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传昭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付集镇人，国民党中校军衔，1947 年入台湾。改革开放

以来，三次返家探亲，热心资助家乡建设。他与儿子韦家兴、侄儿韦家昇及在台同乡
挚友，先后捐赠人民币 48 万元，用于修建本村初中校舍、桥梁及韦氏祠
堂。深受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的赞誉。
韦寿松

1934 年 6 月生（农历），壮族，广西宜州市怀远镇人。1949

年参加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
1952 年被选拔吸收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宜山县筹建中的县供销合作社工
作，参与筹建该社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1955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撤销都
安县建制，设立都安瑶族自治县。其成为宜山县选调支援新成立的都安瑶
族自治县建设的一员，自此踏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征途。先后任
都安拉仁乡供销社干部，县供销社主管购销业务干部；县商业局主管外
贸工作干部，副局长、局长（副处级）；县财委副主任，主任；河池市
（地区）财经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理财、从政到执教，历时 45
年，植根基层，默默奉献。被自治区畜牧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被河池地区财政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韦瑞杰

1945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都安县人，大学毕业。先后

任广西大学后勤基建办公室副主任、广西教学设备供应站站长、广西教委职教处处长、
广西招生考试院命题处处长、广西招生考试院调研员。1987 年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直
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并获国家教委、人事部、
中国教育工会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1991 年被评为自治区中小学实验室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并获广西教委授予荣誉证书；2001 年 12 月获广西教委授予广西高等教学自
学考试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2 年 12 月获教育部授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先进个
人奖牌；2003 年 7 月荣获 2001-2002 年度自治区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韦国景

1950 年 12 月生，壮族，广西都安县大兴乡人，大专学历，

高级政工师，三级警监。1970 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罗城矿务局（罗
城监狱）采煤工人，宣传干事，矿党委秘书，管教科副科长，政工科科
长，劳改大队教导员，矿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劳教所（桂林
宝石工艺总厂）所长、厂长、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劳教工作管理
局（戒毒局）副局长、调研员。立过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1997 年
被授予全国优秀劳教所所长光荣称号。工作之余还发表过小说和论文，并有多篇获奖，
曾担任过电影《红军村》的总编剧。
韦仁响

1960 年 10 月生于隆林各族自治县者保乡，在职研究生班毕业。先后任隆

林县小学教师、县师范学校教师；隆林县委党校助教、讲师、校办主任，副校长、常

务副校长兼隆林行政学校校长，隆林县桠杈镇党委书记兼桠杈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兼
党校常务副校长、行政学校校长；中共百色地委党校副校长兼百色行政学院副院长；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基建办副处级干部、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生活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房改办主任；资产管理处处长等职。2002 年 9 月，在
自治区举办的“实施富民兴桂新跨越有奖征文活动”中，撰写昀《创新与富民兴桂新
跨越》获得优秀论文二等奖；2005 年 7 月，被自治区直属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1
年 4 月，被自治区党校授予“2010 年度十佳教职工”荣誉称号。
韦正业

1964 年 5 月出生，壮族，广西百色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投资管理专业，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平果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
县长。兼任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
韦宝全

1964 年 7 月生于广东惠州，壮族，籍贯广西上林，大学本科学历，工学

学士，高级工程师。1983 年 8 月广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来宾县糖纸厂助
理工程师、车间副主任，来宾县造纸厂副厂长；柳州地区综合设计院工程师；柳州地
区行署工业局副主任科员；柳州地区计划委员会规划室副主任、规划科科长，高级工
程师；柳州地区行署计划局投资科科长；柳州地区行署科技局副局长、柳州地区科协
副主席；来宾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兼来宾市科协副主席；象州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兼来宾市科协副主席；来宾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来宾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来宾市粮食局党组
书记、副局长。
韦

江

1974 年 8 月生，广西都安县大兴乡人，壮族，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7 年 7 月石家庄经济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广西地质矿产测试研究中心助理工
程师；中共南宁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席办公室、第六秘书
处、第八秘书处主任科员；中共河池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河池市科技
局党组书记；自治区领导秘书；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曾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
和地市级课题研究，先后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秘书工作》等全国重要网站
和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编《世纪论坛》大型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多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2001 年荣获自治区先进科技进步二等奖。
韦源辉

1952 年 10 月生，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柳工

报》创始人，从事新闻工作 20 多年，先后任编辑、记者、副总编辑、总编辑；柳工档
案中心主任。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柳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市作家协会理事。
主编企业文化方面的文集，计 37 万字，与人合编有两本诗词集。散文《奶奶的牵挂》
荣获中华颂第九届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散文《母亲的谎言》编入《中国散文大
系·抒情卷》，获中国散文学会“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

韦兆清

1957 年 9 月生，壮族，贵港市官桥上贯村人，大学文化，

工学学士，工程师。1982 年 2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贵港商检局副局长、
贵港商检局局长、贵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化矿处处长、认证监管处处长、食品安全处处长等职。曾被授予广西区
直单位“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连续三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
给予记个人三等功，荣获奖励证书。
韦建能

1963 年 11 月生，籍贯广西东兰县。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

毕业。先后任中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东兴分中心主任、东兴卫生检
疫局办公室主任、东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副局
长、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等职。先后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医学、检疫检疫、管理等论文近 20 篇，有多篇小说、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在各级刊物发表，有多幅书法作品在地市级书
法展览中展出，诗歌《献给党的颂歌》等被广西人民广播电台选播。
韦文艳

又名韦文彦，大学文化，高级农艺师。先后任合山市北泗乡

副乡长，工会主席，科协主席，合山市科委党支部副书记，合山市科技
情报所所长等职。系合山市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广西科技情报学会会
员。创办《合山科技》刊物并任主编。先后获得合山市科技进步一、二
等奖，柳州地区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柳州地区科技改进二等奖，柳州
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广西农牧鱼业厅土壤普查汇总科技成果一等奖；评为合山市先
进工作者、柳州地区科委系统先进工作者，广西第二次土壤普查先进工作者。主要著
作有<合山市土壤志》、
《来宾县良江公社土壤普查报告》、
《玉米生长的环
境条件及栽培技术》、《良种木著南植 188 华南 124 引种试验示范总结》、
《优质稻桂优 901 试验示范总结》、
《论科技情报工作地位与作用》及《合
山市科技情报工作设想》等。
韦庭义

1953 年 3 月出生，壮族，广西鹿寨县人，大学文化。1970

年 8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柳州地区行署副科长、科长；广西壮族自治区
外经贸委驻深圳办事处副县（科）级副科长、科长、工会主席；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副处长、处长，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党
委书记。
韦建全

1952 年 7 月生，壮族，凌云县朝里瑶族乡人，大专文化。

1968 年从军，任战士、副班长、班长，连、营级参谋。转业后任百色地
区民族师范学校党委办公室纪检干事兼年级支部书记；百色地委组织部
干审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级组织员兼基层办副主任；百色地区

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百色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百色市环
境保护局副调研员。
韦道业

1954 年 2 月出生，瑶族，都安县龙湾乡焕村人，中专文化，工程师。1976

年 7 月毕业于广西建校，曾在广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广西建总政治处和广西建
科院政工科工作，1988 年 3 月调自治区建委工作，先后任主任科员、副
调研员、调研员。
韦将良

1965 年生，广西百色市靖西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获得

三级法官和律师资格。先后在凌云县人民法院、百色市委（地委）宣传
部、西林县委等单位工作，曾任西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现任中共
那坡县委副书记。
韦玉岗

(1911-1962)广西邕宁县南晓那垒村人，解放前任广西邕宁

县教育科科长。文笔相当了得，
“邕宁三杰”之一。曾编撰邕宁县第一部
县——《邕宁县志》（民国版），著有《本省苗瑶教育的设施问题》、<桂
南战后各县教育点线看》、《邕宁气候》等文章，是我国最早研究瑶学的
学者之一。1942 年时，其家中“殿、隆、纲、常、立”五个班辈的嫡长
男共生产生活，家庭团结和睦，是远近闻名的五代同堂。时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赐予其家一块牌匾，上书“硕德遐龄”。
韦家本

(1930-2007)广西宜州市福龙瑶族乡人，毕业于柳州龙城师

范，中专文化。1951 年参加工作，历任柳州市委办公室秘书；柳州工业
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柳州市高中教务处主任；柳州市龙城中学校长、
柳州市六中校长；柳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八、第九届委员，科教文卫工作
委员会主任、科教文卫工作处处长、民族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
（正处级）。
先后荣获柳州市第七区政府先进工作者、广西土改工作模范、柳州市教育战线先进工
作者、柳州市学习毛泽东著作工作积极分子、柳州市工会工作积极分子、柳州市直机
关先进工作者等称号，1983 年及 1987 年分别获得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25
年园丁荣誉纪念章”、广西“25 年教龄荣誉证书”。
韦家勤

