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希望工程特别行动第三批爱心榜公布

・企业（团体）名单：

广西道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铭基投资有限公司

柳州市首斧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春蚕广告有限公司

广西添富塑业有限公司

广西元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京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宁市广发印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豪爵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玉林市容县杨梅镇河口中心小学横江分校

贵港市桂平市南木镇中心小学

贵港市桂平市浔郡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下湾镇团结小学

贵港市桂平市下湾镇贝团小学

贵港市桂平市垌心乡初级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第五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寻旺乡第一初级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第一初级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第一初级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天堂中心小学

贵港市桂平市第五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沙洲小学

梧州市藤县一中地理组

贵港市桂平市石咀镇旺龙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智慧星幼儿园中一班

贵港市桂平市石咀镇中心小学步岭分校

广西青
少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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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贵港市桂平市蒙圩镇中心小学

贵港市贵港市港南区智慧星幼儿园小二班

贵港市桂平市蒙圩镇曹良小学

贵港市桂平市石咀镇五里亭幼儿园

贵港市桂平市石咀镇明珠幼儿园

梧州市藤县第三中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实验中学

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共青团岑溪市南渡镇委

北海市海城区翰墨轩美术用品店体育路分店

北海恒昌实业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苍梧县税务局

容县杨梅镇和睦小学

平南曾曾

广西凤山县佳弘种苗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鸿顺达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电网玉林局调度团支部

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团委

广西零壹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梧州市岑溪市六中师生

梧州市岑溪市三堡镇团委

梧州市岑溪市安平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诚谏镇团委

梧州市岑溪市马路镇团委

梧州市新地镇团委

梧州市梧州市藤县金鸡镇初中师生

梧州市濛江镇三中

梧州市社学中学

梧州市苍梧县青年大学生联谊会会员

梧州市蒙山县幼儿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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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蒙山县第一中学

梧州市藤县一中 1918班家长

梧州市藤县中专师生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第一初级中学

梧州市藤县和平二中

梧州市藤县大黎镇初级中学

梧州市藤县天平一中

梧州市藤县天平开明中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天平镇中心校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小学高滩分校二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一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三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二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五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六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四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学前班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小学教师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平高滩校四年级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中心校教职工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中心校本部家长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大塘小学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大塘小学家长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孟塘小学家长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平桂小学家长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料南小学家长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新旺小学家长

梧州市藤县岭景镇初级中学 206班

梧州市藤县教育局

梧州市藤县检察院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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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藤县水利局

梧州市藤县潭津中心校团支部

梧州市藤县濛江三中

梧州市藤县税务局团支部

梧州市藤县第四中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镇安小学

梧州市西河镇团委代收

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爱心人士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双善中心小学师生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塘垌中心小学师生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莲塘小学维柱分校

玉林市容县杨梅南蛇师生

玉林市容县杨梅镇和睦小学 16名老师

玉林市容县杨梅镇普济小学

玉林市容县浪水中学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六振小学一年级家长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六振小学五年级家长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六振小学全体教师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思贤中心小学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思贤中心小学一年纪 1班学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思贤中心小学二年级 1班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思贤中心小学六年级

玉林市玉林市容县石寨镇上烟小学龙胆分校

玉林市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六振小学下六分校二年级家长

谢安怡等 8位同学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团结小学三乙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三 14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01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02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0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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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0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2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3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4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5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二 18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蒙都小学二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中心小学六一班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思旺高中 1904班主任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运佳汽车运输服务部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学校 1803班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高中 1808班

贵港市平南县河山分校二甲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中心小学四 1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二中 1808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中心小学三 6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二中 1808班

贵港市木松岭学校六 10班

贵港市桂平市下湾镇旺江童康幼儿园

贵港市桂平市共青团罗播乡委员会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耀团小学学生

贵港市桂平市江口中学团组织

贵港市桂平市社坡二中

贵港市桂平市社步镇上将幼儿园

贵港市桂平市罗秀镇各小学及幼儿园

贵港市桂平市蒙圩一中

贵港市桂平市西山一中

贵港市桂平市金田中学

贵港市桂平市马皮乡团委

贵港市港北一中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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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北三中

