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教育奖励金、学院教

育奖励金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出席人员：捐赠者、获奖师生 

程序： 

1、介绍到场嘉宾； 

2、获奖师生自我介绍； 

3、自由发言； 

4、合影。 

 

分组、地点及出席嘉宾： 

A 组（岭南堂汪道涵会议室）：张宇、刘玥、李晓东、田春梅、梁姬、陈文宇、

朱浩然 

B 组（岭南堂董事会议室）：钟俊强、谭凯文、曾丹、伍英瑜、孙旭生、陆军 

C 组（岭南堂贵宾室）：丁朝霞、黎爱玲、何文锋、陈启旭 

D 组（岭南堂伍舜德会议室）：卢长玲、杨竞初、刘冰、林敏、黄涛 

E 组(岭南堂黄华会议室)：蒋民、吴春清、谭翠红、才国伟 

F 组（岭南堂林植宣会议室）：王俊彦、舒元、李宝健、徐骏辉、胡焕新、张斌 

G 组（岭南堂叶葆定会议室）：郭琪琛、欧阳琪、张雪峰、陈庆鹏 

H 组(岭南堂咖啡厅）: 王磊、王卓君、李子牛、陈升、何国斌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A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汪道涵会议室 

主持人：李诗琪 

笔录：朴爱玲 

出席人员： 

1.嘉宾：张宇、刘玥、李晓东、田春梅、梁姬、陈文宇、朱浩然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科研贡献二等 徐月华 1950年级凯社同学 教师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汤昊文 广发证券奖学金 研究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李晨烽 广发证券奖学金 研究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王沁格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李昀珂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彭子桐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李诗琪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廖冰蟾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晋晨曦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学院企业奖学金 

（广发证券） 
刘嘉勋 广发证券奖学金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彭佳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郑昌祥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陈浪雄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王鸿林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周钰淇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薛家松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邓卫东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蔡博楠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朴慧玲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卢嘉婷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李媛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朴爱玲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赵勇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付心仪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黎锦鸿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王怀斌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唐家祥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林育莉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黄耀宇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刘成旺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宋红倩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彭莘昱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高一欣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许粉萍 Santander-K Foundation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程雪 腾邦国际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 方雪 腾邦国际 本科生 

孝悌助学金 靳葳 钟茂森教授 本科生 

孝悌助学金 赵雨 钟茂森教授 本科生 

孝悌助学金 李嘉伟 钟茂森教授 本科生 

孝悌助学金 徐锦蕙 钟茂森教授 本科生 

孝悌助学金 秦程 钟茂森教授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龚云芳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王佳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徐昌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许澳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张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陈伟强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纪昕冉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梁雨薇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科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B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董事会议室 

主持人：黄育楷 

笔录：许澳霜 

出席人员： 

1.嘉宾：钟俊强、谭凯文、曾丹、伍英瑜、孙旭生、陆军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科研贡献一等 杨子晖 伍舜德学长 教师 

杰出科研贡献二等 关文晶 1937年级易社同学 教师 

研究生课程班 

校友联谊会助学金 
王灿 研究生课程班校友联谊会 研究生 

岭南 MBA 服务社会奖学金 
第 14 届 MBA 学生

联合会公益部 岭南学院 IMBA2011PB 班 MBA 

MBA 薪火相传奖学金 
2017 

PC 班 
岭南学院 IMBA2004PB 班 MBA 

MBA 学生联合会 

优秀干部奖学金 
万鸿 

岭南学院第十届 

MBA 学生联合会 
MBA 

MBA 学生联合会 

优秀干部奖学金 
关竹 

岭南学院第十届 

MBA 学生联合会 
MBA 

东莞校友会奖助学金 陈婕楠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学院东莞校友会 
本科生 

东莞校友会奖助学金 黄支学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学院东莞校友会 
本科生 

东莞校友会奖助学金 陆凯琳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学院东莞校友会 
本科生 

东莞校友会奖助学金 吕锦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学院东莞校友会 
本科生 

社会服务二等 王舒雨 林护纪念奖励金 研究生 

社会服务二等 黄雪薇 刘宇学长 研究生 

社会服务三等 刘敏莹 欧阳让社长 研究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社会服务三等 易洲 彭思梅女士 研究生 

社会服务三等 谢作为 王玲学长 研究生 

助学金一等 徐昌敏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许澳霜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林铭淳 林柏年医生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毕灿灿 C. S. KO’s famliy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黄欣 C/O Mr. Larry Lai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吴成豪 
C/O Mr. Robert 

Kwong-Ping Chau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张延凤 Dr. & Mrs. Tenny LAM 本科生 