(1918—2009)广西宜州市福龙乡人，1945 年 4 月参加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任中队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地下党活动，194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三六”暴动后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凤红
地区第五团”第五大队，任中队长、凤红政务委员会龙拱分会副会长。在
第五团改编为都宜忻游击总队后任十六大队副大队长。共和国成立后，历
任宜山县德胜区、石别区等区区长、龙头区区委书记，宜山县副县长、都安县副县长、

统战部部长、都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等职。1983 年底离休，定为正处级。
2005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
章”。晚年爱好写作，有《脚印录》、《夕阳集》、《永定地区革命历史选编》存世。
韦华隆

1926 年 8 月生，广西宜州市（原宜山县）福龙乡人。解放前

参加都宜忻游击队。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宜山、天峨县土改复查组长、片长；
宜山县安马公社、怀远公社、祥贝公社党委书记；宜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农村政治部主任；罗城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农办副主任、农业局局长；
宜山县计委副主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县人民政府督导员等职。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韦保建

笔名壮翁，1954 年生，壮族，广西忻城县人，研究生学历，

副研究员。曾任广西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广西政协报》社长。现任广西政协办公厅副
巡视员、《文史春秋》杂志社编委。系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广西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广西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西书法家协会理事。2009 年 8 月，在广西跨世纪大酒店举行“北京奥
运会中国冠军嵌名联暨韦保建书法作品展”。作品多次被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刊载，先后
在全国政协礼堂、江苏南京、台湾、重庆、海南等地展出。还有作品为北京奥运会中
国冠军运动员以及一些中外知名人士收藏。
韦德斌

1967 年 9 月出生，广西象州县马坪人，壮族，大学文化。1989

年 7 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中共柳州地委宣传部
理论教育科干事、干部科副科长、党教科科长；中共柳州地委组织部组织
员办副主任、正科级组织员，部办公室主任；中共柳州地委副处级组织员；
中共来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兴宾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
委副书记，区委常委、副区长；来宾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正处
长级）；武宣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韦海青

1975 年元月生，广西柳江县流山镇人，壮族，在职研究生学

历。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广西农垦黔江农场宣传干部、团委副
书记、党办干事、党群部副部长、场长助理，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田东县副县长；那坡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先后荣获武宣县优秀团干部、
武宣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广西农垦局优秀通讯员、百色市优秀纪检监察干
部等称号，其主持工作的那坡纪检监察上级纪委荣记集体“三等功”。
韦

彦

1977 年 3 月生，壮族，广西都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8

年 7 月中南财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与评估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南宁

市财政局科员、秘书、副科长；隆安县财政局局长；自治区财政厅主任科员；来宾市
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长等职。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和地市级课题研究，均
全部结题。在《广西大学学报》等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党
组织的作用》、《会计职业道法建设新析》等 10 余篇。其中《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党
组织的作用》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全文转载。荣获省部级个
人荣誉 1 项，厅局级个人荣誉 6 项（其中科研重点课题奖 2 项）。
韦忠和

1940 年 4 月生于广西宜州市福龙瑶族乡，中师毕业。1965 年

8 月参加工作。1965 年至 1984 年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 18 年。1984 年 12
月起任都安县福龙乡党委副书记、都安县纪委干事、县委组织部组织员。
1987 年起任宜山县（今宜州市）人大第九、十、十一届常委会委员，市人
大科教文卫科科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民族法侨工作委员会主任，科
教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宜州市委老干局局长。多次荣获河池地区人大先
进工作者、河池地区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自治区老干部工作先进工
作者等称号。
韦长祥

1931 年生，桂林市临桂县中庸乡人，初中文化。1951 年入

伍，参加过剿匪。1953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贺州、荔浦两县林业部
门办事员、会计、秘书股长；荔浦县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干事；公社党
委组织干事，公社武装部干事、部长，公社宣传干事、镇党委宣传委员
等职。多次在县报、桂林日报、广西日报、电台、广西科技报、浙江科技报、湖南农
家顾问发表文章。1977 年被广西人民电台评为积极通讯员。2009 年被临桂县及桂林市
评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获得荣誉证书及奖品。2010 年被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吸收
为分集会员，被授予“中国集报之家”。
韦宏汉

1942 年生，横县马山乡六壮村委新岭村人，山涛公支系，

大专文化。195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文书、排长、团青年股干
事、连长；解放军总后勤部 6443 厂军代表、团委书记、组织部长、纪检
书记。
韦保中

1942 年 4 月生，横县云表镇踏路村人，山涛公支系，毕业于

横县中师。先后任小学教师、县少先队总辅导员，共青团横县委员会干事、
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学校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长，宣
传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
1991 年获国家计委、教委、人事部、劳动部、财政部授予职业技术教育
先进工作者称号。1994 年获中央和中国少工委少先队热心支持者奖并颁
发“星星火炬”奖章 1 枚。

韦大根

1944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外峡村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历任县

团委专职干部；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乡镇党委副书记、书记；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广西区人大驻南宁地区联络处秘书长。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八届人大代表。曾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研究，成果已顺利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的
鉴定。1995 年撰写论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抓建设，抓好党
建促经济》荣获二等奖。1990 年、1991 年连续获得《大面积粮食增产综
合技术开发》自治区、地区一等奖。1993、1994 年在推广《千万亩水稻
节水灌溉》工作中，被自治区水电厅评为先进个人。1994 年在抗洪救灾
工作中被授予南宁地委、行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两级先进个人称号。1995
年荣获南宁地委、行署颁发的“金穗奖”及奖金。
韦明英

1942 年 12 月生，德保县人，壮族，中专文化，曾任民办教师，大队党支

部书记，公社革委副主任、主任，镇党委书记，德保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
韦启成

大专文化，原籍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韦经公支系第二

十八世。1970 年参加工作，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政法机关处长。
韦先波

1972 年 12 月生，广西宜州市福龙乡人，经济师，大学毕业，

法学学士。现任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东城区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
韦松年

1964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

先后任横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横县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镇龙、石塘、
陶圩等乡镇党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韦乐兴

1931 年生，广西桂平市罗秀镇人。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理

科毕业生。后又考入南京高级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南宁军校军需主任、柳
州种马牧场军需，天罡县（北四）县长，桂林军需股股长，妥靖公署主任。
韦

庆

1978 年 12 月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研究生学历，

硕士学位。现任航天 502 研究所党组书记，副主任，正处级。
韦肇中

(1900-1974)号云天，桂平市石龙镇人，壮族。据其自述，

曾在黄浦军校学习，随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任排长、连长、营
长、代理团长等职务，上尉军衔。1941 年任广西第八区保安大队第一中
队长。1943 年，因不满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而解甲归田。1948 年冬，中共桂东南地区党
组织派韦兆有同志（桂平解放后第一任副县长）多次找肇中宣传马列主义，动员其参
加革命。肇中受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组织“桂平自卫队”，任队长，成功
策划自卫队反正，使桂平顺利解放。解放后曾任蒙圩区委会委员。

韦有南

(1932-1979)桂平市石龙镇人，壮族。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

英勇负伤。回国被提升为部队无线电技术中尉修理技师。转业后任沈阳市
五金公司二级站无线电技术科科长。
韦守安

1947 年 11 月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武汉大学哲

学系毕业。历任横县县委宣传部理论干事、乡镇党委宣传委员、县党校教
员、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镇长、镇人大主席等职。
1993、1994 两年连续荣获南宁地区“计生工作标兵”、“计生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日淼

1950 年 9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文书、排长、团部军械助理员、湖南零陵县人民武
装部文化教员；转业后任横县制药厂副厂长、工会主席，县委组织部干部
股股长、县委组织员，县档案局局长等职。
韦崇奕

1953 年生，横县马山乡新岭村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

历任马山乡党委纪检委员、宣传委员，乡政府副乡长，乡人大主席，县科
协副主席（正科级）。
韦才江

1954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历任乡

镇人民政府统计员，乡镇党委委员、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代理乡长、
乡镇党委书记；横县民族事务局局长，县农办副主任、党组书记，县直机
关工委书记，县档案局主任科员等职。
韦锦荣

1953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先后任

横县马山乡党委宣传委员、副乡长、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韦和之

195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任横

县马山中学副校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科长，峦城镇党委副书记，县
委办公室副主任，县信访局局长等职。
韦家土

1935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会计

师，正科级。曾在横县百合公社水利站、横县移民办工作。1993 年获全
国移民财务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才新

1930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

横县马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监察委员。
韦树德

1941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转业后任钟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韦启进

194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崇

左县公安局副局长。
韦家添

1940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历任公

社团委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财政所所长等职。
韦一雄

1927 年 1 月生，桂平市蒙圩镇人，壮族。1948 年 10 参加革命。历任桂中

游击队蒙圩分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游击队文化教员、蒙圩交通联络站负责人；桂平市
蒙圩镇第一任镇长、治安委员会主任；桂平市第七区委员会青年团书记；桂平市壮文
委员会主任兼壮文学校校长；桂平市中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等职。兼任桂平市老
年大学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家书院副院长。两次荣立省级甲等功，出席省级先进工作
者会议。
韦秀雄

