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学字〔2016〕17 号

关于表彰2016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百名优秀学子的决定

各院（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优良教风学风建设年活动实施方

案》（仲字[2016]03 号），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校

开展了 2016 年百名优秀学子评比活动，共评出优秀学生 100 名，其

中学习之星 42 名，自强之星 30 名，道德之星 15 名，科技之星 10 名，

创业之星 3 名，获奖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学校决定对植保 131 班李书

锋等百名优秀学子进行表彰，希望全校学生向百名优秀学子学习，积

极传承中华民族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展示当代大学生的

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努力使自己健康成长成才。

附件：2016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百名优秀学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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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百名优秀学子名单

一、学习之星（42人）

农学院（1 人）

植保 131 李书锋

园艺园林学院（2 人）

园林 134 陈杏怡 园林 142 余明

生命科学学院（1 人）

生科 141 徐梓欣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3 人）

电子 122 杨丽茹 电子 131 廖俊鹏 创新实验 141 区永胜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 人）

环科 131 邓敏茹 环工 141 麦泳诗

经贸学院（5 人）

会展 134 张婉仪 农经 143 马洁琪 农经 144 谭润安 农经 133 杨英

投资 141 李文华

管理学院（6 人）

会计 131 吕丹琦 市营 131 林月敏 财务 142 江丽兰 人力 141 刘文斌

工管 133 刘楚玲 财务 124 陈丽洁

自动化学院（3 人）

自动化 142 袁怡威 工化 144 李力 自动化 132 许秋庭

轻工食品学院（2 人）

质安 143 李玮琪 食品 142 杨小燕

机电工程学院（2 人）

机电 133 刘楚涛 机制 132 薛淼杰

化学化工学院（2 人）

高分子 132 陈小玲 化工 131 苏奇厚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2 人）

视觉 132 陈春江 产品 142 郑俊鹏

城市建设学院（3 人）

城规 133 纪淑音 给排 131 谢嘉明 给排 122 陈承峰

外国语学院（4 人）

英语 131 莫彩珍 日语 142 黄燕馨 商英 143 林思琪 商英 133 纪伊均

计算科学学院（1 人）

统计 142 黄丽漫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 人）

行管 141 胡嘉静 行管 132 彭思摇

动物科技学院（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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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142 石康平

二、自强之星（30人）

农学院（2 人）

农学 141 洪一峰 农学 132 胡婉茵

园艺园林学院（2 人）

园林 152 陈岱榕 农业创新 141 郝星宇

生命科学学院（2 人）

生技 122 赵海婵 生技 132 彭宝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 人）

计算机 141 张永 通信 132 林炜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 人）

环工 133 叶佳媚

经贸学院（2 人）

会展 134 吴南清 农经 141 马毓霞

管理学院（2 人）

会计 133 王玮 工管 133 缪耀银

自动化学院（2 人）

自动化 133 杨晓生 工化 144 李锦辉

轻工食品学院（2 人）

包装 142 杨伟豪 质安 143 张凯如

机电工程学院（2 人）

机械 122 洪春妮 热能 122 康瑞丽

化学化工学院（1 人）

应化 132 吴春莲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1 人）

产品 132 欧阳惠萍

城市建设学院（2 人）

城规 131 谭开任 给排 122 谢钦强

外国语学院（2 人）

日语 141 吴俊德 英语 123 肖春媚

计算科学学院（1 人）

统计 142 蔡怡虹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 人）

社工 141 谢思婷 行管 133 刘碧婷

动物科技学院（2 人）

水产 141 吴丽钰 动科 131 林玲

三、道德之星（15人）

农学院（1 人）

植保 131 罗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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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园林学院（1 人）

园林 142 尹旭

生命科学学院（1 人）

生科 131 黄健欣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1 人）

计算机 148 陈茂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 人）

环科 131 吴思晓

经贸学院（1 人）

会展 143 龙洁爽

管理学院（1 人）

工管 133 张莉虹

自动化学院（1 人）

自动化 134 黄龙飞

轻工食品学院（1 人）

食品 131 吴遂意

化学化工学院（1 人）

材化 141 林琛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1 人）

视觉 132 汪伟滨

城市建设学院（1 人）

给排 133 梁莹

外国语学院（1 人）

日语 141 廖平红

计算科学学院（1 人）

统计 132 梁锦微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1 人）

行管 141 周喜娜

四、科技之星（10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1 人）

创新实验 13级黄培欣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 人）

环工 133 吴俊良

经贸学院（1 人）

农经 121 孙泽才

自动化学院（1 人）

自动化 133 林嘉良

机电工程学院（1 人）

机械 122 黄键裕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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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121 丘宗柱

城市建设学院（1 人）

土木 132 黄志宏

计算科学学院（2 人）

统计 132 梁爱诗 信计 134 彭炯瑜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1 人）

行管 133 谢朝麟

五、创业之星（3 人）

农学院（1 人）

农学 132 叶俊希

管理学院（1 人）

市营 133 谢培鑫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1 人）

视觉 125 林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