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e d U c a t i o n  F o U n d a t i o n

P k U e F

2016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校长致辞

理事长致辞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年度要闻

永续发展

审计报告

捐赠鸣谢 

组织机构

02

03

04

10

38

46

49

62

C
O

N
TE

N
TS

目录

2016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摄影：任翔



减少专业核心课程学分、更多的

跨学科专业设置、更多自主学习

和交流空间、建设高品位校园等

等。我希望同学们在北大逐步感

受到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对于教师们来说，新老人事

体系融合、薪酬体系调整、改善

教职工待遇、博雅学者计划、肖

家河教职工住宅，学校正在努力

改善条件，提升北大的人才竞争

力，努力做到“近者悦，远者来”。

过去一年，还有很多给我们

留下深刻记忆的事：李克强总理

回母校考察，既满怀深情，又寄

予厚望；郝平同志回北大担任党

委书记；董强老师成为中国第一

位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

院士，俞孔坚、李零老师当选美

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张平文、

郑晓瑛老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曹文轩老师获“国际安

徒生奖”；开展了本科教学审核

评估和学科评估。

所有这些成绩，都凝聚了全

校师生员工的心血和努力，得益

于各级政府、广大校友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支持和奉献。其中，社

会各界的慷慨捐赠和真知灼见，

让我们深为感动，帮助北大踏实

地推进改革，修炼内功，不断实

现大学的使命。借教育基金会的

年报，我对海内外各界的慷慨支

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明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

120 周年，这将是几代北大人和

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持续奋斗的

一个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的世界

一流大学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

中国问题，同时还应当是植根于

中华文化深厚土壤、解决世界和

人类重大问题的大学。创建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弘扬和振

兴中华文化的过程。这将是一个

艰苦和长期的过程，这也是北大

应当承担起的历史责任。北大永

远要做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先行者。北大人永远要做伟大学

校的创造者、守护者。

感谢各界朋友，让我们在前

进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从容。

北大愿与您携手，愿我们共同的

努力，让北大、中国、世界的未来，

更加美好！

北大、支持教育的行列中来。

2016 年，我们接收到各界捐赠

2000 余笔，到帐捐赠资金 5.7

亿元，管理捐赠项目 2700 余项，

直接奖励资助师生超过 1 万人。

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科研

发展都获得了重要支持：不仅包

括数学科学学院、地球与空间科

学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新楼

建设获得捐赠，人文学科文库、

人文社科研究院等多项基础性和

前瞻性的学科发展和科研项目顺

利启动。

2016 年，很多慷慨的捐赠

善行让我们感动，很多学者学生

的成就让我们振奋。今年的捐赠

人中，既有长期关爱北大的老朋

友给了新支持，也有一批新朋友

慷慨解囊，还有屠呦呦校友、袁

东英先生等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

学长和前辈，更多来自各行各业

的校友和朋友。这些支持来之不

易，这份爱心值得学习和敬重，

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正式实行，中国慈善

事业步入新的时代。根据《慈善

法》，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

中国最早的大学基金会之一，被

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2016

年，基金会换届产生了第六届理

事会。新一届理事会的任期与北

京大学的百廿华诞同步，与五四

运动百年同步，肩负着继往开来

的重要使命。

新时期、新形势对北大教育

基金会的管理运营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这份年度报告将全面展示

基金会 2016 年的主要工作。我

和基金会的同事们满怀感恩之

心，期待和各位朋友一起，携

手努力，朝着扎根中国大地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不断探索前

进，为新时期的北京大学和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朱善璐  教授

校长致辞 理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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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丰富多彩的一年。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北大也在变。

北京大学正在进行的综合改革，

目的是要把每个机构、每个人的

创造潜力都激发出来，使北大真

正成为“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

和“产生影响国家和人类进步的

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

的学术殿堂。

对于学生们来说，新的教学

计划已经在 2016 年入学的新生

中开始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

育相结合的培养方案，学部内自

由转专业、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

2016 年是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也是面

向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的关键

时期。这一年，基金会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继续紧紧围绕北大改

革发展重点任务，通过富有成效

的捐赠募集、项目管理、资金运

作和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基金会

工作水平，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

在此，我代表基金会同事们向所

有关心北大、支持北大的捐赠人、

校友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中国经济和慈善文化的

发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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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6 年年度盘点

摄影：陈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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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培育英才

捐赠来源统计

数字 2016

                                      余笔

                         亿元

                              项

                                              人次

                                      项

2000
5.7
383
10703
2771

捐赠用途统计

2016 年，北京大学继续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各项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和落实。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北

