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贞鹏 1944 年生，都安县保安乡人，大学文化，祖属京兆宗支。1968 年毕业于

广西农学院植保系，被派遣到广东白藤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69 年转战湖南西湖。1970

年分配到南丹县工作，任县革委政工组秘书、县委组织部秘书，南丹县罗富公社党委

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7 年 8 月调到中共河池地委办公室工作，任秘

书、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宜山县委副书记（挂任）；

罗城县委书记；河池地委政法委副书记。主持罗城县委工作期间，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带领县四家班子领导同心同德建设县城二环，使县城扩大两倍；建厂开矿，打下

工业富县的基础；集资建校，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开创干部职工集资建房先河，解决

住房难题；大力植树造林，首个消灭宜林荒山。任政法委副书记期间，狠抓政法队伍

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依法打击违法犯罪，促进了辖区经济社会的合谐发展。

韦德福 1944 生，籍贯广西武鸣，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1964 年应征入伍，任

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师政治部干事、秘书、副科长、科长，广东湛江军

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军分区纪检副书记。多次受到

师、团、营、连嘉奖。1986 年转业到广西二轻工业局工作，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书记。当选广西二轻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轻工业职工政研

会常务理事。多次被评为单位和区直属机关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省部级刊

物发表调查报告、论文、诗词一百多篇。获中国轻工政研究会“突出贡献”奖，被评

为广西“区直机关党建”优秀通讯员，广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工作者。个人作

品和事迹载入《中国轻工思想与展望》、《全国优秀复转军人略传》和《中国专家大辞

典》。

韦标亮 1944 年生，壮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东庙乡人，大学本科学历。韦天

贡宗支第 17 代孙，堂号为南阳堂。十二世祖韦锦旗从东兰县迁徙至地苏乡三弄村，十

三世祖韦炳华与弟韦炳辉从三弄迁至弄乃、弄楼定居。韦标亮 1968 年广西师院（今广

西师范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田林县百乐公社和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河池日

报》副社长兼副总编；河池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外宣办主任、《河池分情报》总编；河

池地区行署民族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调研员。兼任广西瑶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少

数民族地市报新闻研究会常务理事、河池地区新闻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河池地区计生

协会副会长、河池地区企业政工研究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劳

动模范），《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党务工

作者。通讯《北壮上门》被评为 1982 年全国民族团结征文三等奖，消息《旧社会同行

如冤家、新社会同行亲如一家／南宁市郊区水泥厂无私帮助田林县水泥厂扭亏增盈》，

被评为 1983 年广西好新闻。新闻论文《浅谈新闻工作者的掂功》、《创民族报独家新闻

之管见》、《新闻失实的现象、根源及对策》分别获得全国民族新闻理论优秀论文二、



三等奖。《加快民族乡发展刻不容缓／河池地区民族乡建设情况的调查》获广西优秀调

研报告一等奖。独著、主编有《布努瑶社会历史》、《人生永叹词》、《新世纪、新河池、

新跨越》、《布努瑶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等四本书籍，还与人合编有《追寻红七军足迹》

一书。

韦金明 1945 年生，壮族，河池市六圩镇人，中专文化，高级农艺师。

1966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公社（乡镇政府）干事、宣传委员、党委常

委、革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代主任、镇长、党委书记、县级

河池市农业局局长、农委（农办）副主任、党组成员，曾当选中共河池

市第六、七次党代会代表，河池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被评

为优秀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多次荣获国家、省

区、地市等部门的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开发项目贡献奖、推广农业技术成

绩显著奖、简易粮仓示范推广奖等。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等媒体发表文章十余篇。

韦明干 1946 年生，天峨县岜暮乡人，系东兰县巴畴乡韦玉兰公支系

子孙，大专文化。1968 年从军，退役后就读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1973

年毕业后，历任天峨县八腊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县律

师事务所律师、县司法局副局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中共天峨县

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天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当选广西

区法学学会会员、天峨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被评为县先进党支部书记、县“严打”

先进个人、河池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韦锦康 瑶族，原籍马山县，1953 年迁到武鸣县，大学文化。1965 年

8 月参军，曾任南宁军分区警区通排、广西军区警卫营警卫排警卫员、文

书、代理书记、司务长、助理员，广西军区司令部政治处干事，广西军区

军事法院副团职审判员。1986 年转业到广西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曾任

法委办公室副主任、法工委综合处副处长（正处），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副主任、《韦氏文化研究》联络部负责人

之一，右江革命根据地老同志联谊会副会长。二十一年戌马生涯中在广西军区亲历了

四代司令——欧致富、赵欣然、张序登、李新良，四代政委——韦国清和李世才、刘

重桂和郭质甫、王沣文、毕可周的领导，文革中担任韦国清和欧致富等领导的安全警

卫工作。1972—1975 年负责组织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参加南宁市邕江防洪堤修建工作。

1976—1986 年在广西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平反、纠正和落实“文革”期间的冤、

假、错案工作，参加广西区党委关于落实地下党政策工作，同时参加广东省委和广州

军区党委对文革中部队参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澎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在区



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十六年中，参加了由彭真、李鹏委员长主持举办的两期全国人

大立法干部培训班，受到彭真委员长、陈丕显、耿飚、彭冲、姜春云副委员长亲切接

见并合影留念。曾陪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领导黄嘉、邱文懿、赵明坚、韦继松、张敦

颢、韦家能等到区内外进行工作考察和检查工作，参与制定几十部广西地方性法规和

执法检查工作，努力为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为依法治国、为维护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曾获得自治区人大系统先进工作者

奖，区直优秀党务工作者奖和区直优秀共产党员奖。

韦梅权 1948 年生，壮族，广西大化县贡川乡人，国家注册会计师，

国家注册审计师，广西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曾祖父韦代明，祖父韦朝胜，

父亲韦汉才，祖属晋置京兆郡。1964 年参军，转业后任广西区交通厅军

运处军运物资财务会计，南宁汽车客运总站计财科长，广西运德集团总公

司计财处副处长；广西区民政厅审计处长，广西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曾

被广州军区授予基层连队带兵模范指导员等称号，荣立二等功一次；被广

西区民政厅授予抗洪救灾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国家公务员、先进工作者称

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审计署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和全国审计系统“十佳”审

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韦儒泰 1948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东院镇人，大专学历，堂号

京兆堂。1969 年参军，任战士、班长，见习参谋，排长，荣立三等功。

1980 年转业任东兰钢精厂厂长；东兰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

县长；河池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河池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调研员。

韦名华 1959 年生，壮族，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永安乡人，大学本科

毕业，文学学士。系广西河池市东兰县韦海湖后裔。历任永福县桃城乡

南雄初中副校长、校长；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局副局长，县教育

局党总支书记兼永福县教育局副局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任副主任；中共龙胜各族

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桂林市委、桂林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

桂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共桂林市委副秘书长，中共桂林市委、桂林市人民政府

信访局局长。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学生作文病例诊治》、《初中语文单元提要与训练》、

《做好信访工作，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从被选到选人》等。

韦松龙 1959 年 2 月生，壮族，东兰县三石镇人。大专学历，高级

会计师。1980 年广西财经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历任东兰县财政局企业财

务专管员，综合计划股副股长，副局长兼秘书，副局长兼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南宁市医药批发站主办会计；自治区扶贫办外资扶

贫中心项目管理处处长助理兼财务管理组组长，综合处副处长，项目管理处处长。在

省部级刊物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强化会计法实施的设想》发表于 1990 年《广西

会计》第 6 期，选人《会计论文选》；《山区贫困县发展地方工业的探讨》发表于 1991

年《广西财政研究》，获自治区成果奖，入选国家财政部科学研究所、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出版的《中国财政金融大典》；《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发表于 1992 年《广西财政研究》，入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与发展丛书

——企业管理研究专辑》；《东兰财政部门改变工作作风，加速财政职能转变》发表于

1993 年《广西财政研究》，分别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及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出版的

