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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就业指导导师简介
(按照姓氏首字母升序排列)

南宁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贝宝珍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人事行

政经理，包装工程及行政管理双学士，在上市集团公

司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十余年，熟悉企业校园招聘要求

及流程、管理培训生培养方法，专注于为应届毕业生

如何择业、如何从学生向职场人快速转变提供解决方

案。

擅长领域：简历制作、大学生职业化心态、职业

生涯规划等。

2 陈丽雄

广西众康医药集团总经理助理，北大纵横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顾问，国际注册职业规划

师，国际注册人力资源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多家上

市企业管理运营经验，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3 陈颖捷

南宁企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人力资源顾问，从事

中高级人才猎头服务、HR 顾问工作。10 多年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知名大型民企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长期关注高校毕业生成长教育工作。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4 成 华

CETTIC 认证生涯规划师、国家二级企业培训师、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培训指导工作近十年，擅

长帮助毕业生了解自身的优缺点，结合自身特点提供

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就业指导。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5 俸 强

南宁豁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高

级职业培训讲师，国家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北京大

学 EMBA 学员，善于为求职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就业

指导服务。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简历制作、职业生涯

规划、大学生提前职业化等。

6 黄 欢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政策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从

事劳动就业和公共政策评估工作，长期关注大学生就

业领域，重点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

题，多年在就业一线开展服务工作。

擅长领域：大学生职业心态指导，就业政策解读等。

7 蒋 敏

广西格洛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有丰富

的人力资源招聘经验，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及丰富的

招聘实战工作经验。

擅长领域：简历制作、求职面试技巧等。

8 柯丽菲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产业经济

学博士后。具有丰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养修炼、求职

面试技巧等。

9 李 林

中国广西人才市场顾问，广西人力资源开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级经济师职称，具备职业指导

师和管理咨询师职业资格。10 多年人才服务业工作经

验，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观念和就业技巧

指导等。



10 廉景丽

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总经

理。教育学硕士，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方

向）研究生学历,GCDF 全球职业规划师。

擅长领域：大学生职业化心态、职业生涯规划等。

11 林 欣

广西南宁远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20 多年

职业生涯，具备丰富扎实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擅长职场人士素质提升、团队建设及管理能力的培

训。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简历

制作等。

12 罗 冲

广西中青盛网络有限公司负责人。国家高级职业

指导师、GCDF 全球职业规划师，具有丰富的职场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个人优势识别与发展

等。

13 罗玲玲

广西心创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10 多年人力资源、行政、物流

管理工作实操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职业心态等。

14 马 静

中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心理咨询师，

职业指导师。现任南宁企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人

力官，从事中高级人才寻访（猎头）服务、企业管理

培训、人力资源管理顾问工作。具有二十年工作经验，

曾在国企、外企、民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和供应链管

理经验，从事中高级人才寻访（猎头）服务十年。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15 农宗灵

南宁市艾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创业创新国赛总

决赛评委专家省、市级创新创业大赛评委/赛前培训专家

国家创业咨询师培训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题库命题专家

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拥有多项就业、创业领域国家知

识产权《创业成长零到一》主编。

擅长领域：职业发展指导、简历制作、创业咨询等。

16 彭桂明

梧州中恒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工商管理硕士

（MBA）毕业，10 多年管理工作及人力资源部工作经

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等。

17 乔永利

广西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广西

大学管理学学士，中级经济师（人力资源专业）。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大学生职业心态、职

业生涯规划等。

18 肖 红

国际注册高级培训师、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

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专家、中国职业经理人

协会特聘讲师、版权课程《营销规划》《销售罗盘》

《解决方案销售》《信任五环》认证导师。

擅长领域：大学生如何成长为就业市场抢手的销

售人才等就业指导。

19 肖 穗

银光地产集团行政人力总监，20 多年人力行政综

合管理经验，对人力资源的各个模块有非常丰富的实

践经验。曾获得广西人才服务办公室授予的“金牌职

业指导导师”荣誉称号。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简历制作等。



20 易 馨

国家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10 多年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经验。

擅长领域：新员工职业化思维、如何树立正确的

就业心态，就业心理咨询等。

22 周俊天

南宁远新健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0 多

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熟悉汽车行业人力资源制

度和操作规范，擅长员工关系、招聘、培训等模块。

擅长领域: 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23 周敏玲

广西慧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10 多年的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经历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不同的工作环境，了解本土企

业的用人需求特点。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简历制作等。

24 周长明

南宁企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师、培训师。

多次获得广西人才服务办公室授予的“金牌职业指导

导师”荣誉称号。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柳州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范 浩

语言培训师、可视化演讲设计师、博赞思维导图

管理师、柳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特邀导师、柳

州市市直机关语言艺术俱乐部指导老师、柳州市城市

职业学院创新创业特邀培训师。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项目讲演技巧等。

2 李国锐

广西弘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职

业指导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SIYB 中国项目培训

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创业培训工作指

导委员会创业培训师、IYB 培训讲师、欧洲模拟公司

中国联合中心实训师。国家二级创业咨询师。多次担

任创业大赛评委。

擅长领域：创业咨询、SIYB 创业培训等。

3 谢源升

广西桂平市蚕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副总经理。湖南大学工程硕士，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10 多年企业管理和实操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心态指导等。



桂林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陈虹羽

桂林创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桂林君

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企业培训师。广西培训师联合会理事，SYB 创业

培训讲师。具备超过十五年的企业高层管理工作经

验。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礼仪、面试技巧、职业生涯

规划等。

2 易桂青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

理，10 多年外企、上市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简历制作等。

梧州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唐艺菲

鸿图集团人力资源部主任，负责招聘、培训及员

工关系工作。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贵港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陈 韵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扶贫办负责扶贫

政策宣传干事，熟悉国家与地方出台的相关就业创业

政策。

擅长领域：扶贫政策解读及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群体就业指导。

玉林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张运泉

玉林师范学院教师，高级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

管理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 EMBA，广

西大学动力工程硕士。曾任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部长，副总经理。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职业生涯规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