京大学争取社会捐赠的主要渠道和平台，在改革中求突破，在坚守中求发展，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把关

爱和支持传递给北大全体师生，融入北京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帮助北大更加自信、稳健地迈向世界

一流大学前列。

大陆

港澳台

国外

学生项目

教师项目

院系项目

基础建设

留本基金

其他项目

 ①  奖学金捐赠方代表与校领导共同为获奖同学代表颁奖

 ②  香港经纬集团捐资支持北大汇丰“紫荆谷创业训练营”

 ③  杨岩校友捐资设立方晴励志奖学金

 ④  魏巍、李东璘校友伉俪捐资设立巍璘奖学金

筹集捐赠

善款总额

签署捐赠协议

直接奖励资助师生

现有捐赠项目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坚持追求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培养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健康体

魄与健全人格、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的卓越人才。这一理念受到社会广泛认同，许多

事业有成的校友和朋友纷纷捐设奖助学金和创新创业基金，支持北大优秀学子全方面成长。

①

② ④③

70％

2％

9％

15％

22％

33％

19％

2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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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共襄盛举

2016 年，许多享誉华人世界的企业家莅临北大，与广大同学面对面交流，在青年学子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

2016 年，更多的优秀企业来到燕园，与北大缔结友谊，共同推动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

事业。

汇友致远投资中心捐资支持未名校庆启动基金，杨全海博士捐资设立中国艺术国际传播基金，北京旋极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捐资设立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基金，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捐资设立信义企

业伦理基金，中原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捐资支持国家治理与发展研究基金……旧友新朋共襄盛举，开启校企

合作的崭新篇章。

首届马来西亚 “北京大学博雅论坛”

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先生（左）获颁授北京大学名誉校

董铜牌

香港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奖”创始人吕志和博士访

问北大与学子交流

马来西亚兴华中学创办人兼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

忠礼与北大师生交流

晶苑集团创始人兼主席罗乐风著作《大我为先》在北大

发布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这一年里，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

会，并成立了第一届监事会。新

一届的理事会由 12 位校外企业

家与 11 位校内领导和教师共同

组成。12 月 30 日，根据《慈善

组织认定办法》，民政部认为北

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符合《慈善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依

法认定为慈善组织。

在这一年里，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会积极“走出去”，在朱善

璐理事长的带领下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举办了首届 “北京大学博雅

论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作为主讲嘉

宾，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为来

宾解读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政策和

举措。博雅论坛成为基金会举办

的又一面向社会、面向海外的高

端交流平台，为推进各界交流与

合作、推动文明的进步做出积极

贡献。

经过 21 年的执着创业、开

拓进取，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为

学校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赢得

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将不断探索、改革创新，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 与天下有识之士

一起，共同创造国家与社会的美

好未来！

不忘初心，共创未来

8 9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年度要闻

01 / 共筑宏基

02 / 崇重师道

03 / 培育英才

04 / 弘扬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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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宏基

陈发树先生捐资支持国家发展研究院
院区建设和教学科研

5月 2 日， 时 值 北 京 大 学

118 周年纪念日和校友返校

日，著名企业家陈发树先生宣布

向北京大学捐资，用于国家发展

研究院的承泽园区建设、支持国

发院的教学科研。朱善璐书记代

表学校向陈发树先生授予名誉校

董铜牌。

在致辞时，陈发树先生简要

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史，和从事慈

善、支持教育的初心。他不是巨

富之后才积极回报社会，而是一

直怀着感恩之心。当他赚到 100

万时就拿出30多万为家乡修路，

赚到 1000 万时拿出 300 多万支

持家乡发展。身家 200 多亿时他

拿出时值 80 多亿元的股权等有

价资产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因

为从小没能多读书，陈发树先生

对教育格外钟情。他表示，国家

强大，首先教育要强大。今后也

将重点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慈善。

朱善璐书记表示，陈发树先

生的捐赠代表了民营企业家对北

京大学的信心，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信心。中国的教育做得好不好，

尤其是高等教育做得好不好，企

业家是不是愿意支持是一个很重

要的指标。这是整个社会对北大、

对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表达信心

的一个窗口。朱善璐表示，北大

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加速迈进。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到的不仅

仅是陈发树的善款和慈善之心、

教育之心，更是他作为民营企业

家对北京大学一份厚重的勉励。

北京大学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

要好好把握全球教育大变革的机

会弯道超车，早日成为真正的一

流大学，才能无愧于企业家的信

任，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曹德旺先生和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资
兴建数学科学学院大楼