《中国改革丛横谈》、《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获优秀论文二等奖；《法

国及欧盟山区农业发展战略》发表于 2000 年《广西农业科学》第 6 期，被农业部乡镇

企业发展中心邀请出席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农业高新技术论坛作交流；2000 年参加编

写的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攻坚一世界银行中国西南扶贫项目模式实践与

探索》，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韦少东 1960 年出生，壮族，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堂号“京兆堂”，鼻祖韩信，韩改韦第四十八世孙，韦天贡远孙。1980 年

巴马民族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历任小学教师；东兰县监察局、政府办公室

秘书，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防城港市港口区政府办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办

公室主任；港口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东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自治区

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人事处（社会工作处）

处长。连续四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优秀政务信息员，防城港市优秀共产党员；获《广

西年鉴》1996-1998 年写作一等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100 多篇，其中《广西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评估与发展预测研究》荣获 2011 年广西民政论坛论

文二等奖。

韦朝樱 大专学历。历任小学、中学教师；武宣县委宣传部干事、县

委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乡党委书记，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鹿寨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县委专职副书记；鹿

寨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常委会副主任；鹿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鹿

寨县总工会主席、党组成员等职。

韦 宁 1962 年生，壮族，广西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人，研究生学历。

历任玉林地区公安干校学员、贵县公安局贵城、城东派出所干警，城北派

出所副所长兼任市公安局团委书记，贵港市奇石乡党委书记兼任奇石乡派

出所第一指导员；贵港市土管局副局长兼局党支部书记；贵港市国土资源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贵港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

府办公室党组成员；贵港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2010 年 12 月当选为贵港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被中宣部、司法部等部门评为 2006—2010 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

人、全国“五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被自治区综治委评为 2005—2007 年全区平安建

设先进个人、2001—2005 年全区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被共青团广西区委等部门授

予“星星火炬”奖章。

韦兰明 1962 年生，壮族，广西忻城县大塘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西中医学院财务科副科长、财务办公室副

主任；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后改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自治区高校工委、

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兼厅机关服务中心主任（正处，法人代表）；教育

厅民族教育处处长，壮文推行办公室主任。发表论文《突出特色努力建设

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主编《壮汉双语教师说课案例》一书，由广西民

族出版社出版，策划教育电视纪录片《壮文》的制作。

韦思庆 1962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洛东乡人，大专文化。1981

年参加工作，历任洛东公社经营管理干事；洛西镇政府经管干事、镇长

助理、副镇长、镇长、党委副书记；宜州市科委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科技局局长、党组副书记；河池·东莞工业加工区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

委委员、副主任。在主持宜州市科技局工作期间，该市在每两年一届的

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中，连续 3 届 6 年荣获全国县市科技进步先进市

称号。个人荣获河池市先进科技工作者、河池市农村党员大培训先进科技工作者、河

池市创新计划组织实施先进个人；广西创新计划科技中介活动周先进个人、广西创新

计划组织实施先进个人；广西乡镇科技进步考核先进个人（2 次）、广西科技活动周突

出贡献个人；广西区党校优秀学员；国家星火计划先进个人、全国科技进步工作先进

个人等。被自治区总工会授予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

人事部、科技部授予“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个人拥有国家专利 1 项（共

有专利 3 项），广西科技成果 2 项，发表论文 4 篇。

韦雨江 1962 年生于东兰县，壮族，广西巴马县人，大学文化。1982

年广西民族大学（原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历任东兰中学教师，

河池财经学校教师兼任校团委书记，共青团广西区委干部，自治区党委统

战部干部，柳州市三江县县委副书记（挂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经济处

副处长（正处级），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室主任等职。2003 年、2004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自治区扶贫工作先进个人，同时获得自治区直属机关党

委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2005 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先进个人：2011 年



被评为自治区扶贫开发 2001—2010 年工作先进个人。

韦河山 1963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韩信后裔韦天贡远孙。1986 年广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历

任东兰县三石公社经管干事，公社团委书记；东兰县农机局技术员；东兰

县水利局局长；中共长乐镇党委第一书记；东兰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常务副县长；中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广西壮族

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兼风亭河水库党委书记、主任；广西水利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广西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政监察总队总队长。有《现浇混凝土技术在山区小型渠道工程

上的应用及推广》等四项科研成果获科技进步奖。在《广西水利水电》，《中国科技传

播》发表专业论文若干篇。被国家有关部门、广西区政府及有关厅局等授予“全区农

业生产第一线推广农业技术成绩显著的科技人员”、“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广

西壮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河池地区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荣获自

治区党委组织部等部门“第五届广西青年科技奖”。

韦 健 1963 年 9 月出生，壮族，东兰县人，大专文化，农艺师。先

后任东兰县科技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党组书记等职。先后主持或参

与了《100 只黑山羊养殖开发》、《东兰乌鸡品种繁育与推广》、《岩黄连、

肿节风、萝芙木规范化种植开发与示范》、《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行动计

划》等 10 多项自治区级或国家级项目的实施，获奖成果 2 项，参与岩黄连、

肿节风、萝芙木、板栗规范化生产标准操作规程的制定，发表论文 5 篇，2

次获得自治区级“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敏锋 1961 年生，壮族，大学文化。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柳城县凤山

镇团委副书记、书记；柳城县凤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副书记；柳城县太平镇党委书记；

柳城县畜牧水产局局长；柳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县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

韦强忠 1963 年生，宾阳县古辣镇人。1982 年 11 月入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

长，团政治处正排职干事，师政治部副连职干事，南宁军分区正连职党委秘书，边防

团副营职组织股长，广西军区政治部组织处正营职干事，广西陆军预备役步兵师副团

职组织科长，来宾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广西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党

委书记等职。当选共青团广西区委委员、广西青联委员、来宾市人大代表、来宾市摄

影家协会副主席。转业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调研员、副处长

（正处级）。在部队工作期间，，在军以上报刊发表理论文章 40 多篇，主编部队建设书

籍 5 本 90 多万字，发表新闻稿件 180 篇，新闻照片 50 多张。照片《我们

胜利了》获得广州军区摄影比赛一等奖，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先后荣



立三等功 10 次，师以上单位嘉奖 20 次。荣获“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铜质奖章、“中国

共青团五四奖章”，被总政治部等上级机关授予“全军两用人才先进个人”、“优秀共青

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双拥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韦相超 1963 年生，广西桂平市人。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区劳动人

事厅工资福利处、人事局工资处干部，综合计划调配处副调研员、职称处副处长，自

治区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队队长、田林县委常委、副县长（挂任），广西区人社厅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韦英思 1963 年生，壮族，武鸣县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国民教育研究生毕

业，硕士学位，研究员，中共广西区党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正处）。曾在中共南宁

市委宣传部讲师团任助教、讲师。1995 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区党委组织部工

作（其间 1997 年中至 1998 年初曾借调到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工作），任《广

西党建》杂志社副总编。先后独立完成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党

建研究会重点课题及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31 项。研究成果在参加

上述单位的评奖中，有 21 项获奖，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目，三

等奖 11 项。此外，参与其他同志负责的课题 6 项。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组织人

事报》等多家中央和地方报刊公开发表论文 80 多篇，有 8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发表其他文章 100 余篇，还参与了其他一些论著的撰写。组织推介的南宁市网上政府

采购项目及应急联动项目、广西“五保村”建设项目，3 次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应急联动项目为南宁市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作出了积极贡献。

韦更望 1964 年 1 月生，壮族，广西环江县川山乡人，大学学历，工

程师。先后在河池环江县和防城港市从事公安工作。现为广西防城港市港

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十二次，

多次被授予全区破案能手称号。

韦景欢 1964 年 4 月生，壮族，广西都安县菁盛乡人，研究生学历，

理学学士，高级工程师，广西广播电视器材总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属于都安县韦安和支系（韦安和原名韦正用，东兰知州韦祖鋐之子，1520

年左右迁居都安地苏）第 15 世孙。1985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都安县教育局

