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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希望同行—— 

广西希望工程特别行动第八批爱心榜公布 

 

爱心榜 

・ 企业（团体）名单： 

河池市宜州区三岔镇古卜小学 

河池市宜州区三岔镇实验学校 

河池市宜州区三岔镇实验学校小学本部 

河池市金城江区 272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九圩镇三旺中心小学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二初级中学 252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二初级中学 254 班班委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二小学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二小学教师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58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59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60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65 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68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74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75 班家委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76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77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82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83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84 班同学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87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1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3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4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6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8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99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拔贡中心小学 

河池市金城江区长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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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高级中学 

河池市大化县实验小学教职工及学生 

河池市二中 281 班岑映希等 5 位同学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乡初级中学 96 

河池市东江中学 

河池市凤山团县委 

共青团靖西市民族中学委员会 

玉林市容县松山中学团支部 

桂林市永福县团员青年 

梧州市藤县天平一中捐 

梧州市蒙山新圩中心小学师生 

崇左市扶绥供电局团委 

中国石油广西百色分公司全体员工 

南宁市国凯路小学 

百色学院思政 192 班 

百色学院城管本 19 

百色学院理 11 

百色学院预科教育学院理工 1912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 8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9 班团支部 

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中心小学六 3 班学生 

百色市靖西市民族中学全体教职工 

百色市妇幼保健院 

百色市实验小学 

百色农业学校 

柳州市工人医院呼吸科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7 汽修 2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城轨 3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城轨 4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工程 6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数控 2 班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团支部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级机电 3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级环境工程技术 1 班全体同学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数控技术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电信院１７计算机应用技术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西中壮建设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南区三岸幼儿园师生 

百色市金融团工委 

钦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柳州市三江县古宜镇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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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工程 1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6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城轨 2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城轨 2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5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旅游 3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7 学前 9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航空 1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航空 1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8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3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旅游 2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1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旅游 5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4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航空 2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9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艺术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艺术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7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4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8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7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6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9 学前 1 班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8 学前 9 班 

梧州市藤县新庆镇中心校师生 

北海市镇海土方工程有限公司 

玉林市容县松山镇启程幼儿园 

百色市靖西市靖西中学各团支部 

百色市靖西市靖西中学全体教职工 

百色学院理工 196 班 

百色学院理工 196 班 

材化本 17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4 班 

百色学院材化本 17 班 

百色学院国教本 181 

百色学院预科文 11 班 

百色学院政管学院自管会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91 班 

百色学院造价本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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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思政 171 团支部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 1910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 1906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 1902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10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9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7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6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5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4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3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2 班 

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中学九 1 班 

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镇团委 

河池市东兰西部计划志愿者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63 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300 班家委会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63 班 

 

・ 个人名单： 
杨天富 卢柱坚 卢兰金 陆亦忠 韦明志 罗佳丽 

冯凯庭 陈国纯 方以连 龙倚汉 陈樟屹 黄志总 

李金峰 黄婉 龚霞 黄翠英 罗家启 陈雪颖 

黄钢 余萍萍 莫丽圆 吴火艳 李永健 黄小愉 

全懿令 杨小兰 李彩盈 秦雨昕 谭少云 周妹 

陆广元 吴金呈 周国明 陈树海 黄燕燕 刘露生 

廖金花 潘金梅 侯蝶 莫兰 粟秋榕 李思妮 

韦清梅 韦旭鹏 易建铭 黄安 朱良和 莫志汗 

廖利安 陈昌辉 陆艳娇 覃智忠 翁福銮 陆林林 

黄海峻 黎钊浩 莫钦斌 龙春红 邹震 彭素珍 

韦露新 吴柳丹 乔刚露 孔德铨 曾政豪 覃小龙 

黄培校 袁江桃 黄配云 覃鹏熹 党虹 步盈格 

吴志佳 林文政 苏苏 罗子宇 黄林 周宝恒 

蓝佩蝶 凌远鑫 何小卉 陈朝媚 罗国豪 梁燕华 

郭旭光 陆荣丽 唐仲康 黄婷婷 黄永宏 陈凤琪 

李睿刚 陈俊杰 蓝将领 黄涛 石德威 李卓蔚 

梁雨嫣 张嘉嘉 蒋博 伦艳丽 侯祖友 黄成婷 

温海梅 杨巧 冯广树 唐依峰 黄予 刘通 

李英铭 黄黎明 邱玲 伍学旺 龙东梅 岑伊旭 

罗家璐 郑海梅 姚春柳 杨杉杉 肖广南 严瑶 

邱佩 邓炜舟 黄晓宁 黄宗森 赵毅 唐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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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海 王姝月 梁北兰 邓小丽 杨春仪 谭晓娟 

涂文凤 刘惠丹 潘湘淑 苏清翠 韦振景 牙丽娟 

黄恒昌 张浩 黄清海 莫秋全 王滢 巩向平 

赵文峰 梁柳银 冯运红 李锦圣  贾秀珍 蒙烟云 

蓝浩元 刘春艳 吴敏富 吴东杰  李林萍 黄昌民 

黄健 莫焯和 聂亮 林裕为 李茂锋 谭金将 

谭柯莹 覃艳秋 覃丽秋 黄得轩  黄健 鲁仕才 

唐玮梅 郭志鹏 何智琴 贤森华  罗志 何文龙 

刘晨宇 李华铧 梁金清 李祥奕  谢金萍 覃祚兵 

梁碧连 黄杰森 石永华 韦思琦 秦颖华 罗廷超 

禤泳希 韦伟达 黄配凤 张杰 廖倩莹 徐覃萍 

肖傢镇 余萍萍 谭相草 韦俐玲 梁卓异 陶金梅 

李荣超 陈楚 龙佳华 谢文聪 罗志 刁丽楠 

甘广兰 张秀锋 梁志龙 刘林凤 廖倩莹 陆心甜 

杨亮 贤茵茵 方杰良 符勇康 方诗通 陆海丽 

谢妍妍 韦小姜 黄春源 农伶俐 韦素玉 周燕 

黄美玲 宁嘉燕 胡玉柳 蒙香玲 冯梅芳 黎海舟  

冯伟珍 梁耀 石灵欢 乃春欢 林秋嫣 胡可泉 

郑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