女，1953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

历任横县县委办、县政府办干部，县委组织员、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县人事局副局长等职。
韦江秋

桂平市木根镇人，曾任国民党广西烟草局局长。

韦淑贤

韦经公 31 世裔孙，广西大学培训班毕业，曾任梧州高中校

长，梧州市教育局局长。
韦冠均

1962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

任县政府干部、镇党委副书记、县交通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韦其开

195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会计

师，横县地税局副科级干部。
韦树辉

广西桂林大学文法学院毕业，曾任玉林地委书记，广西壮族

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韦万需

1961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

任横县组织部干部、交通局副局长、扶贫办副主任、安全管理局副局长
等职。
韦文全

韦经公 31 世裔孙，曾任自治区纪委常委（厅级待遇）。

韦凤英

1955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

南宁地区卫生学校护士长、宾阳县计生局秘书、柳州师专办公室副主任。
韦秉中

韦经公 31 世裔孙，曾任解放军某团政委，转业后任河南商

丘县供销社主任。
韦大标

1962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

任县科技局股长、党组副书记，农委农村基层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副科
级）。2006 年、2011 年获“全国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韦永森

韦经公 32 世裔孙，天津大学毕业，天津工学院教授。

韦锡光

桂平罗秀镇单竹冲人，曾任广东省南沙开发区建委总工程

师。正处级，享受副厅级待遇。

韦秀琪

女，1949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

任镇政府干部、横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韦宇洲

1974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

县林业局、公安局副局长。
韦家豪

1944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转业后任百合镇党委委员、百合镇人民武装部部
长。
韦瑞华

韦经公 31 世裔孙，国民党少校军医，外科主任。

韦焕新

韦经公 32 世裔孙，先后任罗秀、南木镇党委书记，桂平市水

利局党组书记，桂平土地局党组书记。系桂平市城区韦氏理事会名誉会长。
韦

勇

韦中钦

韦经公 33 世裔孙，桂平市金田镇党委书记。
1954 年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先后任

乡镇企业办主任、副镇长、镇长、党委书记、县粮食局局长等职。
韦善涧

1900 年 2 月生，横县云表镇新兰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

华民国国军广西桂乐师第三补充团团长。
韦成佑

1908 年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团级军官。

韦正坤

1928 年 8 月生，广西马山县白山镇人，壮族，中专文化，离

休干部。属马山县兴华村定印屯韦氏世系。1949 年 8 月参加右江三支队隆
山游击队，历任游击队队员，右江干校二分校学员，共青团六区、三区工
委、组委、书记，区、乡、镇党委书记，武鸣县、龙州县“四清”工作队
队员，国营马山永州林场场长、党支书，县糖厂书记，县财税局局长，县
经委主任，县人大副主任等职。
韦

爵

1909 年生，横县平马镇七生村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迁

江县政府科长，中学教师，后任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代
表，正处级。
韦加习

1910 年生，横县云表镇踏路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驻钦廉国

军副团长。
韦大枢

1912 年生，横县横州镇江南村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民国时期

曾任来宾、上林县县长，梧州税务局局长。
韦

芸

原名韦业芸，男，1932 年 12 月生，是阳春市河口蝉石沙坡

村人，1948 年夏参加革命，任广阳支队北京连文化教员。同年 10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任华南军区第二十团一营一连副政治指导员。解放后任广
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政治部科长，政治部党委委员、党代表等职。1981

年 12 月任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兼研究室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等职。1993
年 3 月离休，现一直从事社会工作，曾在粤中纵队二支队离休干部成立贸易公司任总
理、广东炎黄文化研究办公室主任、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省革命老区建设促
进会秘书等工作，连续被选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书记，被评为优秀党
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韦鼎慰

男，1931 年 1 月生，是阳春市河口黄蔃龙门村人，1949 年 4 月由中共阳

春县委引领参加粤中纵队广阳支队第六团，1949 年 11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化教
员、副政治指导员，粤中军分区阳春县大队政治干部、十九团、粤中军分区干部干事，
粤西军分区干部、湛江军分区干部科主办干事，军衔办公室负责人。县兵役局、武装
部政工科正副科长，茂名市、高州县武装部副政治委员。化州县文教办主任、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茂名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曾在 1964 年底至 1966 年初参加广东
佛山市四清工作，任海南分团、茂名分团党委委员，享受厅级政治待遇。1966 年在茂
名参加军管后，曾代表市武装部参加南海舰队，五十五军三人领导小组，享受付厅级
医疗待遇。
（注：茂名、海口市是地级市、四清分团党委委员与地委常委政治待遇相同，
茂名市军官是由南海舰队，五十五军，市武装部组成）。
韦业根

男，1933 年 8 月生，是阳春河口镇黄蔃龙门村人。1948 年 5

月参加工作，195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化程度大专。于 1950 年 3 月分
配在阳春春湾青山粮工作，50 年 7 月调粤中（江门市）粮食局聍运科工作，
海南岛解放后，曾押运粮食支援海南岛。1952 年 2 月从粤中粮食局调到阳
春粮食局任计划统计股股长，1955 年 9 月任阳春粮食局副局长，1957 年在
中共广东省委党样学习一年。1958 年 2 月任阳春潭水乡乡长，1959 年在两阳（阳江、
阳春）县委宣传部任主办干事。1961 年 2 月在春湾区任新龙公社党委书记，1963 年在
马水公社任社长、公社党委书记，1969 年任河朗公社党委书记，直至 1979 年同年 10
月调任附城公社党委书记，1981 年任陂面公社党委书记至 1982 年 2 月。1982 年 2 月
至 1988 年 8 月任阳春县税务局长，在职期间于 1985 年因忠于职守，成绩优良，经县
人民政府批准记大功 1 次由省政府发给立功证书。1988 年调阳江市（地级市）税务局
任副局长，曾有一段时间主持全面工作，在职期间于 1989 年起至 1992 年一连四年获
先进工作者奖，1990 年至 1992 年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 1992 年 11 月曾任广东省税
务学会第二届理事。在阳江市国税局工作至 1995 年离开工作岗位。2010
年 11 月被群众选举任广东阳春韦氏宗亲联谊会会长。
韦鼎森

男，1957 年生，大学本科，系广东省阳春市河口镇蝉石黄沙

塘村人。1976 年 2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 年 9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2001 年 7 月代表了出席广州军区第九届党的代表大

会，1979 年 2 月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因作战英勇荣立三等战功，在军队先后三
次荣立三等战功，1980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军
队任职，历任连、营、团主管，曾任广州军区，某部队委、部队党委书记，上校军衔，
广州军区某分部（师级）党委委员，担任军队中级指挥官，2003 年转业到广州市，在
政府部门任职，现为正处级职务。
韦鼎敬

男，1941 年生，文化大专，是阳春市河口黄蔃龙门村人。1961 年 8 月参

加工作，197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1 年 8 月至 1966 年 9 月在茂名市新坡小学教师，
其中一年参加四清运动。1966 年 10 月至 1982 年 1 月任茂名市新坡小学校长。新坡镇
教办工作。1982 年 2 月在茂名市人事局工作，1988 年至 1992 年任科技干部科副科长，
1992 年至 1996 年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1994 年 8 月任茂名市人事局副处级调研
员，党组成员，1996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兼任茂名市职称改革办公室主任（副处级）
2002 年 1 月退休至现在仍任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党员第二支部书记。
韦

健

男 1966 年 5 月生，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文化硕士。曾在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系地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理学学士。2011 年取得中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工学硕
士，现任阳江市（地级）监察局副局长，阳江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 年
7 月在阳江市师范学校任地理专业教师，1991 年任阳江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
阳江市教育装备中心工作，曾任阳江市教育装备中心副主任、主任，阳江市教育局，
职业女成人教育科科长，2009 年 4 月任阳江市监察局副局长。2003 年 1 月当选政协阳
江市四届委员会委员，2007 年当选政协阳江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韦标锡

1958 年 5 月出生，壮族，中共党员，广西都安县东庙乡三力

村人。1977 年考入广西地质学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学习。1981 年毕业
后被分配到广西水文地质大队任技术员。1984 年调到广西北海市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察研究院工作，历任技术员，政治处宣传干事，团总
支副书记，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政治处主任，纪委书记等
职。期间 1989 年至 1992 年参加广西区党校经济管理函授大专班学习。1996
年调到北海市纪委监察局，历任综合室主任、宣教室主任、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
长等职。期间 2003 年到 2005 年参加广西区党校行政管理本科班函授学习。2008 年任
北海市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被中国地质矿产报、广西日报、北海日报等
新闻媒体采用新闻报道稿件 300 多篇。采写的《他忘不了北海亲人》获 1992 年“全国
老龄工作好新闻”二等奖；撰写的论文《浅谈纪委监察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被
国家行政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理论与实践》收录；参加编撰副主编的
《从政提醒一党员干部不能做的 157 件事》一书成为中国方正出版社销售量最大、深
受党员干部欢迎的书籍。作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农村孩童，成为党和国家有用之材，