工作（同时在都安高中任教），1989 年调广播电视厅技术部工作，1994 年

调广西广播电视器材总公司（广电厅直属事业单位）从事广播电视事业建

设、企业经营及管理工作。参与大功率高能耗中短波发射机的安全运行及

有关自动控制系统的节能降耗、前级固态化改造、提高稳定性降低停播劣播率等多个

重点技改项目的研究。其中 150KW 脉宽调制中波发射机低周末级固态化改造项目，获

中国西部广播电视技术协作会科技成果二等奖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主



研的中波发射机低周前级固态化标准板研制成果在全区中波发射台站推广使用并获

1996 年中国西部广播电视技术协作会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一等奖。其它项目分别获

治区广电厅合理化建议及技术改进二、三、四等奖及安全优质播出优胜奖；多次评为

自治区广电局和区直机关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村村

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先进个人、中央电视代理业务全国先进个人。

韦永谊 1963 年生，壮族，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人，世貌先祖由武鸣县双桥镇平洪

村迁至现址。属山涛后裔。大学学历，政工师。1981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南宁市郊区

三塘镇政府、郊区团委、金陵镇党委、郊区政府办公室、郊区政府后勤服务中心、郊

区林业局、兴宁区农村水利局、兴宁区安吉镇党委、安宁街道党工委、兴

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兴宁区政府，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等机关单位服务。现任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韦兆烈 1963 年生，壮族，广西柳江县人。1980 年参军，先后担任

排、连、营职军官，三次带领连队参加对越反击战。1995 年转业到南宁

市公安局工作，任交警四大队教导员、督察大队副支队长、政治教育训练

处处长、西乡塘分局政委等职。从军为警三十余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立

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九次。

韦 达 1963 年生，壮族，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作

家、诗人，为韦山涛公之子，千四公韦景福之裔孙。先后任贵港市高中教师，兼任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贵港市委会秘书长；覃塘区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贵港市委会副主委委员；贵港市政协副秘书长（正处级），兼任《贵港政协》主编。

当选贵港市诗词协会理事。热爱写作、书法，已出版《韦达文选》。多次被评为“优秀

教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全国参政议政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韦志远 1963 年生，先后任浦北县乐民镇团委书记、浦北县科协主席、

人大秘书、纪委委员、福旺镇党委副书记、县科协副主席、县文联副主席

等职。荣获全国农村科普金牌一枚，连续多年被评为自治区科协先进工作

者，先进事迹刊登于《广西科协通讯》，出席自治区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

担任县、市等多个书画组织的委员、理事或会长。书画作品和传略已载入

《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多种书籍或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著有多部诗文集，

与人合编长达 50 多万字的《浦北县军事志》。其撰写的《必须把农村城镇化、城镇城

市化作为农村党建工作重点》、《农业企业化、企工业化、工业现代新型科技化是浦北

的必由之路》等 19 篇论文获全国特等奖、一等奖和国际优秀奖。书法曾在中国革命军

事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地展出，得到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先生的充分肯定，多次获

全国金、银、铜和优秀奖。长篇报告文学《浦北今朝》、《凤凰奋翥党旗红》等获全国



报告文学大赛一等奖和银奖。被授予钦州市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等称号。

韦 毅 1964 年 12 月生，壮族，东兰县三石镇人，本科学历，农艺

师。1987 年 7 月广西河池农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巴马县糖蔗生产办

公室技术员、秘书；所略乡乡长助理、副乡长；县糖业生产管理局副局长；

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韦丽忠 女，1963 年生，广西宜州市祥贝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

年 8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乡政府秘书，党委宣委，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党委书记、乡人大主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政协宜州市委员

会党组书记、主席。获全国人口文化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少数民族界政协委员，撰写的提案《关于广西桑蚕

茧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理顺广西白酒生产经营秩序发展壮大我区白

酒行业的建议》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连续两次荣获“自治区政协提案先进个

人”称号。论文《县级政协民主监督的困难及对策建议》、《县级政协协商民主突破路

径的思考》、《提高县级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思考》先后获得河池市政协第一、二、

三届理论研讨会一等奖，同时被评为自治区政协优秀论文。有多篇论文发表于省级以

上刊物。

韦雪鲜 女，1964 年生，壮族，宜州市石别镇人，大学文化。1985 年参加工作，

先后任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副书记、乡长，乡镇党委书记；宜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宜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宜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曾荣获河池市

“学习王任光群众满意基层干部”称号、“河池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曾被评为广西科

技进步乡镇先进个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韦居宁 笔名金易，1965 年生，上林人，大学文化，南宁市西乡塘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财政、人大财经工作，熟悉财政、财经业务，

对金融证券、期货、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十分重视中国传

统文化研究和应用。传承易学，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厚积薄发，在易学、

河洛绝学、奇门易数、金融易学、奇门命理学、奇门风水学、道家中医、

易数养生等五术玄学方面有较高造诣。一直致力于道家中医与易数养生研

究和实践，挖掘和整合流传几千年的易数养生法，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太极养生桩”

法、“仙坐养生”法、点穴按摩养生法。在心脑血管病、癌症等奇难杂症方面有独到见

解和心得，以中草药、奇门易数、道家中医等配合治疗取得神奇效果。

韦志鹏 1965 年生，壮族，南宁市宾阳县人，研究生学历。1997 年

步入处级领导岗位，先后任广西凭祥市副市长，广西隆安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南宁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宁市



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国家级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主持

南宁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期间，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东盟开发区建设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主持南宁市林业局工作期间，扎实开展退耕还林、绿化工程、封山育林

为主的森林资源保护活动，特别是对南宁市环城高速公路（100 公里）两侧实施绿化美

化，为南宁市打造“绿肺”，努力推动森林城市申报工作，使南宁市获得“绿城”称号；

主持国家级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对机构、人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以务

实亲民的理念开展经开区的各项工作，使该区在创新社会管理、招商引资、园区建设、

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济社会效益突出，得到国家有关部门以

及区、市党委政府的肯定与表扬。

韦茂明 1965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屏南乡人，大学文化。1986 年广西壮文学

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小学教师、乡教育组团队专干；县民语办干事。县改市后任

宜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干事、《宜州报》编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党委书记；市委

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兼镇党委书记；宜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多次被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韦 榕 1965 年生，壮族，宜州德胜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9 年参加工作，

先后任宜山县庆远林场技术员、宜州市林业局林政股副股长；市委组织部秘书、副科

级组织员、干部股股长；太平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市林业局局长；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书记、副主席等职。撰写的《精神旗帜 力量源泉—

—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道路》一文荣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校等

单位部门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奖。论文《建立健全机制制

度提高提案工作科学化水平》获得河池市政协第三次理论研讨会三等奖。

韦 魏 1967 年 9 月生，壮族，东兰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92 年 7

月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区石油总公司凭祥市公司秘书、油

库主任、办公室主任；凭祥市总工会秘书、副主席；市友谊镇党委副书记、

镇人大主席；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大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

市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科员。当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韦立新 1966 年生，宜州市北牙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宜山县一中教师、团委书记；共青团宜州市委副书记、书记；拉利乡党委书记；

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市委办公室主任；河池·东莞工业加工区二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广西宜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河池·东

莞工业加工区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宜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河池·东莞工业加工区二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广西宜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河池·东莞工业加工区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宜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韦俊武 1968 年生，壮族，籍贯广西都安县，研究生学历。1987 年 9 月入警，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龙州县公安局科甲边防派出所干事、副所长；广西公安

厅边防局参谋、副处长、办公室主任、边境管理处处长；广西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

韦方民 1968 年生，壮族，广西马山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84 年

10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任建行大化办事处职员，大化县财政局

出纳、会计、办公室副主任，大化县政府驻南宁办事处副主任，中国民主

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干部，民盟广西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

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主党派联

合办公室主任。

韦文传 1969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98 年以来主持完成东兰县“珠防林工程”、“林业十五、十一五、十二五

规划”、“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项目”等 10 余个重大项目的调查规划和实

施工作。先后荣获市、区级及国家有关部门奖励 12 项，其中荣获国家林

业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三等奖 3 项，自治区区林业厅二等奖 3 项。连续

多年获河池市“五个一万示范项目实施工作先进工作者”、“林业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韦寿明 1969 年 7 月出生，壮族，广西南宁市人，1990 年 7 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大

