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一、省级资助共 308 人：
（一）农学院共 16 人
黄桥栏 王韵莹 陈惠贤 邱俊洪 袁仁博 刘思雨 戴燕玲
陈伟彬 陈碧婵 林丽虹 朱梓荣 叶惠晶 梁菀玲 王恒智
王楚滢 卢

瑾

（二）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共 23 人
彭晓儿 官方正 蔡依婷 幸芷茵 颜瑜芹 廖楚舒 陈晓曼
李家源 叶嘉联 王岳敏 钟晓峰 李雨霖 李弈欣 李嘉慧
杨石崇 宁晶晶 李钰怡 梁湄清 陈妃薇 郑淑敏 林腊子
叶华伟 陈珊珊

（三）园艺学院共 8 人
林思琦 江冠炫 谭佩怡 林佳佳 陈楚涌 李林芝 汪柳燕
潘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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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兽医学院共 6 人
刘桂芳 刘梓烁 王茂周 吴泽彬 张瑞琪 梁曼玲

（五）动物科学学院共 7 人
莫建镇 林凯霞 盘海嫦 唐锡武 杨

名 蔡泽曦 何晓桦

（六）资源环境学院共 16 人
冯兴俊 陈时如 林靖琪 黄泽腾 刘嘉琪 詹紫颖 林

佳

刘家辉 陈燕芬 林树坤 石雨婷 肖若霓 冯广强 罗向荣
袁中美 郑维嘉

（七）海洋学院共 4 人
郑雨顺 许惠玲 黎

思 黄丽媛

（八）生命（物）科学学院共 10 人
李彦蓉 廖子豪 余惠兰 李 琴 邓文韬 周斯仪 庄明华
黄颖珊 陈炽基 颜悄悄

（九）工程学院共 21 人
王烽亮 刘曼婷 谢昌明 刘清海 覃王潇 张卓非 潘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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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浩 林逸峰 陈俊明 池耀方 黄启光 潘越华 欧家泺
庞基贵 林

富 黄

宇 陈晓谊 郑依丽 肖泽江 蒋继汉

（十）食品学院共 17 人
卓派民 陈永钦 梁冬雪 朱妙淳 何伊诗 黄雪芬 王佑婷
黄晓岚 张欣怡 曾熳佳 孙尧华 冯倩玲 林佳慧 温莹晖
陈靖伟 邵曼玉 陈漪洁

（十一）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共 14 人
魏日谷 何耀锋 蓝煊兵 张淑萍 侯文杰 马嘉薇 蔡超健
邓文杰 廖俊濠 陈仪周 卢剑鹏 李诗曼 李泳芯 詹耿彬

（十二）材料与能源学院共 12 人
蓝 伟 吴中辉 陈润婉 陈 鋆 莫惠珍 郑雪芬 赖智仁
刘 怡 刘焕生 余琳仪 江霆杰 李

暖

（十三）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共 30 人
罗凤谊 曾婷婷 陈富东 陈婉静 郑栩洁 彭新科 何彩霞
侯煌昌 高嘉民 黄子怡 李健华 莫文海 王湧涛 吴思凡
毛观钦 陈宗杰 杨雨欣 卢培鑫 倪富恒 杨文舒 郑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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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桐 陈家润 关欣琳 姚 涵 吴树义 陈 镇 庞木奋
唐宇佳 姚君鹏

（十四）电子工程学院共 18 人
严 诚 黄泳彬 丁基涛 许浩东 刘海宁 陈浪峰 蔡先键
肖庆豪 莫嘉熙 谢志炜 彭舒垚 张杰强 韦锺裕 赖庆佳
柯晓展 吴钰龙 杨景杰 吕凯操

（十五）经济管理学院共 30 人
马韵烨 蔡喜婷 陈 慧 陈美婷 吴日荣 林 欣 王芝环
郑洁纯 朱妙茵 黄妙桐 张秋怡 蔡奕霞 梁诗涛 郑焱虹
罗 仪 陈晓楠 谢国鑫 符玉雨 伦汝镇 骆琛睿 庄爱敏
李水玲 罗晓琳 卢彩萍 梁淑敏 何雯妍 林婉佳 陈诗诗
赖德宝 罗 韵

（十六）公共管理学院共 28 人
黄惠容 邱纯雅 郑静微 曾兆荣 陈玩冰 许庆春 程超群
梁银芳 余伊彤 林婵芳 何日升 黄春翠 林泳澈 朱嘉艺
黄诗曼 吴文珠 林少耿 叶伟忠 林晓静 周小冰 李嘉文
陈方圆 邱晓妮 林素丽 罗小焱 陈 鸿 叶碧华 黄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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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人文与法学学院共 7 人
彭美君 雷婉仪 周 璇 陈乐思 麦浪冰 郑春霞 梁芷瑜

（十八）外国语学院共 15 人
曾 辉 司徒传香 明宇冰 伍心蕾 金淑佳 张小玲 陈丽静
张贞惠 陈楚迪 陈晓冰 秦炜梁 黄翠婷 周思婷 黄安琪
陈湘灵

（十九）艺术学院共 26 人
梁力健 列焕君 马静如 凌玮燕 庄壹源 苏蒂玉 陈静榆
邓 东 林彦岑 杨雲云 盘凤娟 成晓晴 岑健聪 罗

裕

苏 桃 陈东旭 李樱媚 梁林苹 陈宇婕 丁文桐 范淑冰
范秀欢 黎

燃 刘付彩龙 吴东岑

梁舒颜

（二十）国际教育学院共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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