助学金一等 张晃 Dr. Douglas P. MURRAY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常雪琴 Mr. & Mrs. Edward Hoasjoe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邹红婷 Mr. & Mrs. Gordon LIN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罗云 
Mr. & Mrs. Hok Kun 

YUEN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张惠雯 Mr. & Mrs. John Lai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何倩 Mr. & Mrs. P. W. LEE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郑少冲 
Mr. & Mrs. WONG Chung 

Ying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王华琳 Mr. Au Young Kwan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周梦茹 Mr. K. M. LUK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胡中意 Mr. Lionel ACHUCK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黄立信 Mr. S. T. WU 本科生 

助学金二等 黄子荣 Mrs. Chang, Wynne Y.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助学金三等 连楷昇 Mrs. Lilian H. LEE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黄歆悦 Mrs. Minnie WONG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黄育楷 Mrs. Rosabella CHEN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张青超 Mrs. S. T. CHUI’s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蔡双五 曾富华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刘凯 邓刘淑琼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马培林 傅荫钊学长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刘晓雪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牛慧中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李文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赵艳艳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庞剑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C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贵宾室 

主持人：黄杰豪 

笔录：张梦杰 

出席人员： 

1.嘉宾：丁朝霞、黎爱玲、何文锋、陈启旭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科研贡献二等 汪林 1949年级励社同学 教师 

95国贸专捐赠助学金 蔡钟纯 95国贸专校友 研究生 

90财政助学金 靳双豪 90财政校友 本科生 

90首届毕业生奖学金 

优秀学业奖 
梁子霖 86经济学校友 本科生 

90首届毕业生奖学金 

优秀学业奖 
向晋哲 86经济学校友 研究生 

91国贸奖学金 文思宇 91国贸校友 本科生 

91国贸奖学金 陈满 91国贸校友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罗璇 何添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饶颖松 王俊彦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张丹子 简鸿钧伉俪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黄杰豪 焯衡慈善基金会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赖扬 戴林秀梅女士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张梦杰 王俊彦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张慧敏 李克勤学长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助学金三等 贺若芸 李志恒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苏泽荣 利汉钊学长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庄荣贵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蒋利群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周家鑫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杨寅胜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刘琛 岭南奖助金捐赠人 本科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D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伍舜德会议室 

主持人：陈依灵 

笔录：罗子豪 

出席人员： 

1.嘉宾：卢长玲、杨竞初、刘冰、林敏、黄涛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教学贡献一等 施俊琦 伍舜德学长 教师 

杰出教学贡献二等 邬金涛 1947年级超社同学 教师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冷铁成 岭南大学北京校友会 教工 

学业优秀一等 董玉洁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一等 郭若卿 关肇硕学长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一等 李家豪 关志信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一等 关丁也 黄乾亨博士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一等 黎晴 刘 瑞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二等 舒影 刘冰学长伉俪 本科生 

学业优秀二等 林嘉怡 周宝芬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二等 刘玲琳 1947年级超社同学 本科生 

学业优秀二等 罗子豪 黄达琛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二等 郑韵琦 李瑞明学长伉俪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陈依灵 李玉珍学长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学业优秀三等 怀海容 立白集团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李诗迪 林克平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吕文轩 林昍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农丽蓉 岭南大学北京校友会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颜竹君 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仉斡 岭南大学上海校友会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陈昊 区金蓉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冯逸杭 王梁洁华博士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余惠泽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王君盈 陈培兰学长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王逸群 1937年级易社同学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何家豫 1949年级励社同学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李清扬 1950年级凯社同学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三等 王晗希 Mr. David Rockefeller 本科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E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黄华会议室 

主持人：黄凤英 

笔录：郭倩颐 

出席人员： 

1.嘉宾：蒋民、吴春清、谭翠红、才国伟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胡亦兵 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 教工 

深圳校友会奖助学金 黄子航 
岭南(大学)学院 

深圳校友会 
研究生 

深圳校友会奖助学金 刘颖 
岭南(大学)学院 

深圳校友会 
研究生 

深圳校友会奖助学金 郭倩颐 
岭南(大学)学院 

深圳校友会 
研究生 

深圳校友会奖助学金 杨杰琪 
岭南(大学)学院 

深圳校友会 
研究生 

深圳校友会奖助学金 汪达明 
岭南(大学)学院 

深圳校友会 
研究生 

EDP 同学会助学金 黄凤英 EDP 同学会 研究生 

EDP 同学会助学金 王曜 EDP 同学会 研究生 

优秀学员奖 周著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麦海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团队奖 
岭南学院

学生会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优秀团队奖 
MBA 第十

四届联合会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优秀团队奖 
岭 南 学

院团委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优秀团队奖 
岭南学院

游泳队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优秀团队奖 
岭南学院

击剑队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优秀团队奖 
研 究 生 团 总

支、研究生会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团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沈鑫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EMBA