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先后在南宁市第 34 中学、南宁市郊区人民政

府、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等机关单位工作，现任南宁市西乡塘区安吉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荣获“南宁市中学教育学科带头人、南宁市先进教育

工作者”、“南宁市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南宁市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首府

南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南宁市服务“两会一节”工作先进

个人、南宁市信息化工作先进个人、南宁市科技工作先进个人、西乡塘区

经济工作先进个人、西乡塘区“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韦日娇 女，1969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人，在职大学学历。1986

年 4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乡镇财政所助征员；乡妇联副主席；百色地区民

族中等专业学校学员；镇政府老龄干事、副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荣获百色地区计生先进个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

韦汉平 1969 年生，广西上林县白圩镇人，大学文化，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第二十六试验训练基地南宁航天测控站团级干部，中校军衔。大学毕业时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招进军营，分配到新疆喀什卫星测控站，任副连长，中尉军衔。

后奉调南宁航天测控站工作。荣获 2 次嘉奖，被评为优秀科技干部一次，荣立三等功

一次。分别获得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纪念银章、神舟七号飞船载人航天飞行纪

念银章各一枚。

韦光茂 1974 年 5 月生，广西柳江县人，工程硕士学历，工程师。1997 年 9 月参

加工作，先后任柳州地区经贸局企业管理科科员，柳州地区化工冶炼厂厂长助理（挂

任），柳州地区经贸局经济运行科副科长；来宾市经贸委经济运行科副科长、办公室副

主任；来宾市经委技术进步与投资科科长，广西柳工集团柳工附件公司总经理助理（挂

任），来宾市经委行业综合科科长，工业区建设与规划科科长，经委副主任；来宾市中

小企业局副局长，招商局副局长（兼），兴宾区党委常委、副区长（挂任）；来宾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韦鸿磊 1970 年 4 月出生，壮族，广西都安县高岭乡人，本科学历。

祖上自都安县地苏丹阳迁到高岭乡德康村岜阳屯。1991 年 7 月广西人民

警察学校毕业后参军，先后任边防派出所副所长、侦查队长、支队副参谋

长、边防大队长、边境检查站政治委员等职，副团职武警中校警衔。在缉

枪缉毒、反走私、反偷渡及打击边境武装抢劫，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

成绩突出，先后 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荣获“全国公安边防部队缉枪缉毒

工作先进个人”、崇左市“公安系统十大破案能手”、崇左市建市工作先进

个人、第二届广西“十大边防卫士”等称号；被授予国防服役银质纪念章。

韦海峰 1971 年 11 月生，壮族，东兰县三石镇人，在职大学学历。

1993 年 7 月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河池地区财政

局办事员、科员；河池市财政局国库科副科长，经济建设科副科长、科长；

河池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政协河池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

委。

韦璟煜 1983 年 3 月生，壮族，广西河池市人，祖籍广西都安县。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在读博士。2005 年 7 月武警工科大学本科毕业从警。先后任中国特警正连

职主任；公安部警卫局副营职主任；中国刑警学院代副处长；公安部某局副处长。服

务“两会一节”工作先进个人、南宁市信息化工作先进个人、南宁市科技工作先进个

人、西乡塘区经济工作先进个人、西乡塘区“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韦日娇 女，1969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人，在职大学学历。1986

年 4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乡镇财政所助征员；乡妇联副主席；百色地区民



族中等专业学校学员；镇政府老龄干事、副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等职。荣获百色地区计生先进个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等称号。

韦汉平 1969 年生，广西上林县白圩镇人，大学文化，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第二十六试验训练基地南宁航天测控站团级干部，中校军衔。

大学毕业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招进军营，分配到新疆喀什卫星测控站，

任副连长，中尉军衔。后奉调南宁航天测控站工作。荣获 2 次嘉奖，被评

为优秀科技干部一次，荣立三等功一次。分别获得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成功纪念银章、神舟七号飞船载人航天飞行纪念银章各一枚。

韦光茂 1974 年 5 月生，广西柳江县人，工程硕士学历，工程师。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柳州地区经贸局企业管理科科员，柳州地区化工冶炼厂厂长

助理（挂任），柳州地区经贸局经济运行科副科长；来宾市经贸委经济运

行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来宾市经委技术进步与投资科科长，广西柳

工集团柳工附件公司总经理助理（挂任），来宾市经委行业综合科科长，

工业区建设与规划科科长，经委副主任；来宾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招商

局副局长（兼），兴宾区党委常委、副区长（挂任）；来宾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韦鸿磊 1970 年 4 月出生，壮族，广西都安县高岭乡人，本科学历。祖上自都安县

地苏丹阳迁到高岭乡德康村岜阳屯。1991 年 7 月广西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参军，先后

任边防派出所副所长、侦查队长、支队副参谋长、边防大队长、边境检查站政治委员

等职，副团职武警中校警衔。在缉枪缉毒、反走私、反偷渡及打击边境武装抢劫，维

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成绩突出，先后 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荣获“全国公安边防部

队缉枪缉毒工作先进个人”、崇左市“公安系统十大破案能手”、崇左市建市工作先进

个人、第二届广西“十大边防卫士”等称号；被授予国防服役银质纪念章。

韦海峰 1971 年 11 月生，壮族，东兰县三石镇人，在职大学学历。

1993 年 7 月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河池地区财政局

办事员、科员；河池市财政局国库科副科长，经济建设科副科长、科长；

河池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政协河池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韦璟煜 1983 年 3 月生，壮族，广西河池市人，祖籍广西都安县。研

究生毕业，硕士学位，在读博士。2005 年 7 月武警工科大学本科毕业从警。先后任中

国特警正连职主任；公安部警卫局副营职主任；中国刑警学院代副处长；公安部某局

副处长。

韦金升 1954 年 11 月生于桂平市中沙镇，祖籍平南县六陈镇。大学



本科学历。1974 年 12 月应征入伍，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学员、技术员、

连政治指导员、团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军务装备科科长（副团级）。1995 年 8 月转业先

后任玉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纪检组长；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兼基建办主任、思想政治工作处副处长；区局（公司）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正处级）

等职务。

韦世森 1958 年 3 月生，融安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76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

任共青团融安县委副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合山市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常委；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来宾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市纪委常委；市委巡视局常务副

局长；来宾市供销社监事会主任、党组副书记。发表论文多篇，部分并被收录进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世纪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献》、《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国现代理论发

展丛书》、《中国改革与决策科学理论文集》等书。被评为“柳州地区政府办系统先进

工作者”、“柳州地区先进工作队员”、“广西区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来宾市优

秀党务工作者”。

韦修裕 1962 年 3 月生于广西上林县大丰镇，籍贯广西横县。1979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边防武装警察部队凭祥边防大队油隘边防派出所

干警；广西横县税务局税所干部，税务所副所长，征管股副股长、股长，

横州分局局长，横县国家税务局局长；河池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会

计师、副局长；贵港市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

韦显知 1949 年 8 月生，壮族，都安县高岭乡（今高岭镇）人，大学

普通班学历，副研究员。1975 年 8 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南丹县

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县委“三分之一”工作队秘书，南丹县中学教师，南

丹县党史办公室秘书；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史秘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

室征研一处副处长、调研员、科研管理处处长，兼任广西中共党史学会常

务理事兼常务副秘书长。从事秘书工作和地方党史征集研究工作 39 年，

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书籍发表有关党史文章 60 多篇，约 50 万字，有

16 篇论文获奖；参与和独立编纂出版的广西地方党史资料、专题集、人物传等 17 本，

约 550 万字，其中含本人专著《钟爱的事业》、《我的梦想已成现实》两本。此外，由

其担任主编或第一副主编的还有《中国百家大姓》（一套五辑）、《广西群英谱》（第一、

二辑）、《韦氏玉虎支系安吉分支族谱》等 10 本书。

韦竟成 1960 年 6 月生，广西柳州人，党校大学学历，经济师。1980

年 8 月四川公安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四川省永川县公安局干警、永

川县公安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兼党组书记；永川市委常委，公安局局

长、党委书记，兼永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四川省渝北区委常委，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党委书记；重庆市渝北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