实属不易。
韦显仕

男，广西东兰县人，1971 年 7 月生，壮族，中共党员，农艺师，研究生

学历，广西区党校国民经济学专业毕业．2002 年以来，历任广西乐业县逻沙乡人民政
府乡长、乐业县同乐镇人民政府镇长、中共乐业县雅长乡党委书记、中共乐业县甘田
镇党委书记，2010 年 6 月参加广西区党委面向全区公开选拔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到自治
区、市直属机关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考试，获全区第四名，2010 年 10 月至今任广西百
色市农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韦天辽

1912 年 4 月生，横县峦城镇养贤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

团长。
韦左南

1913 年 1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中华

民国国军团长，后任民国扶南县县长。
韦劲文

1914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玉林地区党校

校长，玉林地区公安局处长（正处级）。
韦有余

1915 年 7 月生，横县云表镇龙子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

团级军官。
韦廷章

1916 年 6 月生，横县云表镇云表街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营长、大新县水产局局长、大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
韦志翠

191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共横县县委

代理书记（正处级）。
韦锦耀

1919 年 10 月生，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那马县游击队，离休干部。

韦锡璜

1920 年生，横县六景镇双渡村人，高中文化，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

国国军团长、副师长，现居住台湾省。
韦富华

1922 年生，1949 年 8 月参加县游击队，离休干部。

韦英华

1923 年生、1949 年 6 月参加县游击队，离休干部。

韦廷坤

解放军珠海舰队军官，团级。

韦增佳

1927 年 11 月生，横县峦城镇杨村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

广西教育学院副院长，南宁地区文教局党组副书记（正处级）。
韦绍新

1928 年 12 月生，横县峦城镇格木村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四川省六届政协委员，重庆市总工会副主席、巡视
员（正厅级）。
韦连昌

1928 年生，原籍马山县，现定居横县横州镇，田宏公支系。曾任区委书

记，马山县革委会常委，南宁地区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上林县委副书记，横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正处级）。

韦其领

1930 年生，横县陶圩镇船塘村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1947 年参加

横县六秀起义。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横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南宁军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等职。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
韦正觉

1931 年 8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云表下北区公安员，

南宁军分区参谋，横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天等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南宁地区工商
局副局长（副处级）。
韦其洲

1929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扶绥县商业局

局长，扶绥县县委常委，扶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扶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
审计厅工会主席。
韦家宾

1932 年 8 月生，横县峦城镇养贤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团团长，转业后任桂林日报社负责人，正处级。
韦尚豪

1935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团团长，转业在四川省工作，正处级。
韦秀莲

女，1934 年生，横县百合镇武留村文水村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

曾任自治区科委人事教育处处长。
韦守培 1935 年 6 月生，横县校椅镇三清村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武鸣

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政协主席。
韦增竞

1935 年 11 月生，横县校椅镇独田村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参加

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沈阳军区工作，后调回南宁军分区工作，正处级。
韦家庆

1936 年生，横县马山乡克安村委木宦村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

任百色地区机要局局长。
韦登泰

1938 年 12 月生，横县校椅镇六蓝村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在玉

林地区水电部门工作，正处级。
韦才荣

1938 年 2 月生，横县峦城镇养贤村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

某团团长。
韦开国

1941 年生，横县马山乡金石村委潭村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正团级。
韦汝森

1941 年生，横县横州镇太平村委太平村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转业后任自治区安全厅处长、副研究员（正处级）。
韦昌干

1945 年出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玉林军分区教导队教导员，转业后任玉林地区粮食学校校长（正处级）。
韦家杰

1955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乡镇副

镇长、镇长、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市环保局局

长等职。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 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乡镇党委书记称号。
韦奔流

1955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百色市交通局

局长。
韦英才

1956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科长、团长，南宁市规划局党委副书记等职（正处级）。
韦明忠

1957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转业后在北海市边防检查站工作，正处级。
韦可德

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解放前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

留校任教。曾任迁江县县长，后回乡创办横县校椅中学。
韦梦青

1958 年 10 月生，广西来宾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先后任宜山县委组织

部干部；河池地委行署办公室机要保密员、党支部组委；行署办公室副科长，行署办
公室科长兼法制办副主任、党支部纪检委、宣委；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一秘书科科
长、法制办主任、党支部书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行署副秘书长兼
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总支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总
支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兼老干局局长。
韦世辟

1964 年生，横县校椅镇樟村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在广州军区

工作，正团级。
韦大问

1966 年生，横县校椅镇樟村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广西工学

院党委书记，正处级。
韦凌霄

原名祖衡，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民国时期任青桐乡团队队长，后

参加地下革命，1947 年参加青桐起义，成为游击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八
支队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任那坡县县委书记。
韦炳祥

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野战医院院长，正团级。

韦锡健

1950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横县良圻公社

党委副书记，广西区农业厅处长。
韦锦觉

1894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华民国国军团长。

韦炳忠

1930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广西革命大学毕业。曾任南宁

市新城区革委会主任。
韦才芬

1930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广西区工商联

办公室主任（正处级）。
韦布施

1920 年 6 月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广西区统

战部科长，离休干部，正处级。

韦炳东

1953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先后任武

鸣县农机所、农机局秘书，武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国土办公室
主任、党总支部副书记；福田区建设工程质量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正处级。
韦东炜

1946 年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广西第四地质

队党委书记，正处级。
韦明建

1947 年 5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高级工程师。

曾任贵港市气象局局长，正处级。
韦进豪

1963 年 3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先后任南

宁地区督查室主任；南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南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正
处级）。
韦家俊

195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任横县统计局副

局长、局长、县政协副主席。
韦振朝

1934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先后任灵山县三海

公社党委书记，灵山县副县长，离休干部。
韦小平

195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莲塘镇

党委书记、水电局局长、南宁地区水电局副局长。
韦修裕

1958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国税局

横州分局局长，县国税局局长；河池市国税局总会计师、副局长；贵港市国税局副局
长。
韦守培

1948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马山公

社管委会副主任，横县农业局局长，横县科委主任，横县县委常委兼县农委主任，县
政协办公室主任（副处级）。
韦冠生

193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 15 军司令部参谋，空军 13 军司令部科长（副处级）。
韦吉辅

195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柳州市柳北区

检察院检察长（副处级）。
韦尚德

193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横县环保

局局长，横县政协副主席。
韦尚汗

1935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副团长，转业后在广西广播电视厅任职（副处级）。
韦昌艺

1960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副团长，转业后在四川峨眉市税务局工作（副处级）。
韦必鉴

1947 年 12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排长、连长、营长、团级干部，转业后任广东省广陵石油联营公司副经理，
广东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
韦增岳

1934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曾参加解放战争，转业后在广

东省番禺等地工作，任县公安局局长等职。
韦昌梓

1927 年 7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先后任横县银行干部，横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横县人民法院院长，县纪委书记（副处级）。
韦大开

1950 年 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高级工程

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干部，转业后任广西科技厅技术员、副处长。科研成果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部级二等奖 3 项，参与编著《总体规划技术方法》等
业务书籍 6 部，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称号。
韦

庆

1962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广东珠海市武

警支队政委，转业后在珠海市工作（副处级）。
韦东恩

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现任上思县县委组织部部长

（副处级）。
韦天杰

1965 年生，横县马岭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营长，海军南沙巡防区副主任。转业后任南宁市房产局新阳房产所所长（副处
级）。
韦永敏

1963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报

社记者、编辑，横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宾阳县大桥镇党委书记，
南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南宁市食品药品监督所所长等职
（副处级）。
韦

深

1957 年 11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现任广西武警

边防部队团副政委。
韦守煜

1943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工程师。先后

任柳州市 110 厂生产科长，鱼峰区政府计经委主任，鱼峰区政协工业委主任（副处级）。
韦中坚

1938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宁明县中

学校长，南宁地区教育局副局长。
韦振雄

1932 年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横县中学

副校长，南宁地区教育局副局长。
韦济能

1957 年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现任广西区粮

食局综合处副处长。
韦子洲

1955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在南宁海关

工作，现任桂林海关副处长。

韦安保

1960 年 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柳州市鱼

峰山人民法院院长。
韦大绍

1966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审计师。现在

自治区审计厅工作（副处级）。
韦其注

1929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武鸣县罗波区

区长、区委书记，武鸣县水电局局长、科技局局长、企业局局长（副处级）。
韦晓泉

1970 年 7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广

西区建筑综合设计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天峨县副县长（挂职），河池市建委副主任。
韦永畅

193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曾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在南

宁市工作。
韦德普

1933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公社管委会主

任、乡镇人大主席。
韦祖固

1938 年 10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历任榕江县农业局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黔东南（地区）土地勘查规划所所长
等职。
韦

健

1946 年 9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任中、小学

教师，乡镇教育站辅导员，县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县委办公室科长，县志办主任，
县档案局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曾获广西区档案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土地
详查先进个人。
韦永光