贵港市港北二中

贵港市港北五中

贵港市港北区大圩一中

贵港市港北区大圩二中师生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民权

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棉村社区春晓幼儿园

贵港市港北四中 1913班

贵港市港北庆丰一中

贵港市港南一中 1816班

贵港市港南一中教师

贵港市港南东津郑村小学学生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02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03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17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19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22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25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807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811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913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918班

贵港市港南二中 1922班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一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二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五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六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四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学前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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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东和小学教师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一中学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一中教师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中心小学一名党员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四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四中老师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四中老师及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学区办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学区办全体成员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小天才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郑村小学教师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万垌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东岭小学雷村分校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宁村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小天才幼儿园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幼儿园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明日之星幼儿园家长们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明日之星幼儿园家长老师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梁莫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欢乐春天幼儿园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潘李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狮厦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狮厦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甘寺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石江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石连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维新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荷池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云垌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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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2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3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5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6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77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83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85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89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904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 1910班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一中教职工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中心学校高岭分校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山泉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振新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新合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新安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新蒙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木龙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中心学校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中心校高北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大新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新花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横岭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苏湾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高浪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大风车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一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三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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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同乐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大郑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宝宝乐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新塘小学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智慧宝宝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湖表小学情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湖龙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七年级 1901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七年级 1902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七年级 1903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七年级 1904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七年级 1905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 161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 171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 172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 173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九年级 174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全体教职员工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八年级 181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八年级 182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八年级 183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第三初级中学八年级 184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蓝月亮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西村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陈村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龙兰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71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73班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82班学生及家长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901班学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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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902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903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903班学生家长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一中 193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初中 180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东坡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中心学校教师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六化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合岭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君子岭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和平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寿莫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岭塘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平悦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早礼小学师生及扶贫指导员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朗联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盘古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社岭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第二小学护六分校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良坡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谭冯小学全体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金宝贝幼儿园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镇寿莫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陈索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学区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学区教育幼儿园全体员工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第一初级中学全体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三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707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708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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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709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01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03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04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08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11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812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901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903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905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1911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 2811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五中教师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华夏康桥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康乐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电信支局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南溪桥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喜洋洋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宏翔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新华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新鑫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松马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蒙垌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震华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高中 1710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高中 1906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高中 1907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高中 1913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高中 1914班

贵港市港南区港南一中 190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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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港南三中 1806班

贵港市港南区港南二中 1711班

贵港市港南区港南二中 1720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兴成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一 2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一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三 1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三 2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三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二 1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二 2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二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二 4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五 2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五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六 1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六 2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六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四 3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小学镇同安小学六年级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沙岭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云柳小学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兴成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初级中学 175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初级中学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一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三年级 3名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三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五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六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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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四年级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同安小学三年级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同安小学五年级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同安小学六年级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同安小学四年级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芦山小学五 1班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西安分校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瓦一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上江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上江村甘宇豪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乌柳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八合分校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新平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柳江分校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泽周分校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香江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第二初级中学 1906班

贵港市港南区芦山小学一年级 1班

贵港市港南区芦山小学四年级 1班

贵港市荷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贵港市覃塘一中

贵港市覃塘三中

贵港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早礼小学师生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双联小学四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二中1806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二中1909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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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单：

