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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杰丰 17PZ

认真学习，在2018年春季学期获得“学习状元奖”。出任PZ班班长，通过各位班委和所有同学的努力，在有课的学期，一季度举行一次班级生日会，

参与率基本在100%；两个月左右会举办一次班级聚餐（披萨会），保证了参与率基本也都是100%；在今年3月份班委还组织了一次班级春游，春游地

点是汕头，参与率96%；还有和深圳MBA校友会一起合办的每年的校友活动，PZ班的同学参与率都在90%以上。这些活动都大大的增进了我们17PZ班

彼此的同学感情。

6 卫敏 18PC

学习成绩优异，在MBA学习中，保持全勤出席；在研一考试中名列前茅，作为学习委员，积极投身到提高班级学术交流的氛围中去，不仅积极解答同学

疑问，在DMD、FA等比较难的课程开考前，组织专题辅导活动。通过平常交流学习和考前辅导在班上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交流文化，也提升了同窗

之谊；作为班委一员，与班委一道组织多次班级活动，搞好班级团队建设。积极参与学院、联合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2019学年学院奖学金、董事会奖励金、MBA校友捐赠奖学金岭南MBA获奖人/团体事迹汇总表

1. 岭南学院“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事迹汇总

1 黄鑫风 18PS

积极组织和领导了2018年7月22 日的岭斯卡新生见面会。入学后，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和推动班级班委成员的推选和组建。在2018 年11 月带领团队竞选

第15 届学生联合会主席，成功当选，作为学生联合会主席，积极领导和规划各部门的活动计划和安排。2019 年度Ori4 天活动的整体协调，组织让活动

圆满结束。体育部门的足球篮球活动。个人还作为亚沙C 队队长，协助团队首夺沙鸥奖。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协助团队推出了联合会公益logo 和口号。

协助学术部门做好岭南视界讲座的支持和配合工作，并成功举办两次企业参访。协助同学进行考前复习，组织大家考前复习答疑会。对外，积极加强跟

兄弟院校的交流和合作也扩大了岭南学院MBA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带领团队积极跟广深两边校友会的联络，提高在校生和校友们的感情联结。跟MBA

中心保持积极的沟通并反馈相关意见，不断完善学联会相关活动规则。

4 利雪清 18FI

成绩优秀，入学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二等奖学金，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父母皆已退休。在校积极参与各种学生活动，参与“臻于至善彩虹计划”。参加

“岭南-卡尔森行动计划”，作为参与者及小组内中国队长，负责协调与美国小分队成员的沟通交流工作，同时主导小组的实地调研，信息分析等工作。

担任学院学联干事，协助学院开展岭南视界系列讲座。帮助收集学生感兴趣的讲座主题，联系嘉宾，现场活动记录及拍照，撰写通讯稿等工作。积极参

加公益活动，每年约有50个公益时。积极参与海外项目，现为意大利博科尼大学交换生。

2 李贺 18PB

研一上学期曾获得班级学习状元，整个学年六门必修课成绩均在90分以上。担任2019ORI活动第三组教练。担任2019岭南MBA校友足球赛主力队员、

2018岭南MBA校友足球赛开闭幕式主持人和主力队员，并作为18PB班长组织队员及拉拉队参加18级MBA班级篮球赛。组织18PB同学参观广汽丰田公

司，负责联系企业安排行程。

3 于佳雎 18PA

认真学习，积极参与课堂和课后班级同学之间的学习活动，在各科目考试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荣获2018年秋季学期PA班的学院MBA“学习状元奖

”。在入学的新生导向活动Orientation中担任第12组组长，和全组同学一起取得了综合成绩第5名的好成绩。此外也积极参与了卡尔森人力资源策划大

赛，2019年暑期的MIT游学等活动。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学生工作的汇丰银行在印度海得拉巴的贫困农村捐建了一所学校。学生于今年负责统筹部

门的年度会议时特意组织了“一日为师”活动，安排全球的部门管理层一起到该学校为学生们做一天支教老师，一方面给小朋友们普及简单的金融常

识，另一方面也把“服务社会”的理念推广给全球的同事们，让这种理念可以服务到更广的社会。



9 褚菲 18FI

在校学习情况：

2019 MIT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访学；2019-2020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担任职务：