党组副书记，行政学校校长；重庆市渝北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重庆空港新城管

委会主任，重庆悦来新城建设管委会主任；重庆市北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

市北碚区委常委，区政协党组书记；重庆市北碚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韦东思 又名守刚，1971 年 10 月生，壮族，广西横县校椅镇人，大学本科文化，

在读在职研究生，山涛支系。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思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防城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副处长级）；防城港市港口区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防城港市纪委副书记等职。

韦任平 1975 年 10 月生，瑶族，广西都安县人，大专文化。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河池分校教师；都安县教师进修

学校团委书记；乡长助理、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乡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临港办副主任；

市政管理局局长，综合执法局局长等职。

韦汉烨 1965 年生，壮族，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人，大学文化，法学

学士，副教授。1988 年 6 月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河池地委讲师团理论

教员，河池地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防城港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市委讲师团团

长，市委党校副校长兼函授学院院长，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正处级）、市基层办主任等职务。在各级报刊发表论文和新闻稿等 100 多篇，有

20 多篇文章获奖。

韦启章 1954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防城港上思县思阳镇人，本科

学历，经济师。韦料贞第七十八世后裔。先后任上思县委组织部干事；劳

动人事局股长；华兰乡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常务副县长；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农业局局长；国家农

业部乡镇企业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副处长；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秘书长；防城港市科技局局长、防城港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

等职。1994 年广西区党委、区人民政府授予“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称号；1996 年防城

港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人民好公仆”称号。

韦振前 1949 年 2 月生，壮族，广西德保县人，文学学士，主任编

辑，广西作家协会会员、诗词学会会员。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氏韦光辉

等随狄青南征侬智高后，留居德保城外南街。振前当属其支系之后。1982

年 1 月广西大学毕业，先后任德保县荣华公社党委秘书、《右江日报》记

者、《广西日报》记者、防城港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防城港日报》总

编辑，中共防城港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防城港市诗词学会



第一会长等职。30 多年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广西日报》、《当代广西》、

《广西经济》、《党风廉政教材》、《今日南国》杂志和《防城港日报》等报刊发表新闻、

文学作品 1000 多篇，一百多万字。多次荣获全国、省级新闻、文学作品一、二、三等

奖。2002 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专著《山与海的交响》，2012 年 4 月由文化艺术出

版社出版诗词选集《岁月流觞》。个人传略入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专家人才

库》第三卷，中华国际出版社出版的《华夏英杰》第一卷。

韦福明 1967 年 11 月生，广西桂平市蒙圩镇人，壮族，在职研究生学历。1990 年

7 月广西民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桂平糖厂党委办秘书、糖厂子弟学校语文

教师；桂平石龙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桂平市委办公室干部、政策研究室副科长；贵

港市委办公室干部、政策研究副主任；第三秘书科科长、综合二科科长；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贵港市林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韦家其 曾用名家琪，1970 年 6 月生，广西平南县安怀镇人，在职

大学学历。1990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平南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秘

书股副股长、股长、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科长、贵港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处级检查员、调研教育室主任、行政效能监察室主任

等职。

韦炳就 1949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人。1967 年 9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宜山县

公安局副政委；宜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副处级预审员）。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荣立个人三等 3 次，二等功 1 次。

韦海油 广西武宣县人，大学文化，1965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

先后任学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师团干事、副主任、团

职教员兼任代主任，1979 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1987 年转业到广西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监察室主任、审判监督庭党支部

书记兼任代庭长。被最高法院授予三级高级法官。期间 1989 年冬至 1991

年春到那坡县扶贫，担任组长兼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多次评为先进

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支部书记。

韦永用 1950 年生，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平山乡人，曾任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级法官。

韦守先 1949 年生，壮族，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河乡人，大专文化，中

共党员。祖属京兆宗支，始祖山涛公。1968 年参军，任某部政治处股长

（正营级），荣立三等功。转业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纪检副处长，

纪检监察室主任（正处），中国金融系统纪检组、监察局派驻广西金融系

统纪检监察特派员办公室主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督管理



局党委宣传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广西银监局党风廉政建设巡视组组长等职。获中

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韦汉群 1950 年出生，瑶族，天峨县八腊瑶族乡人，大专文化。远祖系山东省青州

府臣民，因世乱逃难南迁到天峨。1973 年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公社革

委会办公室资料员，公社革委会副任、主任，党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常委、县委

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代县长、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县政协调

研员等职。六次荣获（省）区级人大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区党委、区政府扶贫先进

工作者称号。撰写的人大工作论文荣获省外重点杂志一等奖，学习科学发展观论文荣

获市级政协系统三等奖。

韦才团 1951 年生，壮族，广西隆安县人，大专文化。1969 年 2 月

从军，任战士、班长、炮手教练员，连队党支部委员。复员后任大队党

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公社党委书记，县糖厂党委书记，县经委党组书记，县经委党组书记、

主任，县长助理、县糖业局局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副记、常务

副县长、政法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二五”普法宣传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南宁地区社会

治安“综治”标兵、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自治区政协机关先进个人、南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先进个人、南宁市“优秀人民代表”等。

韦贵生 1951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大学文化。韦天贡

后裔，堂号“京兆堂”。1977 年广西民院毕业后，先任中学教师、副校长；

教育局人事监察、基建负责人；河池地委组织部干部、青干科副科长、科

长；地委干教办主任（副处级）；县级河池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河池市

机构编制办公室副主任、调研员。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论文，杂文、

散文、及新闻作品 50 多篇。《北京来的共产党员》获广西新闻一等奖，《他

为老区人民谋利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之我见》分别获“广西党建”优秀通讯作品

奖和论文二等奖。书法作品入展广西首届“八桂书风”。被评为河池地委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韦可耀 1951 年生，壮族，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文乡人，高级政工师。

韩信后裔韦天贡远孙。先后任厂党委办公室秘书、厂团委书记、厂政工保

卫科负责人；县委工交部、县经委、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党校校长；地区行政公署副

秘书长、法制局局长；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中央及省（区）

等各种报刊发表各类文章 70 多篇。主编出版有乡土读物丛书《可爱的都



安》、广西旅游文化丛书《长寿之乡河池行》。个人专著《回望人生》列入河池本土作

家文丛，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被聘为《广西政报》、《广西经济》编委、《当

代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广西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多次被评为《广西

经济》先进编委，屡获《广西年鉴》文稿写作特等奖。被评为河池地区优秀共产党员、

广西行政管理学会行政理论研究先进个人、河池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获广西壮族自

治区机构编制系统个人二等功。其传略载入《中国广西模范人物荣誉档案》。

韦振团 1952 年生，广西柳江县百朋镇人，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1970 年到广

西合山矿务局工作，先任合山矿务局溯河矿团委副书记、矿革委会副主任

（副矿长，副县级），合山矿务局溯河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书

记，合山矿务局工人医院党委书记、里兰矿党委书记。中共合山矿务局第

八、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1999 年调任合山市交通局局长、党组书记。

多次获得主管部门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干部”、“两个文明建设

先进个人”等称号。其撰写的《浅谈青工思想变化规律》、《浅谈医务人员基本道德修

养》论文在市级刊物发表、获奖。参编、合著有《筑起思想成长城》、《中国交通管理

大典》、《一个中心百年不变》等书。

韦海忠 1952 年生，壮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人，大专文化。

始祖韦天贡之五子韦玉璋支系，曾祖韦凤迹，祖父韦贵先，父亲韦庭有。

1971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县级河池市农机厂（后更名为河池市车辆公司）

车间副主任、主任、共青团书记、厂工会主席、副厂长、厂长；县级河池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河池地区冶金机械工业局副局长，经贸局副局长，

行署副秘书长兼对外开放办主任，河池市副秘书长兼市经济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四次党代会代表。主持市车辆公司