周莹 张景宏 谢红霞 覃素梅 何光龙 容蓉

孙桂文 龙晓洁 黄彩红 杨正哲 韦超 韦峥臻

余浩学 李顺维 覃吉凯 李珊珊 潘明 唐雅妮

田林枫 张程 张萌 覃敏思 莫会子 罗坚

苏慧敏 黄美菊 罗凯译 罗思丝 苏维 韦莉君

唐秀辽 王其 曾新兴 李思蓥 曾子健 林良顺

钟丽盈 洪涛 雷武全 林斌 王海雨 李俊荣

梁庆珍 杨泳淇 李焕唯 吕嘉城 王宇明 陈雨欣

向锦芳 吴菲菲 韦海锋 韦雪丽 黄智秋 余华娟

姜仕秋 甘敏清 彭成明 张书瑶 廖翠芳 刘囿伯

覃泽镇 谭俏媚 李运福 李流贤 宋寿勤 韦金连

陈琼 梁慧霞 苏彩珍 张超 陈富山 覃小岑

易敏 杨雅婷 闫祉烨 闫祉荧 谭哲优 林雁赠

覃柳琴 王思彤 杨海锋 陈婉嫦 刘泽昌 朱小燕

邓惠方 曾之柳 江珍 杨海银 赵耀梅 谭艳玲

陆峻毅 张小桃 张智琴 吴楚怡 徐庆宝 李肖平

叶贞贞 陈玉松 陆鹏先 卢文莉 刘海燕 刘胜海

蓝英娟 韦胜年 覃伟雪 黄晓琪 覃浩铭 徐丽琼

覃韵涵 覃启帆 杨天炜 郭朝源 王阳 谢泳锋

陆春艺 瞿博铭 林彬 邱思淇 杨叶盟 梁振新

谭美超 郑德础 吴金宝 刘奕勋 谢丽 梁英霞

罗升远 白琳 罗秀均 吴志忠 梁菊萍 马乐天

李晓宁 王予 卢伟勤 庞竖波 宁静 符家辉

赵洪娟 黄治华 刘国栋 曼哈顿 莫忠霞 罗亮

徐展锋 黄恩荣 张慧 赵梅兰 肖德振 梁飞宇

邬启政 廖春生 徐杏杏 陈思洁 侯晨亮 韦淑兰

刘元庆 罗浩 梁宗奎 周春科 黄方正 熊朝霞

李良银 李乐 韦立确 张安诚 黄凯 郑浩玲

陆洁凤 庞宇东 吴锦铭 莫少立 李章文 梁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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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朝坚 李春霞 陈振 日南 梓琪 振城

桂志 松庆 烘斌 嘉献 朱珊 梦婷

盛键 梁紫瑜 林广荣 谭向葵 陈梅丽 粟禹谦

黄炜杰 何东芳 朱新传 李少梅 唐怜利 袁秀明

李榜义 梁杰 谭俏连 韦雪玲 杨雨晴 刘丽君

邓晓芳 梁容 冯秋敏 姜景辉 周紫莉 梁耀丹

冯仙 陈国宁 成祖权 杨夸丽 梁妹菲 卢海丽

林小明 杨基龙 罗永 谢火燕 谢水珍 谢滔

张路思 张柯 周烈 袁嘉茵 陈俊杰 张欢

劳春强 谢东晋 梁洁莲 梁展锋 唐家泽 谢思容

熊晓情 莫许文 覃克健 罗凤波 黄亚彩 钟华天

陈发军 杨振琴 伍燕锦 李世泓 黄健勇 卢瑞华

蔡婉杏 霍国梅 唐海丹 唐强 黎永康 曾献玲

黄文燕 李嘉 向丽桃 罗璇 凌永振 梁彪著

陈家婵 杨通送 黄家祺 王海霞 莫业权 韦翼甲

何威标 何锦昌 陆洁如 陈伟坤 吴积锦 蒋家伟

林智兰 运基 运浩 倩榆 烨宁 铭健

炜灵 钊江 采灵 丽梅 子华 莫兰

蒙永锋 吴婧懿 王桂玲 黄日华 莫红梅 王长发

陈文成 田飞丽 黄滟乔 黄志玲 方祉懿 杜承蔚

潘展华 马琼芳 覃金清 谭伟冲 罗燕伟 陈丽

唐玉真 杜美丽 邓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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