副班长，岭南学院第15届MBA学生联合会 学术部副部长。

所获奖项：

组队参与了卡尔森全球人力资源大赛。

活动情况：

加入了舞蹈队。多次参与学院表演。本人组建了岭南学院18级入学新生会舞蹈队，是新生会、篮球赛、2018岭南MBA足球联赛啦啦队表演负责人，同

时参与了中大舞蹈团2019新年颁奖典礼舞蹈节目《黄河》演出。在公益方面，本人也积极热心，2019年参加了岭南学院关爱特殊儿童公益项目。

18PS

以优异成绩考入岭南MBA，认真完成好自己的学习任务，平均分88.5分，并培养多方面的潜力，在班委中任职副班长，分管体育和文艺，积极起带头作

用，服务班集体，协助班委，举办各类丰富同学们学习和业务生活的班级活动，如：学习分享会，生日会等；

2015年表现优异，被评为“全国金融优秀共青团干部”；2018年参加岭南公益活动关爱流浪动物，关爱自闭症儿童，身体力行，让爱传递；2019年参

与并主持华润银行《唱响新时代》爱国系列活动；

在学联中担任校友部副部长，透过中大岭南MBA校内校友平台，拓展MBA人脉资源，对外与社会企业沟通，为2018年深圳校友万圣节活动，2019年深

圳校友新年年会的赞助和顺利举办传承，保驾护航，联络华南各兄弟院校校友会，参与搭建华南MBA校友沟通平台；

2019年新生导学ORI中牵线社会企业全程赞助饮品（怡宝），最终学生+学院+企业三赢，效果斐然。

积极参加活动：

2018年7月主持新生见面会；

2018年9月新生导学ORI夺得总季军；20180902主持18ORI晚宴；

2019年1月主持深圳校友会新春嘉年华，场地和赞助洽淡，文艺演出总策划；

2019年1月主持岭南MBA校友新春年会，协助文艺演出策划；

2019年7月参加欧洲比利时游学项目；

2019年8月主持19ORI微电影大赛，主持19ORI新生开学晚宴；

2019年8月ORI牵线社会企业全程赞助饮品（怡宝）；

2019年11月主持深圳校友分会金融与科技发展论坛。

8 郑丽君 18PB

作为东莞市道滘镇外商协会副会长参加“爱心护童”道滘镇外商协会中秋慰问活动；作为东莞市企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参加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东莞市

企业经理人协会党建共建活动；参加欧洲游学，作为游学成员之一，同时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配合老师协调各成员的行程和学习任务完成情况；

积极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沙9启动暨沙友汇成立仪式；应邀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生会组织的“模拟招聘大赛”评委，作为在跨国外资企

业工作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给即将走上社会工作岗位的师弟师妹们提供招聘面试的指导；担任18PB班430课堂第一堂课讲师

7 张丽璇



10 韦成应 17PC

序号 姓名 班级

1 王若玫 18FI

序号

团体

团体总

结

3. 学院教育奖励金“优秀团队奖”

1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

第十五届学联会一年来在MBA中心指导下，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多项活动的规模和活动的质量被同学和校友高度赞扬，很好的凝聚广深同学的联结和交流，践行了中大

岭南既广又深，更广更深的理念。举办各种足球篮球活动，同时还协助亚沙赛首夺沙鸥奖。对外跟兄弟院校的交流和合作也扩大了岭南学院MBA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积

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还推出了联合会公益logo和口号，便于公益传承。联合会跟校友会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也顺利开启，形成良好的互动。

活动情

况

1. 中山大学MBA深圳化妆舞会，18PS学联会主要骨干成员同以刘浪班长为主的班级同学以及管院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活动，首次同管院合作，人数120多人也是化装舞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深圳新年晚会，18PS学联会骨干成员跟班级同学承办这次晚会，广深以及香港的校友和同学都前来参与，人数将近400人，获得一致好评。

1. 作为中大岭南领队代表中大岭南参赛，取得团队第四及个人第二好成绩，登顶5396米哈巴雪山并让院旗飘扬在5396米。

2. 作为中大岭南领队代表中大岭南参赛，取得赛事最高奖：沙欧奖。为岭南学院参赛6年来第一获得，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团队取得22名，也是岭南学