工作期间，主打产品手扶拖拉机挂车获广西名牌产品称号，制定的手扶拖拉机挂车技

术标准被农机部作为全国手扶拖拉机挂车部颁标准采用；开发的方向盘式拖拉机填补

了广西的空白，获得科技厅授予的科技成果奖。主持市经委工作，使该市工业实现了

质的突破，量的飞跃，效益较好。多次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学雷锋”先进个人、

河池地区、自治区优秀企业家和优秀厂长。

韦宗超 1952 年生，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人，大专学历。1974

年 9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公社党委宣传干事、秘书、党委副书记；县农机

修造厂厂长；乡党委书记；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自治区林业厅桂林木材工业公司第一副经理、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中共三

江县委副书记；政协三江县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系三江县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多次荣获自

治区林业厅、人事厅、林业部、人事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先讲工作者称号。

韦瑞良 1952 年生，广西宜州市庆远镇人，大学文化，高级农艺师。

属河池韦天贡支系第 18 代孙。1976 年广西农学院农毕业参加工作，先后

任三岔公社农技站技术员、矮山公社农技站站长、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市农业局副局长兼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全面工作）、主任；市农业局副局长；市农调办副主任；市科学技

术局主任科员等职。长期从事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培训、

推广和农业经济区域规划及科技管理等工作。编撰有《土壤普查成果应用》等 16 篇培

训教材；在实施“广西河池、百色两地区粮食综合开发”、“国家粮食基地”、“中、低

产田改造”、“玉米模式栽培实验”、“桂西北现代农业实验园区”等项目中，撰写、发

表相关科技及专业文章 36 篇。荣获地厅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广西“第一线农技推广有

显著成绩奖”等共 10 项，荣获区农业厅、区科技厅先进个人（称号）、突出贡献等荣

誉共 4 项。其中广西“第一线农技推广有显著成绩奖”1 个；区科技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2 个，“系统工程研究贡献奖”（荣誉）1 个；区农业厅科技

进步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2 个，先进个人（称号）3 个；河池行署科技进步二等奖 1 个。

韦秉中 1953 年生于桂林市，原籍广西永福县，记者、高级政工师。

1969 年到田林县插队。1977 年 8 月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田林县工

作。先后任田林中学教师，南宁市一轻局党委委员、宣传科长、办公室主

任，新城区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南宁市委政研室副处级研究员，市委

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广电局局长、党组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调研员。当选广西新闻摄影

协会和广西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首批理事，广西行为科学学会和广西广播电视学

会常务理事。撰写的 400 多篇消息、通讯、调查报告、政论文和所拍摄的几十帧新闻

照片分别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及区、市媒体采用，有些还获奖；参与三本书的编撰

工作，均已出版发行。

韦桂良 1953 年生，大化县雅龙乡人，大专文化。参加工作以来，先

后任都安县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大化县委办

公室筹备组副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常委；都安县纪委副

书记、县委副书记；大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韦庆柏 1953 年生，都安县永安乡人。1972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任班长、代理排长、司务长、副指导员、副连长、连长。1986 年转业到桂西壮族自治

州纪律检查委员会（后改称中共南宁地委纪检会）工作。撤地建市后，在中共崇左市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任职，任崇左市纪委纠风室、崇左市纠风办副主任。

韦胜光 1953 年生，广西来宾市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71 年 9 月参加工

作，先后任柳州市邮电局任工人、科员、副科长、科长、纪委副书记（其间于南京邮

电学院邮政通信专业学习）、广西区邮电管理局副处长、处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广西区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广西区邮政公司总经理、党组书

记。

韦小明 广西大化县古河乡古河街人（祖籍广西东兰县大同乡），壮族。

读初中第二个学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1969 年 1 月接受农村教育，1976

年任古河小学民办教师，当年加入中共。1977 年考上广西民院中文系。1982

年初分配中共河池地委办，1985 年 6 月底起任副处级，荻自治区党委办颁

奖。1988 年 10 月任大化县长助理。1989 年 10 月任广西农垦国营金光农

场党委书记（正处），1990 年 4 月获高级政工师职称，后获南宁市委颁优

秀党员奖。1993 年 9 月任广西建筑装饰工程总公司党委书记。1996 年 11 月起任职广

西自治区民委政研室、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正处，2014 年 1 月 10 日获退休文件。义

务任广西商贸中小微企业协会名誉会长、广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经联部主任。

韦日金 1954 年生，广西容县十里乡，中专文化，政工师。1971 年参

加工作，先后任线路工、工会干事、政治指导员、保卫科科长、公安派出

所所长、工程项目部副经理、书记、综合部部长等职。擅长摄影、新闻报

道工作，现为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广西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广西艺术

摄影协会会员，广西新闻摄影协会会员，柳州摄影家协会会员，桂林市艺

术摄影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先后多次在省、部级以及国家级画报、报刊上

刊登，作品《大山里的童年》《田园风光》《水上长城》等作品人选国际摄影展，在柳

州、桂林、广东南海市等地展出。多次荣获广西日报先进和优秀通讯员奖，区社会治

安综治委办公室、区新闻工作者协会优秀摄影作品奖，撰写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

精神、认真抓好工程项目部党支部建设》一文，获柳州铁路局党的建设研究会二等奖。

韦光发 1954 年出生，壮族，广西天峨县八腊瑶族乡人，大专文化，

天峨县政协副调研员。祖籍由宜州市迁入东兰县，再迁入天峨八腊瑶族乡。

1974 年宜州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小学教师，县委组织部干事、秘书，

县委政研室任副主任、主任，兼县委办副主任，县政府办主任，县政协副

主席。曾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

韦荣秀 1955 年生，邕宁县吴圩镇人，大专文化。1977 年广西商业学

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区商业厅主任科员，南宁纺织站办公室副主任（挂

职）；广西南方商业大厦管理处于部；区商业厅工作计划业务处副处长；



广西区食品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法人代表，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正处级）。兼任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中国肉类协会常务理事，广西企业家协

会常务理事，广西食品协会会长，广西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韦能雄 1955 年生，壮族，广西浦北县乐民镇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先后任浦北

乐民茶场插队知青、茶场党支部副书记、乐民镇共青团委常委；自治区革委招待所干

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干部、副处长、处长，兼任《西南经济日报》广西记者站

站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战备办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纪检组长。1979 年

开始在《广西文艺》、《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组诗《水乡》

被选进《广西新时期 10 年诗选·撒向春天的诗》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广西作家协

会会员。

韦小宁 女，1955 生，壮族，广西天等人，大学学历，政工师，执业

律师。先后任广西天等县龙茗公社龙英大队会计辅导员、大队党支部宣传

委员；天等县龙茗公社宣传干事；天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干事；天等县

妇联副主任，兼职律师；天等县妇联主任；南宁地区妇联办公室主任、副

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国际联络发展部副部长，执业

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权益部部长兼法律顾问处主任、广西法律援助

中心公职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正处），广西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第四届、

第五届理事、常务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第十一届、十二届执委。

韦玉琪 女，1955 生，广西南宁市上林县人，壮族，大学文化。四千

公韦景福第 22 代孙女。1974 年吸收为国家干部。参加工作以来，历任上

林县巷贤镇三水村大队主任（脱产干部）；共青团上林县委干事、副书记；

上林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县政协委员；自治区纪委监察厅执法监察室副处、

正处级纪检监察员；自治区纪委监察派驻自治区工商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被国家监察部、人事部授予“全国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韦先奖 1955 年生，广西柳江县百朋镇人，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

现任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系来宾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专家库签约理论专家，来宾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曾任民

办教师、大队管委会副主任、公社团委副书记；柳州地委党校教员、哲学

教研室副主任；柳州地委宣传部干部、柳州地直机关（党）工委委员、宣

传部长。多年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办公室文秘工作和宣传工作，有较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写作水平。曾在报刊发表《坚持理论创新铸就新的辉煌——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提高市民素质应作为来宾市社区建设的重点》、《来宾市社区社



会管理创新工作初探》、《关于来宾市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调查报告》等 10 余篇理