佛山同学会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兰蓉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EMBA

佛山同学会 
本科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F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林植宣会议室 

主持人：石骥 

笔录：温韫 

出席人员： 

1. 嘉宾：王俊彦、舒元、李宝健、徐骏辉、胡焕新、张斌 

2. 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伍沾德博士伉俪杰出服务奖 许罗丹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教师 

伍沾德博士伉俪杰出服务奖 周先波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教师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一等 梁庚 李玉珍学长 教工 

学业优秀三等 张奡然 蔡美灵学长 本科生 

社会服务二等 金奕彤 陈炳辉学长 本科生 

社会服务二等 黄蔓琪 陈潘翠华女士 本科生 

社会服务二等 石骥 傅荫刚学长 本科生 

社会服务三等 温韫 傅荫铨学长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社会服务三等 王琳琳 关治明学长 本科生 

社会服务三等 梅子倩 黄培煦学长 本科生 

文化奖一等 梁璇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文化奖二等 郭智峰 集雅堂黄氏奖励金 本科生 

体育奖一等 梁峻瑜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本科生 

体育奖二等 陈法锛 简鉴清学长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体育奖二等 潘昊 简文光、郭美凤学长伉俪 本科生 

学业优秀一等 潘俊飞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一等 何青忆 孔杨邦铧女士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郑碧涛 黎耀华先生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蔡芸 李克勤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谢灏 李志恒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胡婷婷 利汉钊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王帅 林李志英女士纪念奖励金 研究生 

学业优秀二等 王强强 林瑞源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徐亚男 林冼玉珩女士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朱艺唯 美国罗省岭南大学同学会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陈俏蓉 莫季禧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王娟 阮兆刚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郭蒙 松山善三先生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潘灵雅 魏雄锋学长纪念奖励金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黄彩欣 黄翠英女士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马子程 黄达琪学长 研究生 

学业优秀三等 姚翠齐 李赣骝学长 研究生 

社会服务一等 王婵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研究生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G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叶葆定会议室 

主持人：王钰冰 

笔录：朱琨 

出席人员： 

1.嘉宾：郭琪琛、欧阳琪、张雪峰、陈庆鹏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教学贡献二等 鲁晓东 1947 年级超社同学 教师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叶庆星 1949 年级励社同学 教工 

90 国贸奖学金 钟雅婷 90 国贸班校友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朱琨 林李志英女士纪念奖励金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胡轶聪 林瑞源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吕东辉 蔡美灵学长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颜枫 焯衡慈善基金会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胡俊杰 立白集团 本科生 

助学金三等 詹斯强 孔宪绍学长 本科生 

伍沾德博士伉俪杰出服务奖 王钰冰 伍沾德博士伍李玉珍女士 研究生 

叶葆定名誉教授奖学金 张梓艳 叶葆定名誉教授 本科生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蔡丰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彭文江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许雪辉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肖宏伟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王含柏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林浩滨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杨小珍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邴鑫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朱森林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盛楠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林睿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叶镇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MBA 

优秀专业学位研究生奖 梁剑凌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CHEMBA 

优秀学员奖 齐云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谭汉平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詹欣荣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捐赠者与获奖师生交流会分组详情 
H 组 

时间：2018年 11月 25日（星期日），17:00-17:50pm 

地点：岭南堂咖啡厅 

主持人：乔敬航 

笔录：马梓航 

出席人员： 

1. 嘉宾：王磊、王卓君、李子牛、陈升、何国斌 

2.获奖师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吴清桃 岭南大学上海校友会 教工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刘相淳 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 教工 

杰出管理服务贡献二等 梁莉 1950 年级凯社同学 教工 

杰出领导力传承奖学金 韦成应 
岭南学院 IMBA 

2010 级全日制班 
MBA 

03 物流本奖学金 莫晓彤 03 物流本校友 本科生 

03 物流本奖学金 乔敬航 03 物流本校友 本科生 

03 物流本奖学金 梅子威 03 物流本校友 本科生 

94 财政本奖学金 林忆聪 94 财政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张一鸣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龚云芳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陈文亚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马梓航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齐甜甜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王佳敏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奖项名称 姓名 乐助奖励金 获奖者类别 

03 金融本助学金 谢佳鸿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03 金融本助学金 陈镜奇 03 金融本校友 本科生 

优秀学员奖 林观郁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程海彬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陈译伊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施祥山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蔡伟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鲁新梅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赖允鹏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刘宁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魏峨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优秀学员奖 丛春雷 
岭南(大学)学院 

教育基金会 
EDP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李兰玉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张敬媛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陈徐群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吴泽杰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孔豪东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梁红梅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赵莹莹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岭南奖助金一等奖(续评） 冯喜全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