3月 11 日，曹德旺先生北京

大学名誉校董授予仪式暨

“财智人物北大讲堂”演讲会举

行。会上，河仁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林瑞华代表基金会签署捐赠协

议，捐资支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大楼的建设。

朱善璐书记代表学校授予曹

德旺先生名誉校董铜牌。他表示，

曹德旺先生是北大的老朋友，他

不仅是一位非常低调、务实、成

就卓著的民族企业家，更是一位

心怀大爱、誉满中国的慈善家。

曹先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凝聚

的非凡胆识和深沉社会关怀将为

北大提供宝贵的精神支持。他代

表北京大学聘请曹德旺先生为北

大名誉校董，并希望曹先生能更

多地参与和帮助学校的建设与发

展，支持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事

业。 朱善璐书记代表学校向曹德旺先生授予名誉校董铜牌

的第一要素就是“信”，相信自己，

相信他人，相信世界。他相信“用

心”做事的力量，在“用心”的

同时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而慈

善不过是此中的修行，不仅仅是

钱可以解决的。在场师生无不为

曹先生“阴功积德”和“用心做事”

的境界所感动，他真挚朴实的谈

吐也让同学们真切感受到他脚踏

实地、勇担社会责任的人格魅力。

慈善是一场修行，不是钱可以衡量的，做慈善

是在修行和历练自己。

——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曹德旺

“
”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田刚院士表示，曹先生的善行义

举是与北大的育人事业相契合

的，将激励北大数学人牢记时代

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为建成世

界一流的数学学科而不断努力奋

斗。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曹德

旺先生与在场师生分享了他的人

生经验和思考。曹先生说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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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曙东校友捐资支持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楼改建

5月 11 日，北京千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003

届博士夏曙东校友捐资支持地空

学院大楼改建及办公环境的改

善，助力地空学院建设成为国际

上有重要影响的地球科学教育与

科研机构。朱善璐书记会见了夏

曙东校友一行。林建华校长代表

学校向夏曙东校友颁发北京大学

杰出教育贡献奖。

林建华校长高度肯定夏曙东

校友将其在北大所学习、钻研的

知识和技能用于创业的历程，充

分体现出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

用和“常为新”的北大传统。林

校长表示，地空学院的教学和研

究有着辉煌的历史，希望在夏曙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向夏曙东校友颁发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

东等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地空学院的师生共同努力，将学

院发展建设得更好。林校长还期

待，在夏曙东等校友的示范带领

下，有更多北大人能够参与到母

校的发展中来，为把北大建设得

更好而共同努力。

夏曙东校友讲述了千方科技

创立、发展的过程和未来前景，

以及由杨岩校友引荐并促成此次

捐赠的经过。他指出，千方科技

作为高科技企业，创新是企业的

核心，在模式创新之外，以科学

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将起

到根本性的作用。他希望能与北

大在相关领域，在企业创新的道

路上开展更多的合作。夏曙东校

友还表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北

大有非常好的宝藏和资源，希望

能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在未来影

响到更多的人。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院长张

立飞指出，校友怀着对学院的情

深意重，对青年学子的深厚关爱，

为地空学院的发展不断注入强劲

动力，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

荣誉院长潘懋教授表示，“接受

一份捐赠，获得一份支持，得到

一份认同，感受一种激励”，学

院将心存感激，砥砺前行，不但

把大楼改造好、建设好，也将以

共创、共享价值观为核心与院友

密切联系，更好地为地空学院的

发展作出贡献。

4月 11 日，香港联泰集团董

事长陈守仁先生，联泰集团

总裁、北京大学名誉校董陈亨利

先生一行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北

京大学朱善璐书记、林毅夫教授

共同为教育基金会守仁楼揭幕。

陈守仁先生再次向北京大学捐

资，支持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的科研与发展。

朱善璐书记表示，陈守仁先

生在他的人生中和经营企业时恪

守“守仁”之道，创造了卓越的

成就。“守仁楼”的命名，一方

面是为了感谢陈守仁先生，更揭

示了北京大学在扎根中国大地创

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明德守仁”的办学方向。

陈守仁先生之子陈亨利先生

对北京大学以其父亲的名字为新

楼命名表示感谢。他认为，助力

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预

北京大学守仁楼命名，陈守仁先生捐资设立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展基金

慈善要做，但教育更为重要。慈善可能助人于眼前，

教育却能惠泽万世，影响一个国家的富强。

——联泰集团董事长陈守仁先生

“
”