论文章。其中《坚持理论创新铸就新的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荣获

来宾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优秀论文三等奖，编入征文优秀论文集。

韦 华 女，1956 年生，壮族，广西都安县人。先后历任钦州县人民医院护士，

钦州气象台干部，钦州县公安局干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科员，区公

安厅干警，一级警督（副处级）。

韦思荣 1956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洛东乡人，大专文化，经济师。

天贡公后裔。1974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大队团总支部书记；小学教师、教

导主任；县劳动人事局股长、副局长、局长；宜州市人事局局长、组织部

副部长；中共宜州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中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委副书

记、县党校校长；宜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宜州市委调研

员。系广西区十一届人大代表，河池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被自治区教

育厅、人事厅评为“全区高校毕业生分配就业工作先进工作者”，被区人事厅评为“全

区人事系统先进工作者”和“人事宣传工作先进通讯员”。

韦群英 女，1956 年生，壮族，籍贯马山县，出生地武鸣县，大学

文化。1973 年于武宁武镇插队，1976 年吸收为国家干部。先后任县农村

工作队员；城东镇知青专干；县计生局法规股股长；县委组织部干部、

副科长、科长；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局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

部局局长；县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韦先进 1957 年生，原籍广西田东县平马镇，法学硕士研究生。1974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百色华侨农场职工，百色地区种猪场任会计，百色

地区农委经营管理科科长，百色地委社教办科长，凌云县逻楼镇党委书

记，西林县常务副县长，中共西林县委书记，百色市工商局党组书记、

局长。被区工商局授予全区工商系统优秀管理人员荣誉称号，区人事厅、

区工商局授予个人二等功，国家水利部授予全国第三批农村水电初级电

气化县建设先进工作者。

韦祖森 1957 年生，广西平南县东华乡人，大学文化。1975 年参加

工作，次年应征人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职管理员（其中

1979 年 2 月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连职管理员；副营职助理员、

副营职秘书；后勤处处长、军分区后勤部党委副书记、后勤部供应科科长；

军分区党委委员，后勤部党委副书记，后勤部副部长；军分区党委委员、

区人民武装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转业后任南宁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书记、

政治委员；南宁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书记、政治委员；南宁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书



记、政治委员。多次受到部队表彰，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1996 年 9 月江泽民总

书记视察广西时，受到江总书记的接见。转业到南宁市公安局工作后，其所领导的单

位被国家公安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公安厅党委等部门授予“先进集体”、先进基层

党组织、100 家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十佳”基层党组织、南宁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

体等称号。其本人被授予“十佳”思想政治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荣立个

人“三等功”。出席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立功集体（第七次）代表大会，受到胡

锦涛总书记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韦鼎森 1957 年生，广东省阳春市河口镇蝉石黄沙塘人，大学文化。1976 年从军，

1979 年 2 月参加中越边境卫国战争，荣立三次三等功。1980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担任广州军区某部政委兼党委书记，上校军衔。2003 年

转业到广州市政府部门任职，正处级干部。

韦惠文 1958 年生，壮族，广西柳江县人，大学文化，法学学士。先

后任来宾县人民检察院副科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柳州分院副科长、科长，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宁海关缉私局副处长、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凭祥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兼凭祥海关副关长。在《青少年研

究》、《广西检察》、《南关工作与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市

场经济条件下惩治挪用公款罪的几个问题》-文被收编入最高人民法院出

版的《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一书。被评为“全区优秀公诉人”，荣立二、三等功各一次。

韦如敬 1968 年生，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人。属二世千四公景福

公分支系第三十二代裔孙，大学文化。先后任覃塘管理区蒙公乡党委组织

委员，覃塘区山北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覃塘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覃

塘区区委委员、樟木乡党委书记。被贵港市委授予贵港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农业厅授予全区农村中等专业实用人才培养

先进个人称号；贵港市委、市政府授予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工作

者称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民政厅授予广西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自治区党委授予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韦恩龙 1962 年 10 月生，壮族，百色市右江区人，学本科学历。先

后任县级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干部、秘书、法制工委专职委员；阳圩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大楞乡人大主席、党委书记；县级百色市移民办主任，右

江区库区移民开发局局长，右江区政协副主席，右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

职。

韦明昌 1965 年 1 月生，壮族，广西平果县人，大学学历。1985 年

参加工作，先后任县级百色市公安局解放派出所办事员、刑侦二队科员、



汪甸派出所所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副局长；地级百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百色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支队长，田阳县公安局局长，百色市公安局副

局长（正处）等职。

韦荫炎 1936 年 2 月生，广西容县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

中南民族大学），副编审。历任容县新闻干部、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志

办公室主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系

中华文海诗词文化研究中心理事、滨海诗联学会顾问、玉林市诗词学会容

县分会顾问。先后在报刊、电台发表《今日六万山》、《容城巨变》等 200

多篇新闻稿。举办新闻报道学习班，传授新闻写作知识，培养了一批新闻

报道人员。多次被评为“广西日报”、“广西电台”积极通讯员和对外宣传先进工作者，

获“广西日报”社颁发的“为办好广西日报作出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主编 150 万

字的<容县志》，出版后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喜爱诗词楹联，在《长江

日报》、《诗词报》、《诗刊》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有 2000 多首诗词入编《当代中华

诗词精选》、《当代诗词三百首》、《中华当代诗歌百家精选》等 200 多部诗词集。多次

获全国诗词楹联征集竞赛奖。有格言入编《当代人生格言》、《中国共产党人格言宝典》

等多部格言集。还编辑出版有《可爱的侨乡容县》（常务副主编）、《古今名人趣联趣事》、

《古今名人趣联趣事续编》（编著）、《心音诗存》、《肺腑吟声》、《晚霞吟稿》（著）等

散文及诗词集。编著、主编、合编文字共 300 余万字。业绩入编《中华人物大典》、《中

国大文化英才传略会典》、《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和香港《世

界优秀人才大典》、美国《世界名人录》等 60 多部典籍。

韦 勇 1960 年 3 月生，广西平果县人，壮族，大专学历，1976 年

参加工作，先后任平果县太平公社管委会通讯员、出纳员兼总务、公安

特派员；平果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民警、副所长、所长，局刑侦大队队

长、副局长；德保县公安局局长；广西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挂职）；

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局长；百色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正

处级）等职。

韦晓新 1966 年 7 月生，壮族，广西田阳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7 年 7 月参

加工作，现任中共田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田东石化工业园区党委书记。

韦世光 1965 年 5 月生，壮族，广西隆林县沙梨乡人，属京兆支系，

大学文化。1988 年 7 月广西百色地区卫校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隆

林县委乐乡卫生院医生、隆林县公安局看守所民警兼监所医生、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法医；隆林县新州镇党委副书记（挂任）、镇党委第一副书记、

代镇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党委书记；隆林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



局长；隆林各族自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靖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等职。

韦 贞 女，壮族，广西鹿寨县人，大专文化。1978 年 5 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大队文书兼党支部宣传委员；供销社售货员；德保县酒厂仓库管理

员、财务室写票员兼任厂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都安乡妇联干事、主

任；燕峒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县妇联副主席兼党支部委员；足荣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县广电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当选百色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县党代会第十二、十三届代表，县第十二届、十四届、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

政协第四届委员。撰写的《浅淡制约贫困山区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因素及对策》、《新

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等论文，分别在《右江日报》等刊物发表。

先后被评为县、市、自治区行业先进个人和优秀妇女干部，多次被评为县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公务员。

韦 刚 1953 年 8 月生，壮族，广西柳州融安县板榄镇人，大专学历，

三级演员。1971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融安县文工团演员、文化局干

事、宣传部秘书；融安县文化局副局长、大将乡党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

长；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三江县委副书记兼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三江侗族自治县政协主席、调研员。1995 年，被

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厅、人事厅授予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2001 年被柳州地区委员会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06 年柳州市委、柳州

