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校 65 周年纪念暨教师节筹募活动基金晚宴》

征信录

截至 2011 年 11 月 8 日

乐捐 RM5000 者+乐捐 1 桌(RM500)
鸿发企业

乐捐 RM5000 者
吕绪福

乐捐 RM3000 者+乐捐 2 桌(RM1000)
源发棕油贸易

乐捐 RM2000 者
陈金山宝号

曹何先

乐捐 RM1608 者
1991 年第 38 届毕业生

乐捐 RM1500 者
庄远强

庄

京

乐捐 RM1300 者
无名氏

卢业锦

乐捐 RM1000 者
广源兴宝号 曹洧铭 马敏发 陈文进 游馨絖
金振声宝号 云大宽 张文益 丁贝子 陈洲成
安顺广东会馆 十二碑华小校友会
冷甲罗丝玲卡拉 OK 锦源摩多（安顺）有限公司

乐捐 2 桌(RM1000)
青团运十二碑支会

乐捐 RM800 者
陈珠合家

林元情

乐捐 RM500 者
黄惠江 黄文锦 吕格城 张德伟 王国狮
林瑞昌 邱亚诰 庄新富 林保安 曹伟康
刘原琨 陈玉祥 张顺兴 陈炳易 何长顺
彭志源 谢声俊 梁太新 朱 松 黄虾九
辉燕五金 安顺德教会紫蓬阁
CITY PLANTATION S/B
马永钦板栈五金
HUAYANG HARDWARE TRADING
SYKT CAHAYA MUDA PERAK (OIL MILL) S/B

乐捐 RM300 者+乐捐 1 席(RM200)
Fatra 电脑中心

乐捐 1 桌(RM500)
陈瑞岩

陈金明

乐捐 RM300 者
甘 发 唐 雄 曾 先 杨 记 张松僖
陈邦明 钟海乘 陈大为 曾兴荣 林佩君
夏群娣 朱美莲 方秀利 劳于娟 劳成凤
林彩娇 李琦之 陈秀琴 陈亚峇 张凌沁
祝广骅 苏锡源 刘秬铨 陈敬轩 陈欣仪
曾文发 黄振峰 李自雄 祝清云 林俊豪
张碧珍 马敏娟 马敏凤 陈伟强 陈洲来
周树春 陈昌平 陈秀梅 杨章安 陈清河
林运发 谢顺孝 张美玲 王启烈 李海洋
张英泉 黄锦河 叶松利 丁翠清 曹志强
张文明 叶祥麟 陈文生 曹金秀 福顺宫
李顺昌 邱三财 李奇翔 李 海 陈永洲
明发车厂 金星农场 扈钥匙服务 李良田夫妇
正平宝号 强胜塑胶企业 FARIDAH BT KHAIRUDIN
南泉有限公司 LAU WAI MING 宏昌胶轮服务
新大陆有限公司 MATHIVANAN A/L ARAGAN
下霹雳惠安公会 YEE LEE PALM OIL INDUSTRIES S/B
祝华机械烧焊工程 友联摩多（美罗）有限公司
诚谊棕油有限公司 BLUE SKY AGRICULTURE S/B
随缘生果贸易有限公司
威连货运私人有限公司
美罗广兴有限公司 联成石膏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乐捐 RM220 者
CHYE SENG HUAT S/B KL

乐捐 RM200 者
周玡君 黄钰玻 庞金城 江凇毅 黄玟玮
郑培欣 陈民勤 周夏财 赵福生 陈伟伦
张美美 林琛洲 潘来友 张邕馈 陈业隆
苏锦胜 陈健顺 蔡建昇 张 连 陈铨富
张文添 吴镐伐 张永康 张朝明 郑丽莲
曹伟财 成兴宝号 创业贸易 宏达贸易
金源企业 东山农场 铨顺电器 元和栈酒庄
泉南咖啡粉厂 环球电器贸易 新成兴有限公司
祝锦威（已故） PERMAI IHSAN S/B
DR CHAN TONG MING 联胜烟草贸易有限公司
EFFICIENT NATURE S/B
HEAP SOON HARDWARE MACHINERY S/B

乐捐 RM150 者
蔡玉娟

林玉龙

乐捐 RM100 者
叶汉洋 李振祥 叶进财 黄荣杰 林欣微
张美珠 陈天送 陈长海 覃荣和 陈秀韵
王倩媚 罗志成 黄文水 惠联号 廖文胜
林汉春 林彩兴 谢金喜 曹 清 刘锦才
刘建文 李信新 张桂珍 张彬茹 黄楷德
林荣意 邱时贺 林友龙 信诚贸易 永福酒行
瑞河鱼行 叶堂贸易 富琳企业 赖兄弟铁匠
金怡香神料商 冷水河恩典堂 富士西饼面包厂
实兴企业有限公司 YU WENG PAPER
KENG HONG S/B
KWONG YIK INDUSTRIES S/B

乐捐 RM100 者
BAN SENG CHAN

METAH BAKERY AND CAKE HOUSE

乐捐 RM50 者
张丽娜 叶步青 林志翔 吴恩明 无名氏
无名氏 史康文 金鸽贸易 梁金胜贸易
霹雳栈宝号 陈桂林糕档 福美珍饼家
伍从旺有限公司 BILL EVERHART
汶广蛋行贸易
新永昇贸易公司 DRP ENTERPRISE
源兴汽车轮胎维修服务

乐捐 RM30 者
月香堂

王建才

陈明春

方贵添

乐捐 RM20 者
陈珮绫 谢俊文
Fuhli Sdn. Bhd.

永成贸易

铭雄发贸易

乐捐 RM12 者
陈先生

乐捐 RM10 者
梁家财 刘富仁 戴金华 谢海兴
靖南企业 祥胜企业 新顺发企业

乐捐 RM5 者
PANG

裕成蛋行贸易

CHRIS TING

EDURICH
JAZY DANG

恕不称呼
剪彩人

：RM300 或以上，回赠剪彩票及嘉宾劵各一张。

赞助一席者

：RM200，回赠 2 张嘉宾劵

乐捐 RM100 者 ：回赠 1 张嘉宾劵
乐捐一桌

：RM500，回赠 10 张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