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连长，

转业后在柳州市人民法院工作。
韦

森

194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横县莲塘公社

党委书记，县物资局局长。
韦家贵

1927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横县文教局局

长，县水电局副局长。
韦小明

195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柳州铁路局团

委书记。
韦家云

1963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凭祥市人民法

院副院长。
韦吉震

1937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百合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
韦吉泉

1948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排长、连长，横县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

韦吕光

1932 年生，横县马山乡太宁村委太宁村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43 军 127 师后勤部财务科长。
韦尚添

193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广州某部队营教导员。
韦元生

1925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于广西横县百合

中学、靖西县人民法院、龙州专署司法科工作。
韦寿兴

1927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历任马山乡山泗小

学校长、新龙乡信用社主任、百合镇新圩银行营业所主任、横县财政局会计、县人民
政府财务科副科长等职。
韦肇清

192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横县马山区区

长，马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等职。
韦家联

1943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参谋、连长。转业后任横县公安局副局长、副政委、顾问。
韦和平

1955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在玉林市宣传部

工作。
韦建平

1957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在玉林市公安局

工作。
韦经之

193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横县劳动局副

局长，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韦学俸

1954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本科文化，曾任哈尔滨空军雷

达室主任。
韦树钦

1965 年生，横县百合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崇左县旅游局

局长。
韦彩藻

1935 年 4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任解放军某

部排长、连长、营长。
韦万教

1940 年 5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历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排长、连长、营长。
韦步新

1960 年 10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石塘镇

党委纪委委员，副镇长、镇长，县财政局稽查大队长，“两会一部”资产管理局局长等
职。
韦小雄

1951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经济师。历任副镇

长、镇长，县糖办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
韦永波

1965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校椅镇武装

部长、副镇长，云表镇镇长、党委书记，县建设局局长等职。
韦可厚

横县校椅镇人，高中文化，山涛公支系。解放前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解

放后任县委秘书、县粮食局、统计局干部，上思县统计局局长。
韦守登

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曾参加八路军，解放后转业到四川省大足县

任供销社主任。离休干部。
韦乃樱

1963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统计师。曾任南宁

地区供销社经理。
韦仁乡

1918 年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教师、粮所干

部、税务干部、龙州县税务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韦荣寿

1971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在靖西边防站工

作，先后任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
韦荣英

1961 年 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任县武装部参谋、军事科副科长、科长等职；转业后任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副局长。
韦善注

1946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公社、乡镇党委副书记、

书记，横县西津库区开发总公司副经理，县林业局、农业局副局长等职。
韦斯步

1966 年 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横县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韦昌兵

1966 年 5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先后任南

宁市江西镇镇长助理、郊区农业局副局长、心圩镇镇长等职。
韦世结

196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曾在龙州县、

横县公安局工作，现任横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主任。
韦荣贵

193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在广东省吴川县

银行工作，后调回横县工作，曾任县信访办主任、副局长。
韦善在

1963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先后任大

新县政府办秘书，横县政府办秘书、副主任，横县技术监督局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
任等职。
韦大福

1943 年 6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大学本科学历，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转业后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横县石塘糖厂副厂长，县国土资
源管理局股长。
韦业洋

1949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学历，农艺师。历任

六景镇党委书记、县经委副主任、县农委副主任、县农业局局长等职。
韦作荣

1920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高小文化，山涛公支系。解放前参加广西学

生军、中共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任横县公安局协理、城厢派出所所长。
韦守执

1934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农业经济师。曾任

横县农委经管科副科长，农委副主任。
韦晓新

1961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高完中教师，

县委宣传部干部，乡镇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县水产畜牧局局长等职。
韦斯亮

1934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营长、海南省白沙县武装部副部长，横县司法局副局长等职。
韦东明

1955 年 9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现任南宁

市江南区福建办事处主任。
韦春生

1956 年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先后任横县物价局

副局长、县“三查办”主任、县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韦宗男

1943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内蒙古阿

拉善左旗水利局局长。
韦均波

1949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副镇长、镇党

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等职。
韦均衡

1938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横县卫生局副

局长。
韦灿松

1963 年 5 月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粮所所

长，县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县委组织员，机要局局长，接待办主任，镇党委书记、
人大主席，环保局党委书记等职。当选南宁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韦载养

1947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小学教师、

乡长、物资局副局长、县残联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韦载北

1963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营长，现任广西区党委车队副队长。
韦炳仁

1943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镇团委书记，

县组织部、监察局股长，县公费医疗办公室主任。
韦沛耀

1962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灵山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队长。
韦耀芬

1952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任良圻乡妇

联主席。
韦才玉

1931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桂平县林业局

股长、副局长。
韦才萱

1935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农艺师。曾任邕宁

县农业局科长。
韦文明

1924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共和国成立前参加

游击队，历任永安乡通讯站站长、横县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离休干部。
韦裕振

1950 年 6 月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平马镇政

府文教助理、统计助理、会计，横县贫协会副主任。
韦

福

1937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镇政府出纳、

文书等。
韦金源

1955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邕宁区五塘交

警大队队长等职。
韦进析

1947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历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排长、连长，镇政府文书、党委宣传委员、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等职。
韦守业

1927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镇党委委员。

韦

1971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镇党委

源

委员、党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镇长等职。
韦守钦

1938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广州军区某部股长，转业后任海口市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韦士雨

1965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广西区消防

中队队长等职。
韦茂华

1959 年 5 月生，横县南乡镇人，田宏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农机局副局长等职。
韦德奕

1952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田宏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广州军区某部

营级干部。
韦金才

1930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田宏公支系。高小文化。曾任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人大主席等职。
韦存德

1900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田宏公支系。中专文化，民国时期曾任横县

警察局局长。
韦东朝

1958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副乡长、乡人

大主席。
韦

伟

1965 年 12 月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经济师。

曾在自治区国税局工作，现任来宾市兴宾区国税分局副局长。
韦剑平

1971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人民医

院团委书记、副乡长、县卫生局副局长、卫生局党委书记、县老干部局主任科员等职。
韦士杨

1953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广州军区某部连长，转业后任广西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
韦保田

1934 年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平朗乡、马岭

镇政府文书。
韦少玲

1963 年 11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横县人民

检察院科长。
韦宝金

1970 年 1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研究生。先后任副镇长、

镇长，体育局副局长，县民政局副局长兼县老龄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韦世勇

1961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党委

副书记、书记，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经贸局局长等职。荣获南宁地区“优秀党委书记”、
“广西乡镇企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有添

1961 年 7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塔山英雄团技术处科长。现在柳州市公安局工作，正科级。
韦广泽

1898 年 1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共和国成立前

任踏路小学、云表高级小学教师，中共地下党踏路村党支部书记。共和国成立后任横
县西北中学校医、总务处管理人员、大岭乡乡长等职。
韦景泰

1926 年 7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曾任土改队队

长，副区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农业局局长、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韦保义

1950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历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连队文书，退伍后先后任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等职。
韦炳存

1958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战士、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县农业局、交通
局局长等职。
韦有江

1972 年 7 月生，大专文化，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现任广东省珠

海市边防支队营长。
韦永通

1950 年 11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历任小学教师、

粮所干部，副乡长、乡（镇）长，镇党委副书记、书记，县矿产局、国土资源局副局
长、局长等职。荣获南宁地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优秀乡镇长”、“广西地矿行政
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炳琪

1935 年 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排长。团、师作战参谋，转业后任镇党委秘书。
韦怡光

1935 年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营长。

韦建道

1958 年生，横县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乡财政所所长、

副乡长、乡长，县审计局副局长等职。

韦之盛

1928 年生，横县镇龙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民国期间曾任永淳

县灵竹乡乡长。
韦有来

1929 年 5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1949 年 5 月参

加横县游击队，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荣立三等功，三级残疾军人。
韦必政

1959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卫生所所长，中校军衔。
韦国孙

1962 年 9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横县人民法院

审判长，一级法官。
韦志浦

1920 年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中华民国国军

排长，澳门利东银行经理，后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贸局工作。
韦

础

1935 年 10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1947 年参加游

击队，后任驻靖西、那坡部队侦察参谋，德保县人民武装部作训科科长。转业后任六
味村党支部书记，校椅三代店主任，享受离休待遇。
韦日鑫

1955 年 10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小学、

中学教师，镇党委宣传委员、副书记、镇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外贸局局长，招商
局主任科员等职。
韦

良

1936 年 6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东兰县、

横县人民武装部科长，横县直属机关工委纪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韦

钊

1927 年 9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百色右江

民族医学院科长。
韦

金

1942 年 7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经济师。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管理科书记，转业后任横县人事局主任科员，县工资改革办公室
主任。
韦国留

1958 年 9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横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县审判
委员会委员等职。
韦树汉

1964 年生，横县莲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横县花茶局局长。

韦吉朝

1958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县委办、县

政府办干事，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组织部股长，县委核查组组长等职。
韦汝光

1954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乡镇党委副

书记、县农办副主任、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县委组织部科长、县农业局工会主席等
职。
韦万然