市人民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撰写的《浅析三江县农村寨火防治

现状及对策》一文，荣获柳州市县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优秀理论成果奖。

韦东禄 1964 年 10 月生，壮族，广西宜州市人，本科学历，医学学

士，副主任医师。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河池地区卫生防疫站食

品卫生科干部、卫生监测科副科长、卫生综合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宜州单采血浆站站长，河池地区卫生防疫站副站长，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市卫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共

河池市卫生工作委员会书记、河池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

韦成良 1943 年 1 月（农历）生，广西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畜牧曾医师。天贡公第十八世祖，玉虎支系。1970 年广西农学院毕业参加工作，

历任马山县农业局技术员、副局长、局长；马山县委副书记，马山县第七第八届人大

代表；大化瑶族自治县筹备组副组长、大化瑶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河

池市移民局局长。在报刊发表《农区养羊新路初探》等。曾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

推广沼气能源技术三等奖、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杏工作河池地区一等奖。



韦昌信 1953 年生于乐业县，原籍东兰县。大学文化，编辑职称。先

后任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中共百色市委副秘书长，市招商局局长、党组

书记，市环境保护局局长等职。先后 20 多次荣获县、市、自治区先进工

作者，三次被国家有关部委评为先进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曾担任《广

西年鉴》编辑。系政协百色市第一届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次代

表大会代表。

韦健康 1953 年 3 月生，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拉汪村人。1977 年广西

林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现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

任林业机械助理工程师。参加研制的育苗蜂窝纸容器，荣获自治区级和国

家级科学进步二等奖。1985 年参加国家林业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

电视新闻学习班学习，次年调入自治区林业厅《广西林业》杂志编辑室，

从事电视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工作。任编辑室主任、总编辑（正处级）。

其主创的《来自林浆纸产业的思考》、《广西绿色经济跃上新台阶》等十三个专题作品

分别荣获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关注森林新闻大奖赛奖励，其

中 3 个一等奖、5 个二等奖、5 个三等奖；“关注森林一人与自然和谐”全国摄影大赛，

《自然·和谐》作品获三等奖。50 多条新闻获广西电视台行业新闻一、二、三等奖。

韦永彪 1957 年 2 月生，广西田东县思林镇人，大学文化，高级畜

牧师。广西农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百色地区畜牧研究所技术员、

百色地区农委主任科员、地区畜牧研究所所长、地区畜牧水产局办公室

主任、副局长、调研员、百色地区科协副主席（兼）。长期从事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研究及技术业务管理工作，参与区域性经济、社会、科技、

生态协调发展总体规划、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及开发研究、农村发展研究

等课题研究。作为项目主持人和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完成研究项目十多项，荣获百色地

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农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1 项，广西厅级优秀项目研究成

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百色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百色市科

技创新奖二等奖 1 项、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发表研究报告、论文

十多篇。

韦粤桂 女，1968 年农历三月生，马山县桥利乡人，大学本科学历。

1992 年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马山中学教师；县教育局副

局长；马山县白山镇镇长助理、副镇长、副书记、镇长、书记；隆安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南宁市良庆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南宁市第



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十一次党代表代表。曾被广西电视台评为广西

第三届十大孝心人物。2013 年公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 MPAM 硕士学位。

韦俊轩 1936 年 2 月生，都安县大兴乡人，1956 年参加工作，历任板岭乡供销社

职工，板岭乡食品站站长，永安乡人民政府、都安县扶贫办公室公务员。

长期从事扶贫工作，全身心致力于少数民族、大石山区的村级公路建设、

以及人畜引水工程建设，为改变这些地区村民生产生活落后状况默默工

作。

韩 鹏（韦鹏） 1963 年生，都安县大兴乡人，毕业于湖北省三峡大

学医学系卫生计划统计专业，研究生学历。曾在都安县卫生局、河池市卫

生局从事财务工作。1994 年调广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财务处工

作，先后任主任科员、副处长。主管全区卫生发展规划、卫生基建、医疗服务价格等

工作。

韦秀柱 1933 生，南宁市宾阳县思陇镇人，政工师。始祖山涛公，祖

父韦豪坦，父亲韦瑞鉴。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宾阳县第七区贵华乡文书、

贵华乡乡长、党支部书记；宾阳太守区党委组织委员；思陇公社党委副书

记；广西武鸣县四清工作队副片长、副队长；思陇公社、高田公社革委会

副主任；枝柳铁路大会战民兵四团党委委员、一营教导员；和吉公社革委

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思陇公社党委书记；高田乡党委书

记；思陇乡党委书记；宾阳县扶贫办公室主任。系宾阳县民间炮龙艺术协会常务委员

兼办公室主任、韦氏总堂理事会副会长。

韦相如 1938 年生，壮族，广西柳州市柳江县里高镇人。1954 年 11 月参加工作，

历任柳江县三都区粮所临时助征员、那闹初级社会计；三都供销社里高分社、土博供

销社营业员；土博公社财贸办公室秘书、公社党委监察干事；柳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秘书；柳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柳江县交通局局长；柳江县调解

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主任，兼任柳江县司法局副局长，柳江县司法局局

长。

韦吴强 (1928—2004)广西上林县人，壮族，大学文化，副教授。1949

年参加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二团东抚武工队。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在广西革命大学专修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函授政

治专业学习。历任上林县东抚中心校校长，桂林育才学校中学部教师，都

安高中校长、党支部书记，都安地苏中学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都安

县人大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河池地区教育局局长，河池地区党校校长、

党委书记。1960 年 5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60 年 12 月南宁



地区行署授予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81 年 12 月自治区教育厅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

号，1985 年河池地区行署授予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89 年河池地委直属工委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韦吴新 女，1952 年生于广西上林县木山乡，大学本科，副研究员。

1971 年 8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上林县木山乡古楼中心校教师，广西

民族学院中文系助教，中文系教工党支部组织委员，广西民院中文系资

料室及教育心理学资料室馆员，广西民院科研处科研科科长，科研、教

务处党支部书记，广西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办主任科员，区人大机关党委

委员，区教育厅科研处副研究员，教育厅世界银行贷款办副主任，区教

育厅机关工会副主席，妇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支教办副主任，区教育厅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副主任、调研员、党支部组织委员，广西万里成普教发行社总经理，广西新

世纪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退休后任教育厅退休第四党支部组织委员。1984 年参与编

写《中小学语文课本作家小传》上、中、下三集，重版多次。1991 年编写《养生长寿

保健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重版两次。1991 年 10 月发表论文《地方性基础研究

法制管理学习思考》被区第二次科技立法研讨会采用并发给证书。1991 至 2005 年先后

六次被区高校工委、区教育厅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会积

极分子。”1992 年被国家教委社科与艺术教育司授予“优秀科技统计员”称号。1998、

1999 年连续两年被自治区支教工作组领导小组授予“先进支教工作者”称号。1999-2000

年度被自治区直属机关授予“优秀共产党”称号。2005 年被自治区直属机关妇委会授

予“区直第一届优秀妇委会干部”。1999 年当选为自治区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2004

年当选为自治区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韦绍行 1948 年生，广西上林县镇圩瑶族乡人，瑶族，大学本科毕业，

副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排长、宣传股长、集团军理论干事，

武警广西总队宣传处长、武警指挥学院南宁分院政治部主任（上校警衔）。

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转业后任区政府办公厅第六秘书处处长、主席

办公室主席文稿草拟小组成员，广西陆军预备役师装备部副部长，预备役

军官上校军衔。先后 22 次受奖，3 次荣立三等功，10 次评为先进党务工

作者。2005 年被评为广西“人武之星”。已出版 19 万字的论著《基层政治教育方法浅

说》，在全国武警部队推广运用；与人合编出版广西区党校《公文写作教程》；在全国

省部级以上媒体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有 39 篇获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直

机关党建等中央级单位刊物论文等级奖或优秀奖，8 次获得广西全区性社科专题研讨会

或征文比赛一等奖，有 26 篇评为省部级优秀论文，编入“文集”或“论丛”出版发行，

有 2 项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入选广西社科专家库，担任过 3 届广西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评委。2006 年被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于“广西民族团结先进

个人”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