示着国家的兴旺和学术的发展。

他们为能亲身参与北大的教育和

发展事业而感到荣幸。

陈守仁先生是香港著名企业

家、慈善家，多年以来对慈善、

福利、文教事业不遗余力，积极

捐资支持大学教育事业。2001

年至今，陈守仁先生家族以及联

泰集团已向北京大学贡献了数

千万元，支持北京大学国际研究

中心、陈守仁教育基金、联泰供

应链研究中心的建设等。2015

年，陈守仁先生捐资支持的“北

京大学陈守仁本科生海外交流基

金”启动。2016 年，陈先生再

次捐资支持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

心的发展建设。为感谢陈守仁先

生长期以来对北京大学和北京大

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支持与贡

献，北京大学将教育基金会后院

楼宇命名为“守仁楼”，以示纪

念和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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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重师道

240 名教师荣获北京大学 2016 年度奖教金

12月 2 日， 北 京 大 学

2016 年 度 奖 教 金、

奖学金颁奖典礼隆重举行。240

名教师获得本年度北京大学奖教

金，奖励总额为 1192 万元。

林建华校长回顾了李克强总

理回到母校视察的经过和北大师

生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年里，

曹文轩教授获得国际儿童文学最

高奖——安徒生奖，李零教授和

俞孔坚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

院院士，张平文教授和郑晓瑛教

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董强教授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

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是北

大教师中的杰出代表。

林校长表示，2016 年是北

大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也

是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非常关键的

一年。北大正在从人才培养、人

事制度、治理结构、学术体系和

资源配置五个方面着手推进综合

改革。林校长真切地强调，教师

和学生是大学真正的主人，校长

和行政机构都要服务于师生，这

是大学综合改革的根本理念。改

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大

学里每一个机构和个人的潜力都

能够充分地发挥、释放。着眼于

未来，林校长表示，我们所要创

建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根植

于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沃土之

中，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使命

自觉，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而

且是有灵魂的追求。

国华杰出学者奖设立人、碧

桂园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表示，很感谢北大给予他向有重

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表示敬意的机

会，能为北大在创建双一流大学

的道路上有所贡献。杨先生表示，

自己对于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推

动社会进步有深刻的感受。他认

为像北大这样最高级的殿堂能培

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中华民族

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何建森

副教授代表获奖教师向关心、支

持北大教育事业的社会公益家表

示衷心谢意和崇高敬意。作为一

名年轻教师，他表示不敢笑纳“优

秀”这个荣誉，“总觉得一切都

还在路上，仍需继续努力”。他

希望能与同学们教学相长，希望

在空间探索研究的每一天都充满

斗志。

林建华校长、碧桂园集团杨国强主席

共同为国华杰出学者奖获奖教师代表

朱凤瀚教授（左一）、万远廉教授（左

三）、朱苏力教授（右一）颁奖

奖项 捐赠方 

国华杰出学者奖 杨国强

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 光华教育基金会

唐立新奖教金 唐立新

黄廷方 / 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励基金 黄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信和置业有限公司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曾宪梓

绿叶生物医药杰出青年学者奖 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王选青年学者奖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陈堃銶教授

方正奖教金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树人奖教金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杨芙清 - 王阳元院士奖教金 杨芙清院士、王阳元院士、北大青鸟集团

正大奖教金 正大集团

北京银行奖教金 北京银行

宝钢奖教金 宝钢教育基金会

树仁学院奖教金 香港树仁学院

宝洁奖教金 宝洁公司

通化东宝生命科学奖教金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2016 社会捐赠奖教金项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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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政府捐资设立卡塔尔中东研究讲席