1962 年 1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广西武

警部队排长、连长，县公安局干警、派出所所长、教导员、拘留所所长等职。
韦

铎

1973 年 1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县

公安局干警，派出所副所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教导员，县公安局分局指挥中心主
任等职。
韦献东

1975 年 9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横县附城

派出所所长。
韦志全

193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曾任大队党支部书

记，乡镇干部。
韦星足

1952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县信访局干部。

韦星耀

195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横县监察局干部。

韦至快

193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横县人事局、

监察局副局长。
韦

博

1926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横县马山中学

教师，宁明县文教科科长。
韦绥艮

1944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横县马山乡党

委委员。
韦吉云

1972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横县百合镇党

委纪检委员。
韦志敏

191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横县克安中心

校校长，横县东特区副区长，横县卫生科科长等职。
韦桂莲

1961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横县马山公社

党委宣传委员，现为县调处办干部。
韦大卓

1929 年生，横县马山乡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容县税务局副

局长。
韦辉福

1942 年生，横县那阳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宁明县公安局

干警，武警宁明县边防大队副队长。
韦巨同

1951 年生，横县那阳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横县公安局

干警、派出所副所长、缉私大队教导员。
韦家忠

1943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工程师。曾任上林

县林业局技术员。
韦昌甲

191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共和国成立前参加

地下革命，解放后任来宾县北泗乡副乡长。
韦炳光

1915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共和国成立前参加

地下革命，解放后任校椅区副区长，后调天等县工作。
韦必枝

1937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农艺师。原在贵州

省工作，后调回横县工作，任农科所所长、农业局副局长。
韦树秋

1966 年 9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副

镇长、林业局副局长。
韦世允

1936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县畜牧水产局

副科级干部。
韦其海

1963 年 5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副镇长、

镇人大副主席等职。
韦永享

1935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在田东县林业局

工作。
韦美妙

1935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转业后任县人事局副局长、县个体协会会长。
韦

旨

1972 年 8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乡镇党

委纪委、组委、副镇长等职。
韦作战

1964 年 2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文

化宫主任、县总工会财务部部长、县总工会副主席等职。获自治区工会财务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韦善焕

193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乡镇党委宣传

委员。
韦守英

1930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游击队，共

和国成立后历任乡镇干部、乡镇武装部长、公社党委组织委员等职。
韦昌势

1962 年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县地税局稽

查分局局长、所长、地税征收分局局长等职。
韦金兰

1952 年 7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乡镇妇

联主席、副镇长等职。
韦世新

1953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电厂办公室

主任、县水电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世新

1955 年 9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党委

纪委、副镇长等职。
韦英现

1971 年 11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镇

纸厂厂长、镇政府人事助理、计生站副站长、县人事局副局长等职。
韦志文

1951 年 9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深圳市罗

湖区东门办事处党委书记。
韦永禄

1968 年 2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司法

所所长、乡党委宣委等职。
韦彩东

1965 年 2 月生，横县石塘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乡

镇司法所长、镇党委组委、县纪委常委、县监察局副局长等职。
韦守南

1944 年生，横县横州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事务长，连长。转业后任镇政府干部，镇农经站站长。
韦锡荣

1952 年 9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峦城镇、

六景镇、良圻镇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普才

1931 年 4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横县物资

局副局长。
韦焕就

1932 年 10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峦城公社

党委副书记。
韦宝成

1943 年 8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曾任贵县石卡

公社党委副书记。
韦良荣

1959 年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先后任镇教育委员

会主任、副镇长。
韦泽兴

1968 年 6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良

圻镇、六景镇副镇长。
韦

聘

1972 年 12 月生，横县峦城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现任莲塘镇党

委宣传委员。
韦

灿

1949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中专文化。先后任派出所副所

长，镇党委副书记，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队长等职。
韦炳基

1942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横县乡镇企业

局副局长。
韦

敏

1968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曾任横县国税局峦

城分局局长。
韦炳光

1934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某部地勤副营级干部。
韦锡钦

1939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平马中学校

长，县政协经委副主任（副科级）。荣获自治区政协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福联

公室主任。

1929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平马镇企业办

韦必贵

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曾任板路乡党委副书记。

韦日亮

1924 年 7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曾任校椅区副

区长。
韦世和

1929 年 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高小文化。先后任区（相

当乡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秀忠

1934 年 7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乡团委书

记、镇政府办公室主任。
韦才兆

1940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副营长。
韦士健

1944 年 4 月生，横县南乡镇人，高中文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

参谋，转业后任板路乡武装部部长、板路乡副乡长。
韦必俭

1944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曾任附城镇武装部

干事、部长，附城镇党委委员。
韦士知

1943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工程师。曾任县经

贸局科长。
韦智利

1946 年 7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初中文化。曾任乡镇副镇

长、乡人大副主席。
韦定金

1954 年 5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检

察院检察员、镇长助理、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等职。
韦世材

1955 年 2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副镇长等职。
韦振江

1960 年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团委书记，

县矿产公司文书，副镇长，县政协委员，县科技局副局长等职。
韦士赞

1962 年 11 月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横

县政府调处办副主任等职。
韦宏彬

1962 年 9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云表镇

党委宣传委员等职。
韦炳燕

1963 年 1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乡

镇税所副所长、所长，县地税局稽查员等职。
韦世添

1965 年 10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镇党委

宣传委员等职。
韦承恩

1965 年生，横县平马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横县峦城镇

党委委员、县糖办党组副书记等职。

韦士卫

1966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横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副队长。
韦斯敬

1967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田宏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现任横县地方

税务局副局长。
韦佳良

1965 年 10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横

县财政局干部、县审计局副局长、镇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振倩

1968 年 8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先后任乡镇党

委委员、武装部部长等职。
韦远明

1969 年 5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沙头大队副主任科员等职。
韦炳飞

1969 年 9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曾从军，

退伍后任税所专管员、稽查员等职。
韦石年

1970 年生，横县莲塘镇人，山涛公支系，高中文化。先后任良圻司法所

所长等职。
韦进年

1970 年 9 月生，横县校椅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县

档案局股长，乡镇党委组织委员、副书记，县民族事务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韦晓峰

1971 年生，横县南乡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先后任横县云

表镇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进美

1971 年 11 月生，横县陶圩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小学高级

教师。先后任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横县教育局工会主席，镇党委书记助理等
职。
韦炳健

1972 年 11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大学本科文化。历任派出

所干警、横县公安局刑警等职。
韦顺宁

1973 年 3 月生，横县云表镇人，山涛公支系。先后任电厂办公室主任、

县水电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韦刚健

1969 年 6 月生，广西桂平罗秀镇人。韦经公第三十一世裔孙，悦厚公第

十六代裔孙。1986 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1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北京研究生学院，
相继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和博士研究生学位。1997 年到台湾大学攻读博士后。1998 年
到中国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二○○六年留学澳大利亚，回国
后，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精通俄、德、英、日等国语言。常到德国、澳大利亚、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国家地
区进行学术交流。
韦刚强

1968 年 8 月生，广西桂平罗秀镇人。韦经公第三十一世裔孙，悦厚公第

十六代裔孙。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业务处总经
理（正处级）。
韦敏庆

1974 年 10 月生，祖籍系广西桂平市罗秀镇人，现居住百色市田阳县田洲

镇。系韦经公的第三十二代世孙；悦厚公第十七代裔孙。1992 年 8 月西南农业大学毕
业，先后任田阳县农业水果办公室技术员、高级农艺师、办公室副主任；田阳县计划
发展局副局长、局长；田阳县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县工商联党组书记、主席；田阳县
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韦

方

(1902-1952)广西桂平人，韦经公第廿十九代裔孙。1926 年以优秀成绩考

入厦门大学。入学论文题目“说我”，全篇 500 多字，每句都有“我”字，通篇文笔流
畅，充满壮志豪情。当时有多种报刊、杂志竞相转载。在厦大就读期间思想倾向革命，
由广东大埔人罗善培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为党员。厦大毕业后，在省
立梧州二中、龙州边务学校任教（主培训外交人员），在水口关、平甬关任对讯署委员，
处理法越外交事务。1936 年任广西省建设厅秘书，1938 年兼任省主席办公厅秘书。1940
年离职回乡养病。解放后积极参与革命工作，1952 夏病逝。
韦星奎

桂平中沙镇人，韦经公第二十七世裔孙，学俸公之孙，曾任广东仁化县县

长，后任广西自治军第十一支路副司令。
韦延河

号建基，桂平中沙镇人，韦经公第二十八世裔孙，星奎公之子。广州商学

院毕业后经商。热心家乡教育，捐资兴建南乡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誉满乡里。解放
前夕从事水利工程设计，1949 年迁居湖南。
韦翰荃

号毓湘，桂平中沙镇人，韦经公第二十八世裔孙，学通公之曾孙。北京大

学毕业。曾任广西省立第九中学校长（龙州中学）。后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硕士学
位。回国后受王寅伍所聘，在省立第八中学（桂平浔州高中）任教，升任校长。系桂
平县参议员。
韦绍图