院历史最佳排名。

3. 作为岭南MBA2019年度ORI 社会服务项目评委，为10多个新生团队的社会服务点评打分。

4. 为协助学院规范岭南学院MBA群体的户外活动组织及户外比赛参赛等事宜，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岭南MBA沙友汇”户外社团，该社团为公益性

质，为岭南学院热情户外运动的同学提供专业的户外知识指导及活动组织指导。

事迹汇总

积极入党，参与党支部组织的学习讨论活动，参加党课培训并获得“优秀学员”称号，终于在上一学年末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连续两学期主修

课平均成绩全班第一，获得了“MBA学习状元”的称号。作为班级里的学习委员，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是同学们与老师、助教沟通的桥梁，帮助同学们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并且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入选了意大利Bocconi University海外留学交换项目，及2019年07月美国MIT游学项目。加入

CGRG（由一群海内外名校大学生创立，旨在帮助高中生正确填报志愿的公益组织）战略部，推出了“1V1导师”产品，成功帮助100名贫困生选到合适

的学校。加入了“广州市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对未成年嫌疑犯进行帮扶，包括家庭走访、帮教评估等。2019年2月担任了2019成都USAD&USAP

（美国学术十项全能比赛）-Speech & Interview环节面试官。担任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院研究助理，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合作模式

研究”课题研究。带领团队策划组织岭南学院首次“大型百人剧本杀”活动（2018万圣节学生活动），广获好评。带领团队获得“2019岭南MBA企业

实践项目PBL-最佳团队第二名”。

2. 深圳校友会奖学金



获奖经

历

序号

团体

团体总

结

活动情

况

获奖经

历

活动情

况

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广州新年晚会，学联会承办这次晚会，广深以及香港的校友和同学都前来参与，人数将近300人，获得一致好评。

4.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2019新生入学导向活动，4天活动（包括团队展示，校园认知，商业策划大赛，公益活动以及微电影等环节）

5. 联合会公益部与广州市孤独症儿童服务者协会举行“孤独儿童陪读”活动

6. 公益活动，“美丽岭南”河源行，组织志愿者前往了解帮扶对象家庭情况和确定帮扶对象

7. ”儿童健康户外嘉年华”志愿者活动，公益部同广州市少年宫举办该活动，作为羊城之夏 2019广州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8. 公益部还推出了联合会永久的岭南公益logo和口号。

9. 体育部举办了“2018级MBA班级混战足球赛”

10. 体育部举办“19年岭南学院MBA篮球联赛”。篮球联赛分广州和深圳两个赛区，共9支队伍参加。

11. 体育部组织岭院精英出战“第8届商学院校际篮球邀请赛”

12. 联合会支持亚沙比赛，负责各种宣传的海报，协助拉赞助，组织联合会成员参与沙8，提供后勤保障，助力团队首夺沙鸥。

13. 学术部协助MBA中心举行了5场岭南视界讲座

14. 企业参访：深圳优客工场

15. 企业参访：广州视源股份

      /

2

18PA

团队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和良好的集体形象，能积极主动开展各项 有益活动，并能取得良好活动效果，为校院争得荣誉。

      /

班级同学参加卡尔森；尖峰时刻商赛并取得成绩；参加亚沙系列赛事并取得沙鸥，金海豹，耿恭等团体奖，为学院争光



序号

团体

团体总

结

获奖

经历

活动情

况

1. 中山大学MBA深圳化妆舞会

该自2015年开始年度连续举办，2018年首次由深圳中大岭院18PS班与中大管院18PB班联合主办，开创了新的时代！

本次活动形成了中山大学深圳岭管两院MBA 2018级新生小伙伴真正的“破冰”之旅，也是和往届师兄师姐共话桑麻的联欢盛宴！本次活动共有130多位同学、校友参

加，活动精彩纷呈，反响热烈。

2.“圳年轻，岭未来”中大岭南MBA深圳2019新春嘉年华

历经六年传承，中大岭南MBA 深圳2019新春嘉年华于2019年1月12日在深圳湾1号鹏瑞莱佛士酒店盛大开幕。在中大岭南MBA中心和深圳校友会的指导下，本次嘉年华

由中大岭南18PS班主办，17PS、17PZ班协办，是岭南MBA红灰儿女回家团聚的年度盛会。到场校友和嘉宾近400人，其中从香港和广州远道而来的校友近50人。在岭

