5（办公室科

员）
平南公路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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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平果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1（办公室科

员）
隆屹 106.5 秦祚丽 101

35
专业技术岗位2（国资科

科员）
姚敦文 86.5 邓运勋 78.5

岑玉娇 92

郑琪雲 92

37 灵山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2（养护与

工程管理科科员）
唐嘉颖 93.5 陈均昌 77

38 上思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1（财务科

科员）
李荞津 99

39
金城江公路养护中

心
专业技术岗位2（政工科

科员）
卢璐 99.5 韦凤琴 95

40 罗城公路养护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3（办公室

科员）
梁小研 94.5

41 大化公路养护中心
管理岗位1（办公室秘

书）
韦雅苑 101 韦佳辰 95

36

合计： 放弃41人 递补39人

97邹启玲

达1:3比例，无需递补

达1:3比例，无需递补

专业技术岗位3（财务科
科员）

西林公路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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