卡塔尔大使苏尔坦 . 曼苏里宣布卡

塔尔政府将出资设立中东研究讲席

2016 年，卡塔尔政府委托卡

塔尔大学向北京大学捐资，

支持卡塔尔中东研究讲席项目。

卡塔尔中东研究讲席项目旨

在依靠北京大学多学科多专业学

术科研资源，开展中东语言、文

学、文化、宗教、历史、政治、

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区域问题等

多方面研究，每年定期发表学术

论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学者

互访。同时，加强双方的中东研

究机构之间的学术沟通，为中国

研究中东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并

进一步推动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

心成为具有国际地位的中东问题

刘振飞、北大方正人寿捐资支持
王选青年学者奖励基金

2016 年， 在 王 选 院 士 诞 辰

八十周年之际，1993 级计

算机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刘振飞校

友、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先后捐资，支持王选青年学者奖

励基金，奖励在教学岗位和科研

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并具有巨大

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

2008 年，为支持北京大学

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具

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后备骨干人

才，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大

力提升，王选教授的夫人陈堃銶

教授代表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

术研究所捐资，在北京大学设立

王选青年学者奖励基金。2012 

年，陈堃銶教授将方正集团授予

王选教授终身成就奖的奖金，注

入王选青年学者奖励基金，以更

好地发挥基金的奖励作用。该基

金设立后，王选先生的学生刘

振飞校友自 2014 年和 2015 年

连续捐资注入该基金。 2016 年

10 月，刘振飞先生再度大举向

基金捐资，以感恩老师的培育与

教导。同年，王选青年学者奖励

基金还得到了方正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的集体捐赠支持。

在基金的支持下，北京大学

已有多位青年教师获奖，获得了

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2016 年

起，该基金增加奖励名额，除奖

励理工科外，增加对人文社科教

师的奖励。数学科学学院安金鹏、

物理学院林熙、外国语学院胡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永共同获

奖。

研究机构。

该讲席将着重开展六方面研

究：研究阿拉伯语言学；研究阿

拉伯语文学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

响；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

发展史及其中各伊斯兰派别；研

究阿拉伯及中东地区热点问题；

特别关注有关该地区能源、金融、

经济等领域的研究；翻译中东各

国重要学术著作；拓展与卡塔尔

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以及卡塔尔大

学人文学院其它有关系所的合

作。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设立，16 位优秀教师首获殊荣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曾智明先生

向获奖师生转达曾宪梓先生的祝愿

12月 8 日，曾宪梓教育

基金会“优秀大学生

奖励计划”2016 年度颁奖大会

暨北京大学首届“曾宪梓优秀教

学奖”颁奖大会举行。北京大学

等内地 38 所高校的 1365 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获得总额近 700

万元的奖学金。此次大会上，北

京大学曾宪梓优秀教学奖首次颁

发。该奖由曾宪梓先生捐资于

2016 年初设立， 16 位北大教

师首获殊荣。

全国政协委员、金利来集团

副主席兼行政总裁、曾宪梓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曾智明回顾道：父

亲曾宪梓先生依靠国家发放的助

学金读完大学，他常说，如果没

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没有自己

的今天。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言

传身教来教诲他们要努力回报社

会，积极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向

获奖师生转达了父亲的祝愿，希

望他们能保持对知识、对生活的

积极追求心态，坚持不懈地努力

奋斗，将学识贡献于国家和社会。

1992 年，香港著名实业家

曾宪梓先生捐资 1 亿港币，与

教育部合作成立曾宪梓教育基金

会。该基金会成立 24 年来，先

后实施“奖励优秀教师”计划和

北京大学 2016 年曾宪梓优秀教学奖获奖名单

获奖教师 所在院系 

陈璞 力学系

李定平、彭逸西 物理学院

王莉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钱雪梅 国际关系学院

刘晓蕾 光华管理学院

张骐 法学院

刘爱玉 社会学系

刘洪波、王浩、咸蔓雪 外国语学院

张文贤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熊英飞、许超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陆雅海 城市与环境学院

温东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用来

资助内地教育事业的善款总额逾

2.5 亿元人民币。

曾宪梓先生厚爱北京大学，

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曾慷慨捐资

支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建

设和发展。自 2016 年起，为支

持北京大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曾

先生决定连续 10 年捐资设立“北

京大学曾宪梓优秀教学奖”，奖

励北大热爱教学、爱岗奉献并在

教学领域卓有建树的老师，促进

北京大学教师队伍建设，实现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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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英才

5000 余名学生获北京大学 2016 年度奖学金

12月 2 日， 北 京 大 学

2016 年度奖教金、奖

学金颁奖典礼隆重举行。5000

余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奖金总额

为 4000 余万元。

林建华校长在致辞中回顾道，

在 2016 年里，北大学生在科研

学习、文艺体育、交流实践等方

面展露出亮眼的风采。如陈方平

致力于“I-KING 矢量无人机”