南大学创立130周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成立30周年和岭南MBA 20周年的三喜临门的大好日子，本次年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增强岭南MBA校友之间的凝聚

力，扩大岭南MBA的影响力。

3. 18PS班学习主题活动

组织每周班级课后主题分享“放学别走”，成立各类课程学习小组，打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不同行业的交流学习。2018-2019学年18PS班考试通过率100%。

靳恬同学参加“尖峰时刻”大赛获得一等奖

4. 18PS班外联主题活动

组织多次班级对外参访活动，包括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乐信、优客等知名企业。

5. 18PS班班级团建活动

组织包括每月一次的集体生日趴、女神节、班级跨年趴、学年班级总结会(惠州南昆出)等多种活动，创造班级内部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6. 18PS班班级体育活动

定期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包括跑步、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各类活动，18PS班同学作为组织者，组织学院同学参加“2019大兴奔驰杯深圳商学院足球联赛”和“全球商

学院校际篮球赛”。

7. 18PS班多位优秀同学作为学联、校友会、沙八、2019年ORI的主要干部和主要骨干，如黄鑫风、包胜同学作为2018节学联主席和常务副主席，黄鑫风、刘浪作为沙八

C队队长和副队长、黄鑫风、包胜、刘浪、谢青柯、张丽璇、靳恬、邱凤英、关金鹏等多位同学均是2019年Ori主要骨干成员，未以上各项活动做出重大贡献。

      /

4. 岭南学院MBA薪火相传奖学金-优秀班集体

1

18PS

在过去的18-19学年里，中大岭南MBA18PS班在MBA中心的指导下，班级全体同学秉承“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院训，刻苦求学 ，团

结奋进，班级学习氛围良好，全班同学整体学习成绩优良，考试通过率100%，积极组织参与学校、学院、校友会、联合会以及班级内部各种活动，班级同学通过参与主

办各种大型活动，包括中山大学MBA深圳化妆舞会、中大岭南MBA深圳2019新春嘉年华、中大岭南MBA广州2019新年晚会等，对内增强同学及岭南校友之间的凝聚

力，对外扩大岭南MBA品牌影响力。同时组织学习、团建、公益、外联、亲子、体育等各类主题活动，多项活动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得到老师、同学以及友校的赞扬，

18PS打造了简单、有趣、有爱、阳关的班级氛围，全班同学不断追求进步和卓越。



序号

团体

团体总

结

2

18PC

18PC班级自2018年9月通过选举组建班委团队，带领班级时刻践行好学风、好班风的初衷，一年多来，班级学风优良、同学精诚团结、凝心聚力、不计名利、有较强的

的责任感和团队荣誉感，有良好的的集体形象，并组织了包括“四点半学堂”、“班级同学企业参访”、班级集体聚会、每门课的全体集中复习等有益活动，并在每次

活动始终保持80%以上的参与度。同时，18PC同学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维护好班集体的同时，也为岭南学院

MBA的学生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1. 矩阵小组：根据“7人团队管理效用最大”的原则，率先在班级内分成数个固定矩阵，对班级矩阵进行管理，矩阵小组即为活动小组也为学习小组，各小组组内互相监

督和督促作业完成情况，采用积极的方式带动学习，避免划水情况的出现，同时，选出阵长（非班委担任）对组内管理以及监督，同时阵长对接班委提出同学各方面诉

求；每门课程结束后，考试前，由学习部组织全班统一复习，由本门课相关专业的同学为全体同学进行综合串讲复习，根据同学们的反馈，所学知识在每次的串讲以后

得到巩固。

7. 18PS班多位优秀同学作为学联、校友会、沙八、2019年ORI的主要干部和主要骨干，如黄鑫风、包胜同学作为2018节学联主席和常务副主席，黄鑫风、刘浪作为沙八

C队队长和副队长、黄鑫风、包胜、刘浪、谢青柯、张丽璇、靳恬、邱凤英、关金鹏等多位同学均是2019年Ori主要骨干成员，未以上各项活动做出重大贡献。

2. 四点半学堂：18PC首创（所知本级为首创）了每天下午四点半课后，由班级内部同学，向班内同学分享自己所熟知的领域，项目由沙龙部发起并定期开展，沙龙部初

心为组织班内小而精的沙龙分享。四点半学堂至今开展了“铁马冰河—走进一段尘封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A股投资逻辑”、“北非往事”、“一个算法组成

