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资助名单（学校资助）

一、校级资助共 401 人：
（一）农学院共 20 人
黄思敏 梁玉津 朱海琳 吴文辉 张思琪 梁金燕 刁丽瑶
周炳金 孔燕玲 叶韵诗 许杏滢 刘燕华 黄楚冰 陈晓茵
刘 盼 谢林萍 李文龙 潘剑飞 廖莹莹 巢雅惠

（二）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共 29 人
黄敏双 李少萍 肖茵茵 刘丽容 钟东润 刘彩玲 丘丽君
吴少燕 钟丽霞 陈烙纯 连淇东 冼嘉柱 张咏瑄 麦艳仪
吴文凯 许佳华 邓婷婷 何至杭 徐洁雯 赖嘉莹 姚康雅
彭建龙 黄

曦 叶卫婷 杜禧萍 刘丽增 蓝文婷 唐楚婷

张 臻

（三）园艺学院共 7 人
黄静儿 杨朝锦 陈娇林 罗丽灵 叶冰冰 张子宁 杨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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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兽医学院共 6 人
陈景怡 曾文财 陈颖姗 赖沁妍 刘

恭 刘冠敏

（五）动物科学学院共 7 人
温 琪 张嘉雯 郑碧晴 卢李瀟 方佳容 吴佳蔓 林慧娴

（六）资源环境学院共 22 人
朱彩依 李焕芬 刘龙浩 蔡冬莎 陈文涛 温远航 魏芳榕
林佳燕 王仪煊 钟华业 吴晓青 周曼欢 杨娟媚

何桂莹

雷 涵 黎坤婷 邓力源 叶泽森 刘金蝶 王浩楠 张丽衡
陈 森

（七）海洋学院共 8 人
雷玉容 孙锐康 张山龙 黄佩珠 梁承龙 欧志芳 林松清
金桂梅

（八）生命科学学院共 10 人
廖敏基 陈创妙 林龙华 许灿鸿 周建楠 梁经纶 黄椿煌
温湛彬 梁宇锋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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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

（九）工程学院共 30 人
张嘉谋 王灿基 蔡子芬 姚紫明 吴昭雄 邓志锋 陈泽立
余浩明 赖崇开 陈丽韵 黎 烯 陈柳人 罗雅玲 王凯涛
傅 升 翁贯云 黎孔南 程思创 冯明烨 黄昌键 陈锴泓
李东杰 包文涛 王家祥 卢泰安 陈绍基 韦宗萍 林俊锋
陈文斌 孙坤栋

（十）食品学院共 24 人
李晓如 廖

琛 赵

豪 吴灿湖 黄秋东 陈少强 马诗晴

刘雪梅 吴迁迁 罗诗莹 刘伟东 黄培豪 冯小荧 邓雲沁
费晓健 朱福铭 黄嘉芹 郑嘉欣 周翠怡 黄丽蓉 叶琳娜
叶 蕙 曹志勇 赵演怡

（十一）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共 18 人
邓树豪 陈佳健 杨隆智 江建良 钟晓晴 全城武 赖益欣
关 炼 余希林 郑创鹏 官锦杰 陈康标 李维宇 陈浩航
徐财华 黄一边 胡伟泊 陈纪豪

（十二）材料与能源学院共 15 人
张纯仪 徐树宏 冼文慧 陈 西 赖震峰 张

敏 刘子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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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思 陈玉旋 陈晓明 郑 涛 陈钰珍 陈丹敏 张景淞
廖美婷

（十三）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共 39 人
龙秋媚 苏子通 许智友 张美珊 洪权潮 胡勇志 林俊杨
符星煌 萧永力 李华强 蔡佳燃 冯泽文 何晓东 赖俊荣
许浩锋 何幸阳 何锦荣 杨俊杰 王龙广 陈俊豪 曾晓东
陈浩然 冯伟强 梁慧怡 马乃川 张泽燕 卢铭开 王春泉
冯嘉飞 王瑞霖 谭建英 谢佩慈 胡英鹏 盘美优 刘鸿利
周泽骏 叶观耀 黄炜成 莫文森

（十四）电子工程学院共 24 人
莫世冰 郑炳坤 刘国濠 黄重程 李汉庭 郑涵悯 刘俊豪
刘永富 庄家明 杨旭恒 胡炫伟 黄泽欢 卢华欣 张

楠

王嘉俊 梁华子墨 李润霸 陈振浩 程炜彬 陈政坤 林荣昭
黄信鸿 彭妙丽 朱炎荣

（十五）经济管理学院共 38 人
蔡晓丽 郑佳敏 叶雯雯 李晓林 黄聪婷 李钰珊 林灿纯
黄淼颖 刘潘灿 吴念瑶 陈丽丽 黄淑莉 冯啸澜 陈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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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育基 林泽丹 蔡

东 陈丹琪 李仰丹 黄梅芳 陈观燕

杨锦城 杨春兰 李泽森 彭 蓝 杨

双 黄凯怡 李友滨

曾月媚 周艺平 黄少欣 黄 欣 周若蓝 洪若欣 吴丹怡
许雪微 方晓梅 陈立妹

（十六）公共管理学院共 37 人
赖思棋 马子怡 黎育苗 李秋怡 刘心如 邱淑姿 曾水链
方子龙 李

今 章佳纯 郑杰璇 张

婵 陈漫如 张海欣

林珊燕 谢映花 刘洁荧 方嘉欢 肖浩纯 吴露斯 殷昕婷
余佳慧 李心怡 陈洁仪 马立娜 陈洪昌 余海龙 莫国耀
周镁恩 周浩儒 黄美玲 黄 利 赵彦琳 蔡刘培 林诗怡
谭婉姗 陈洁纯

（十七）人文与法学学院共 16 人
黄 婧 杨东兰 孙晓彤 许婷婷 曾湘君 吴晓璇 莫秋兰
林雪丹 罗秋雨 陈熙子 邓楚楚 谭明照 黄 玲 张艺祥
全婵桃 谭

彦

（十八）外国语学院共 19 人
张怡思 潘海云 黄才仟 叶瑞卡 陈丹萍 陈爱惠 林奕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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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雨荭 柯焕焕 吴嘉丽 骆文翠 曾丽娜 谢泽楠 陈卓妹
朱梓强 黄晓春 宁咏梅 罗丽璇 高晓青

（十九）艺术学院共 32 人
黄梓安 刘思恩 罗日朋 叶大铭 黄茂莹 林武锋 吴健鹏
莫小妹 林小钦 莫冰冰 巫小甜 白天芸 金柳意 全晓东
华英健 陈向专 邓晓冰 李国领 朱传渠 戴小乐 刘
卢盛培 庞

翔 陈春奇 黄丽桑 庄茵茵 邓梓琪 张杰亮

程学彬 林楚珊 巫丽琪 宋华达

（二十）国际教育学院共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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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