号浮萍，桂平中沙镇人，系韦经公第二十九世裔孙，南宁两江学院毕业。

曾任桂林市糖烟公司副经理、经理。
韦绍润

韦经公第二十九世裔孙，绍图胞弟，云南航空机械学校毕业，民国时曾在

航空部工作，任空军教练。
韦学军

1945 年 6 月生，桂平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韦经公第 30 世

裔孙。1979 年广西大学毕业，先后任桂平市供销合作社教育股副股长、职工学校校长；
中共桂平市委办公室干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督查室主任兼市委办公室副
主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两次被评为广西供销社系统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论文《实
行同级负责制，切实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获全国商业、供销、粮食系统优秀论文
奖。编写的《供销社门店经营》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指定为全国供销社系

统高级技工师培训教材。另外还编辑出版了《成功之路》一书。2000 年被评为全国广
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
韦向军

1971 年 11 月生。桂平市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韦经公第 31

世裔孙。从事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工作十余年，参加过十多条公路的建设，所负责的
工程，质量均被评为优秀或良好。多次被评为贵港地级市公路系统先进工作者。已公
开发表《浅谈软土路基常见质量问题及应对措施》、《桥梁大师 Bridge、Mastcr3.0 在
公路涵洞设计中的应用》、《对山区公路设计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简讨》、《浅谈锚喷混凝
土技术在思盘大桥旧桥加固中应用》等多篇论文。
韦成文

1966 年 10 月生，广西桂平市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89 年

9 月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北海市财政局工作，先后担任办事员、办公室秘书、办公
室副主任、经济建设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副处级）。被评
为市财贸系统先进个人，团市委优秀团干，市直机关优秀团干，广西财政宣传工作先
进个人，市直机关优秀党员。1996 至 2008 年参加全区财政系统课题研究，有 4 个课题
获一等奖。
韦守初

1960 年生，桂平市江口镇人，恩护公第十一世孙。1978 年应征入伍，先

后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西公安消防总队司务长、中队长、财务部科长、广西公
安消防队审计处处长，总队后勤部部长等职。2005 年 8 月转业至广西国土资源厅，任
海监大队队长。
韦鹤群

1954 年 7 月生，桂平木根镇人，大专文化。1972 年应征入伍，复员后在

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先后任工人、政治指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
书记（正处级）。
韦家业

1930 年生，桂平市罗秀镇人。曾任云南省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团长。十

六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解放战争中，多处
受伤，累立战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父子齐上前线，当时报纸上曾报导过“韦家
业父子英雄”的事迹。
韦杰智

1948 年 12 月生，广西桂平市社坡镇人，韦经公 32 世孙，经济师。1968

年 10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社坡水库施工员，社坡公社小型水利管理员，社坡乡财政所
会计，桂平市财政局农税股股长。连年被评为桂平市、玉林地区、贵港市财政系统先
在航空部工作，任空军教练。
韦学军

1945 年 6 月生，桂平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韦经公第 30 世

裔孙。1979 年广西大学毕业，先后任桂平市供销合作社教育股副股长、职工学校校长；
中共桂平市委办公室干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督查室主任兼市委办公室副
主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两次被评为广西供销社系统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论文《实

行同级负责制，切实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获全国商业、供销、粮食系统优秀论文
奖。编写的《供销社门店经营》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指定为全国供销社系
统高级技工师培训教材。另外还编辑出版了《成功之路》一书。2000 年被评为全国广
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
韦向军

1971 年 11 月生。桂平市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韦经公第 31

世裔孙。从事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工作十余年，参加过十多条公路的建设，所负责的
工程，质量均被评为优秀或良好。多次被评为贵港地级市公路系统先进工作者。已公
开发表《浅谈软土路基常见质量问题及应对措施》、《桥梁大师 Bridge、Mastcr3.0 在
公路涵洞设计中的应用》、《对山区公路设计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简讨》、《浅谈锚喷混凝
土技术在思盘大桥旧桥加固中应用》等多篇论文。
韦成文

1966 年 10 月生，广西桂平市中沙镇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89 年

9 月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北海市财政局工作，先后担任办事员、办公室秘书、办公
室副主任、经济建设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副处级）。被评
为市财贸系统先进个人，团市委优秀团干，市直机关优秀团干，广西财政宣传工作先
进个人，市直机关优秀党员。1996 至 2008 年参加全区财政系统课题研究，有 4 个课题
获一等奖。
韦守初

1960 年生，桂平市江口镇人，恩护公第十一世孙。1978 年应征入伍，先

后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西公安消防总队司务长、中队长、财务部科长、广西公
安消防队审计处处长，总队后勤部部长等职。2005 年 8 月转业至广西国土资源厅，任
海监大队队长。
韦鹤群

1954 年 7 月生，桂平木根镇人，大专文化。1972 年应征入伍，复员后在

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先后任工人、政治指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
书记（正处级）。
韦家业

1930 年生，桂平市罗秀镇人。曾任云南省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团长。十

六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解放战争中，多处
受伤，累立战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父子齐上前线，当时报纸上曾报导过“韦家
业父子英雄”的事迹。
韦杰智 1948 年 12 月生，广西桂平市社坡镇人，韦经公 32 世孙，经济师。1968 年

10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社坡水库施工员，社坡公社小型水利管理员，社坡乡财政所会
计，桂平市财政局农税股股长。连年被评为桂平市、玉林地区、贵港市财政系统先进
工作者。被区财政厅、人事厅授予“全区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振文

1943 年 8 月生，广西桂平市桂平镇人，广州军区高级工程师，正师级文

职干部。1961 年 4 月应征入伍，历任广州军区通信总站技工、少尉正排级技师、技术

员、传真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方通信指挥所参谋；广州军区第三通信总站
技术股股长、主任工程师；广州军区通信部通支办高级工程师，文职三级技术六级（正
师级）。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一级技术能手，荣立二次三等功，被评为广州军区
优秀共产党员。
韦国渠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

韦超明

桂平市蒙圩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在东

北抗日参加解放军，任营长。
韦国录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七期，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

韦国奎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八期，曾任国民党部队排长。

韦超善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四期，曾任国民党东北部队团副官。

韦国福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黄浦军校十四期，曾任国民党部队抗日战争团医

官。
韦沛林

桂平市蒙圩镇人，高小毕业，曾任国民党直属中央部队营级干部。

韦国用

桂平市蒙圩镇人，解放初期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人中山大学深造。先

后在东北大连澳门造船厂任工程师。
韦培芳

桂平市蒙圩镇人，国民党桂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炮兵团团长。

韦日汉

桂平市蒙圩镇人，曾任解放军排长、连长。转业后任龙门农场中队长、蒙

圩镇医院党组书记等职。
韦炎标

桂平市蒙圩镇人，现任珠海市公安局检测中心主任。

韦福明

1967 年生，桂平市蒙圩镇人，大专文化。1990 年 7 月广西民族大学毕业

后参加工作，先后任桂平糖厂党委办秘书；桂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贵港市委办
公室干部；桂平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第三秘书科科长、综合二科科长；贵港市坏保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贵港市林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等职。
韦有书

桂平市蒙圩镇人，黄浦军校毕业，曾任国民党连长。

韦啟中

桂平市蒙圩镇人，浔州府（民国时期）团防局局长。

韦鼎三

桂平市蒙圩镇人，民国时期国军团长。

韦桂后

桂平市蒙圩镇人，南宁江南区司法局局长。

韦荣益

1931 年生，1952 年 2 月参加工作，原宜山县调处办干部（副处级）。

韦

1931 年生，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毕业。1950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宜山县

荣

三岔区人民政府财粮助理；县人民政府财政科粮食会计、副科长；县财税局副局长、
局长；县委办副主任、行政组组长；县二轻局、粮食局副局长；县物资局、粮食局局
长，督导员；县直属党委组织委员；县财政局督导员。享受副处（县）级政治生活待
遇。荣获财政厅财政先进工作者称号。

韦

勇

原名韦周灵，1946 年生，广西巴马县人。百色农校毕业，水电工程师，

曾任巴马县水电局副局长。
韦红波

1974 年生，横县六景镇人，山涛公支系，大专文化。中国科学院水土保

持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正团级。
韦兆清

桂平市蒙圩镇人，1957 年生，广西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化工专业毕业。

历任贵港市商检局副局长、局长，贵港市检验检疫局局长，广西检验检疫局化矿处处
长，食品安全处处长，认证监营处处长等职。
韦

荣

韦景宏

1968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科级）。
1964 年生，壮族，都安县菁盛乡人，都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正科级）。
韦文书

1967 年生，壮族，都安县板岭乡人，都安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正科级）。

韦敏新

女，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拉烈乡人，都安县信访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炳进