的世界”、“如何拥抱‘后流量时代’”、“CRM体系和数字营销体系”等四点半学堂分享项目（海报见下图），内容涉及地理历史、财务报表分析、投资分析、人力

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人工智能、私域流量、客户关系管理等各个方面，同学们在分享的过程中，对于全新的领域有了了解并培养起自己的兴趣，此项目已吸引到18

级其他班级以及19级师弟师妹的参与聆听。

3. 班级同学企业参访：本届首个组织同学企业参访项目，参访上市公司视源股份，实地参观考察该企业，学习其组织架构建设、吸引人才、薪酬管理以及福利制度等，

通过学习—实践方式，践行岭南学院“行动学习”这一办学特色。

4. 18PC特别设立了“爱芯加油站”：芯片代表PC电脑班，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带领同学们爱学院、爱同学、爱C班，爱芯加油站牵头组织给予有喜事的班级同学送祝福，

截止目前，爱芯加油站在这一年多以来为18PC 7位同学迎来新生儿，1位同学喜结连理送出祝福，并每月为同学精心准备生日会；炎炎夏日的下午，爱芯加油站准备了从

顺德运送过来的下午甜点供老师和同学们分享，此外，爱芯加油站作为核心团队之一参与组织了C班开学破冰见面会、研一结束的“珍C欢聚，尽情一夏”晚宴，同学们

参与度高，各个矩阵小组分别准备有趣的直击灵魂的节目深度参与，在每次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中，感情逐渐加深。

5. 在第八届亚洲商学院沙漠挑战赛的赛场上，18PC有薛飞、沈蕾2位A队成员，尤郡、叶意、李莎莎3位C队成员在沙场拼搏，勇夺沙鸥，为学院的荣誉贡献力量。在第

十七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南方赛区决赛场上，孙青和赵梅两位同学作为岭院学子，勇夺赛区三等奖。

6. PC班级同学积极参与到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中，其中，周业茂担任学联副主席，是本届学联核心成员，在数次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梁爽担任学联副主席，是新年晚会

、2019ORI晚会等大型晚宴的总导演；湛隽担任宣传部部长，在包括ORI、沙八、沙九、新年晚会等活动的宣传物料制作以及宣传实施上独立负责；陶波担任公益部长，

组织了包括“美丽岭南、美丽乡村”传承活动，“岭南星”自闭症儿童新年花市以及2019年5月份的自闭症儿童趣味运动会活动，并作为ORI社服板块的负责人制定规则

以及实施，在新年晚会策划了精彩的红毯环节；黄宇翔作为学联的总法律顾问，针对学联章程、ORI规则等法律文书精心推敲打磨，以保护学院权益。同时，18PC班级

同学也积极参与学院活动中，例如在新年晚会的出席率比较高，2019ORI的教练占比比较高，文体部在每次MBA重大晚会中都贡献有分量的节目。

活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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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1 湛隽 18PC

本人在十五届MBA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部长，总体负责学生联合会宣传工作，参与组织了“穗月圆，岭秀年”新年晚会，“新启航，心激扬”

Orientation两个重要活动，负责学生联合会活动、部分校友会活动及沙体赛事（沙8、亚新出征仪式，沙9启动仪式）的视觉VI材料及部分文案的设计

、编辑，重新整合了学生联合会公众号资源，总体编排公众号版块，并负责日常的更新，为学生联合会的传承提供了平台资源。

2 王红丹 18PB

作为分管外联和校友的副主席，为“穗月圆 岭秀年”2018岭南学院MBA新春晚会举办争取了约9万元现金与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抽奖礼品，为晚会的

圆满举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2019ori组委会核心成员参与筹备。1、负责ori赞助板块，在前期积极筹备，多方努力，为ori活动争取了约21万的现金赞助和饮用水、活动T恤等

物资赞助，为ori活动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对接校友会，积极联系校友，在本次ori引入了校友企业参访活动板块。密切了mba新生与校

友的联系。 3、客串微电影板块主持人，助力活动成功举办。

1 黄鑫风 18PS

积极组织和领导了2018年7月22 日的岭斯卡新生见面会。入学后，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和推动班级班委成员的推选和组建。在2018 年11 月带领团队竞选

