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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讲座导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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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云

南宁市丽嫦云曦形象工作室总经理。曾参加国家

文化部艺术形象设计和西蔓色彩高级形象管理课程

研修班。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礼仪、社交礼仪、色彩形象

管理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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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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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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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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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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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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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卢 连

高考志愿网南宁分公司培训总监、高考志愿规划

师、生涯规划师、企业培训师、国家二级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等。



10 卢晓江

广西南宁超级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五

年互联网创业经验。

擅长领域：创业团队建设等。

11 吕东文

广西影响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西

企业培训师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共柳江县委党校客

座讲师、SYB 创业培训讲师。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创业咨询等。

12 农宗灵

南宁市艾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SYB/ IYB

培训讲师、国家创业咨询师、高校创业指导师、国家

一级职业指导师。拥有多年的培训咨询经验和四个就

业、创业领域知识产权。

擅长领域：职业发展指导、简历制作、创业咨询

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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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秦丽沙

广西云之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培训师，高级经济师、国家注册招标师、国家二级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云龙教育培训学校培训师。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提前职业化，

如何成功度过试用期等。



15 覃智灵

广西企业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广西欧日电梯有

限公司职业指导师和内训师。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沟通的艺术、职业

素养等。

16 王柳莉

曾任柳州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培训讲师。在国有银

行从事银行信贷经营和管理工作 30 多年，从事十几

年银行个人贷款业务，对个人贷款风险防控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

擅长领域：校园网贷风险防控等。

17 韦 婕

中智广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国

家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助理职业指导师。

擅长领域：劳动权益保障、职业生涯规划与咨询

等。

18 夏桂红

南宁红林大酒店人力资源总监，国家二级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近二十年，积累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及丰富的实战

管理工作经验。

擅长领域：大学生提前职业化、职业生涯规划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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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张春华

广西晨辰投资有限公司咨询师、整理师。中国

专业人才库高级礼仪培训师、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

力认证礼仪训练讲师、美国 ACIC 国际注册高级形象

管理讲师、高级衣橱整理师。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礼仪、个人形象咨询等。

21 周 园

西民族大学学生工作部（处）教师，赛领职业指

导工作室成员，十几年年学生管理与教学相关工作经

历。国际生涯教练（BCC）、国家职业指导师、生涯规

划师、心理咨询师（三级）、创业指导师、礼仪训练

指导教师（CVCC）。2017 年“金字塔”就业指导师资

说课大赛三等奖。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面试礼仪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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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妍

广西科技大学专职辅导员，任职期间获校优秀辅

导员、广西区级征文大赛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

2017 年“金字塔”就业指导师资说课大赛三等奖。

擅长领域：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面试技巧、

求职面试礼仪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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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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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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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艺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就业指导教师，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就业核心团队成员，具备国家助理职业指导师和

创业指导师资格证书。2017 年“金字塔”就业指导师

资说课大赛二等奖。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心理调整与咨询、

创新创业引导与咨询等。

3 仇梦一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辅导员。国家二级职业指导

师，高校创业指导员。入职以来一直从事毕业生就业

指导工作，指导学生中有部分进入腾讯、百度、华为

等知名企业就职。2017 年“金字塔”就业指导师资说

课大赛二等奖。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等。

4 吴旭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辅导员，学校就业创业指导核

心团队成员。主持校级就业创业相关课题两项，参与

省部级相关课题两项。2017 年“金字塔”就业指导师

资说课大赛一等奖。

擅长领域：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简历制作、求职

面试技巧等。



北海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卢娴娴

北海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中心副主任。SYB 培训

讲师。

擅长领域：求职面试技巧、简历制作、SYB 创业

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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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色市
序

号
姓名 相片 简介

1 何承伟

中国创友会发起人、CCM 金融资本合伙人、百惠

联盟创始人，有丰富的电子商务运营、广告媒体运营、

商业模式策划和市场开发经验。北京大学 EMBA，国家

注册融资规划师。

擅长领域：创业投融资规划指导、创业团队辅导、

职业生涯规划等。

2 邹高丽

百色乐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弘礼学院百

色分院院长，中国培训网高级礼仪培训师，ACIC 国际

注册高级礼仪培训师，具有丰富的面试礼仪、商务礼

仪经验。

擅长领域：面试礼仪、商务礼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