1966 年生，壮族，都安县东庙乡人，都安县信访局纪检组长（副科级）。

韦树安

1962 年生，瑶族，都安县拉仁乡人，都安县委老干局局长、组织部副部

长（正科级）。
韦捍国

女，1966 年生，壮族，都安县九渡乡人，都安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

长（正科级）。
韦显宁

1969 年生，瑶族，都安县龙湾乡人，都安县纪委常委（正科级）。

韦

1960 年生，壮族，大化县人，都安县人大代表联络工委会主任（正科级）。

阗

韦俊双

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永安乡人，都安县政协秘书长（正科级）。

韦德球

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高岭镇人，都安县政协经济科教文卫工委主任

（正科级）。
韦琇彰

1963 年生，壮族，都安县下坳乡人，都安县政协民族文史联谊工委主任

（正科级）。
挺

1971 年生，壮族，都安县大兴乡人，都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正科级）。

韦德厚

1967 年生，壮族，都安县高岭镇人，都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正科级）。

韦美琳

女，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正

韦

科级）。
韦明兴

1972 年生，仫佬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县总工会副主席（副科级）。

韦

1982 年生，壮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共青团县委书记（正科级）。

斌

韦莲珠

女，1964 年生，瑶族，都安县拉仁乡人，都安共青团县委副书记（副科

级）。
韦献作

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板岭乡人，都安县残联副理事长（正科级）。

韦理宁

1960 年生，瑶族，都安县菁盛乡人，都安县残联副理事长（正科级）。

韦

1981 年生，壮族，都安澄江乡人，都安县工商联副主席（副科级）。

敦

韦喜练

女，1976 年生，壮族，都安县拉烈乡人，都安县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副

科级）。
韦俊旦

1975 年生，壮族，都安县大兴乡人，都安县政府办副主任（正科级）。

韦景飞

1960 年生，壮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县发改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吕初

1958 年生，壮族，都安县拉仁乡人，都安县经贸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炳东

1966 年生，壮族，都安县板岭乡人，都安县教育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汉国

1966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公安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国学

1969 年生，壮族，都安县保安乡人，都安县公安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青山

1974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人劳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志意

1971 年生，壮族，都安县东庙乡人，都安县人社局纪检组长（副科级）。

韦俊昌

1969 年生，壮族，都安县隆福乡人，都安县国土局局长（正科级）。

韦天照

1978 年生，壮族，都安县高岭镇人，都安县国土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康凡

1969 年生，壮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县住建局局长（正科级）。

韦德平

1962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住建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家生

1970 年民生，壮族，都安县安阳镇人，都安县交通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瑞柏

1958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交通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

泽

1975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水利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

平

1959 年生，壮族，都安县加贵乡人，都安县农业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家广

1970 年生，瑶族，都安县东庙乡人，都安县农业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云海

1964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农业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大良

1968 年生，壮族，都安县澄江乡人，都安县林业局党组（正科级）。

韦月英

女 1965 年生，瑶族，都安县高岭镇人，都安县人口与计生局局长（正科

级）。
韦德军 1968 年生，壮族，都安县加贵乡人，都安县人口与计生局副局长（副科级）
。
韦

富

1966 年生，壮族，都安县高岭镇人，都安县审计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文飞

1964 年生，壮族，都安县拉烈乡人，都安县扶贫办副主任（正科级）。

韦克刚

1963 年生，壮族，都安县地苏乡人，都安县粮食局党组书记（正科级）。

韦海峰

1973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正

科级）。
韦

东

1975 年生，都安县安阳镇人，壮族，都安县科技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

宇

1966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正科级）。

韦俊福

1966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移民局局长（正科级）。

韦汉营

1960 年生，都安县东庙乡人，壮族，都安县移民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宗尚

1968 年生，都安县移民局副局长，瑶族，大化县人（副科级）。

韦

1966 年生，大化县人，壮族，都安县移民局副局长（副科级）。

宽

韦明辉

1972 年生，都安县九渡乡人，壮族，都安农机局副局长（正科级）。

韦德宜

1964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妙灵

女，1975 年生，都安县安阳镇人，壮族，都安县接待办主任（正科级）。

韦任平

1966 年生，都安县永安乡人，壮族，都安县市政管理局局长（正科级）。

韦德魏

1963 年生，都安县拉仁乡人，壮族，都安县市政管理局副局长（副科级）。

韦俊兴

1951 年生，都安县隆福乡人，壮族，都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正科级）。

韦

丰

1964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正科级）。

韦家严

1967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瑶族，都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妇保院副院

长（正科级）。
哲

1973 年生，都安县菁盛乡人，壮族，都安县妇保院副院长（副科级）。

韦桂乐

1972 年生，都安县大兴乡人，壮族，都安县安阳镇副镇长（副科级）。

韦宝宁

1966 年生，都安县菁盛乡人，壮族，都安县高岭镇武装部长（副科级）。

韦

庚

1978 年生，大化县人，壮族，都安县东庙乡党委书记（正科级）。

韦

晓

1979 年生，都安县菁盛乡人，壮族，都安县东庙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正

韦昌喜

1974 年生，都安县东庙乡人，壮族，都安县大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正

韦

科级）。
科级）。
韦妹益

女，1977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永安乡党委副书记、人

大主席（正科级）。
韦炳现

1968 年生，都安县东庙乡人，壮族，都安县板岭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

席（正科级）。
韦翠玲

女，1979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壮族，都安县板岭乡副乡长，
（副科级）。

韦佑将

1981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板岭乡副乡长（副科级）。

韦国伟

1976 年生，都安县九渡乡人，瑶族，都安县板岭乡人大副主席（副科级）。

韦朝英

1978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三只羊乡副乡长（副科级）。

韦

1980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龙湾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

格

席（正科级）。
韦

科级）。

念

1976 年生，都安县拉烈乡人，壮族，都安县拉烈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正

韦

优

1978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拉烈乡纪委书记（副科级）。

韦

龙

1975 年生，都安县九渡乡人，瑶族，都安县拉烈乡党委委员、组委（副

科级）。
韦万广

1970 年生，都安县拉烈乡人，壮族，都安县拉烈乡副乡长（副科级）。

韦蓄芳

女，1984 年生，都安县百旺乡人，壮族，都安县百旺乡副乡长（副科级）。

韦

静

1978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百旺人大副主席（副科级）。

韦宏伟

1977 年生，都安县大兴乡人，壮族，都安县加贵乡党委书记（正科级）。

韦仕林

1977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加贵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正

科级）。
韦莉桦

女，1978 年生，都安县永安乡人，壮族，都安县拉仁乡党委书记（正科

级）。
韦

宇

1978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拉仁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正

科级）。
韦宇革

1973 年生，都安县保安乡人，壮族，都安县电教办主任（正科级）。

韦

1968 年生，宜州市人，壮族，都安县纪委正科级监察员。

文

韦年春

1964 年生，都安县板岭乡人，壮族，都安县纪委正科级监察员。

韦建超

1971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壮族，都安县安阳法庭庭长（正科级）。

韦俊革

1966 年生，都安县保安乡人，壮族，都安县法院刑庭副庭长（副科级）。

韦家利

1962 年生，都安县东庙乡人，壮族，都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正

科级）。
韦景崇

1967 年生，都安县大兴乡人，壮族，都安县公安局中心办公室主任（正

科级）。
韦安杰

1965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壮族，都安县公安局拘留所教导员（正科

级）。
韦可行

1974 年生，壮族，大化县人，都安县板岭乡派出所所长（正科级）。

韦仕新

1977 年生，都安县拉烈乡人，壮族，都安县公安局警备保障室主任（正

科级）。
韦明武

1979 年生，都安县下坳乡人，壮族，都安县九渡乡派出所所长（正科级）。

韦俊农

1966 年生，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都安县交警大队教导员（正科级）。

韦永讲

1978 年生，都安县下坳乡人，壮族，都安县拉烈法所所长（副科级）。

韦

1968 年生，都安县拉烈乡人，瑶族，都安县委督查室副主任（副科级）。

希

韦华理

1966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壮族，都安县委组织部干监科长（正科级）。

韦炳旺

1971 年生，都安县东庙乡人，瑶族，都安县委宣传部理论股股长（正科

级）。
韦

革

1967 年生，都安县澄江乡人，壮族，都安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主任科员。

韦贵俊

1967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水利局副主任科员（副科级）。

韦建学

1966 年生，都安县地苏乡人，壮族，都安县农业局副主任科员。

韦永明

1955 年生，都安县永安乡人，壮族，都安县渔牧局主任科员。

韦瑞环

1958 年生，都安县菁盛乡人，壮族，都安县司法局正科级干部。

韦茂松

1956 年生，都安县下坳乡人，苗族，都安县林业局正科级干部。

韦鸿报

1966 年生，都安县板岭乡人，壮族，都安县板岭乡政府统计员（副科级）。

韦

斌

1977 年生，都安县拉烈乡人，壮族，都安县拉烈乡副科级干部。

韦

克

1974 年生，壮族，都安县隆福乡人，都安县委办副主任、县委县府督查

室主任，正科级。
韦景照

1960 年生，瑶族，都安龙湾乡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正科级。

韦一新

广西桂平木根镇人，英国“伦吨”大学毕业。

韦一明

广西桂平木根镇人，英国“伦吨”大学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