第15 届学生联合会主席，成功当选，作为学生联合会主席，积极领导和规划各部门的活动计划和安排。2019 年度Ori4 天活动的整体协调，组织让活动

圆满结束。体育部门的足球篮球活动。个人还作为亚沙C 队队长，协助团队首夺沙鸥奖。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协助团队推出了联合会公益logo 和口号。

协助学术部门做好岭南视界讲座的支持和配合工作，并成功举办两次企业参访。协助同学进行考前复习，组织大家考前复习答疑会。对外，积极加强跟

兄弟院校的交流和合作也扩大了岭南学院MBA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带领团队积极跟广深两边校友会的联络，提高在校生和校友们的感情联结。跟MBA

中心保持积极的沟通并反馈相关意见，不断完善学联会相关活动规则。

6. MBA联合会优秀干部奖

事迹汇总

7. MBA服务社会奖

      /

1

5. MBA杰出领导力奖

事迹汇总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公益部



团体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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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序号 姓名 班级

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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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岭南星”自闭症新春花市创业

公益部联系广州北京路花市摊位资源，在极显眼位置无偿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摊位，创业项目收入5万元人民币。

2.“美丽岭南”河源行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学生联合会公益部组织MBA项目各级校友、同学和“美丽岭南”帮扶计划志愿者们组成的公益团队前往河源油溪镇看望“美丽岭南”帮

扶计划的帮扶对象，进一步了解帮扶对象及其家庭近况。

3.“爱在阅读、爱在星孩”

 2019年4月13日由广州市孤独症儿童服务者协会等主办，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学生联合会公益部等参与协办的 “阅读” 孤独症儿童伴读计划（以下简称“

伴读计划”）在广州市儿童公园启动，岭南学院公益部组织志愿者一同和孤独症孩子们参与了启动仪式，孤独症孩子们在仪式现场奉献了精彩演出。

4. 岭南星”自闭症儿童趣味运动会

广州市少年宫、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学生联合会公益部联办的“童心协力、融合无限”童健康共融户外嘉年华在广州奥绅体育公园举行,岭南星计划”本次的

社会融合活动旨在促进“儿童共融”，让特殊儿童能够像其他普通儿童一样融入社会活动，在活动中找到乐趣、认识朋友 。志愿者团队的无私奉献再一次诠释了岭南人

的公益精神，为特殊儿童送去关爱的同时也收获不一样的成就感。“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是岭南人的承诺和责任，这一份承诺和责任是岭南人在实践公益的道路上大

步向前的动力。

5. 2019ORI社服项目

组织ORI社服板块规则制定以及实施，形成8个公益项目，设计出属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公益品牌“岭南公益”专属LOGO

8. MBA英才服务奖

事迹汇总

1 黄毅 18PA

作为学联体育部部长，组织学院内跨年级篮球比赛，广州和深圳共9支队伍参赛，参赛年级从15级到18级。共举办篮球比赛场次约20场。协助院足球队

负责人组织18级的足球比赛，共5支队伍参赛。担任 2019岭南学院广州春茗晚会主持人。担任2019ORI【校友企业参访】模块负责人，安排16个ORI小

组到16家校友企业进行参访，并收集参访报告，在学联、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发布。担任【团队展示】和【校园认知】模块的现场主持人。担任【校园认

知】模块的现场志愿者。

      /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公益部自上任以来，积极组织，带领学院MBA同学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弘扬岭南“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精神，先

后组织了“岭南星”自闭症新春花市创业、“美丽岭南”河源行、“爱在阅读、爱在星孩”、“岭南星”趣味运动会等公益活动，并组织了2019级MBA ORI社会服务项

目，形成8个公益项目，设计出属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公益品牌“岭南公益”专属LOGO，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公益部在任一

年，发动学院近五百位校友及在校同学切身参与到公益项目中。



2 周业茂 18PC

作为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担任以来，带领学联公益部积极组织学院MBA同学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弘扬岭南“

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精神，先后组织了“岭南星”自闭症新春花市创业、“美丽岭南”河源行、“爱在阅读、爱在星孩”、“岭南星”趣味运动会等

公益活动，并组织了2019级MBA ORI社会服务项目，形成8个公益项目，设计出属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公益品牌“岭南公益”专属LOGO，带

领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MBA第十五届学生联合会公益部在一年时间，发动学院近五百位校友及在校同学切身参与到公益项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