的研发，已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

利；李雨谏主创的作品《疼痛无

声》获得第三届亚洲大学生电影

节金奖；徐铌因在精神疾病方面

的研究成果获得罗德奖学金，成

“唐立新奖教金、奖学金”设立人、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先生致辞

为 2016 年中国罗德学者。

林校长表示，北大将坚持“守

正创新，引领未来”的理念，聚

焦学校的核心使命，努力成为一

所伟大的学校。“致天下之治者

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林校长引用这句名言表示，来自

社会各界朋友的关怀和善举已融

入北大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

别是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支

撑力量。他真诚地期待长期信任、

关怀、支持北大的社会各界朋友

能一如既往地与北大携手并肩，

助力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

校，实现大家共同的梦想。

“唐立新奖教金、奖学金”

设立人、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

先生认为，学习是终生的事业，

是人这一辈子最值得坚持的事，

自己正是从各种人生经历和选择

中不断学习、反省才成就了今天

的自己。他尊敬如同自己的母亲

那样耕耘在中国教育事业一线的

每一位老师，也希望帮助更多的

学生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人。唐

先生动情地表示，“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坚持捐赠，因为我也希望

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不为

物质所困，在最宽松的环境下，

做最正确的选择，享受这一份昂

贵的自由。”他期待获奖学生能

在校园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努力追

逐并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文系 2015 级博士生陈子

丰作为获奖学生代表发言。她认

为，社会各界共同搭建的优越的

学习环境，是对青年一代的厚爱，

同时也是一份期望，更是一份责

任的传递。典礼最后，学生代表

纷纷上台为捐赠方代表和个人献

上表达敬意与祝福的献花。

4月，“中国心、北大根、明

德情”——北大之友二十周

年庆系列活动在美丽的未名湖畔

隆重举行。“北大之友”（香港）

有限公司创会会董陈国钜先生及

家人陈伍玉华女士、陈上智先生，

赵曾学韫太平绅士，钟华楠教授

及夫人，黄嘉纯律师太平绅士，

伍嘉伟先生及夫人等 20 多位北

大之友专程从香港赶来，百余位

明德奖学金获奖校友返回燕园，

与北大师生共同庆祝“北大之友”

成立暨北京大学明德奖学金设立

二十周年，共同纪念“北大之友”

与北京大学之间跨越了 20 年的

深情厚谊。

为了纪念和感谢“北大之友”

对北京大学的杰出贡献，北京大

学将教育基金会新落成的报告厅

命名为“北大之友报告厅”。报

告厅于 4 月 16 日揭幕，林毅夫

教授以“十三五规划与中国发展”

为题做揭幕报告。在 4 月 16 日

晚上举行的“明德之夜”暨北大

之友明德奖学金设立二十周年庆

典上， 部分明德校友倡议发起了

“明德校友回报基金”。七位发

起人校友与林建华校长、陈国钜

先生共同为基金启动亮灯。

4 月 15 日至 17 日，“北大

之友”一行还参加了明德奖学金

校友交流会、明德游学报告会，

走访了国际关系学院、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与师生交流座谈，

并为国际关系学院博华奖学金获

得者颁奖。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由香港企业家陈国钜先生及钟华

楠先生、赵曾学韫太平绅士、黄

嘉纯太平绅士、王一平博士、

伍嘉伟先生等香港各界贤达于

1996 年共同发起成立，旨在汇

聚香港有识之士力量，搭建北大

与香港的交流桥梁，助力北大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多年来，陈国

钜先生夫妇以及“北大之友”对

北京大学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全方

位的贡献。从设立明德奖学金支

持顶尖人才培养，到捐资百周年

纪念讲堂的建设，从支持学校配

比基金到率先支持 120 周年校

庆的筹备，从支持国关、环科、

教育经济的学科发展到鼎力推动

医学部在港筹款，北大之友对北

京大学的关注和支持覆盖人才培

养、国际交流、设施建设、教学

科研和学院发展的方方面面。此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为“北大之友”创会会董颁发北京大

学育才特别贡献奖

“北大之友”暨明德奖学金成立二十年，
全面支持北大发展建设

朱善璐书记会见陈国钜先生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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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善璐书记 ：20 年是一个总结和回顾的契机，20 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再起飞的过程。希望北大

与“北大之友”的合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共同迎接北大的 120 周年庆典。

林建华校长 ：“北大之友”支持北大 20 年，这种坚持比发起更值得令人敬佩，希望所有的明德学生都能

铭记、践行“人助、自助、助人”的明德精神。

吴志攀常务副校长 ：20 年来，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对北大的关系、支持不断加大，不仅给予了非

常宝贵的援助，更提供了深厚的感情和经验、爱心和精神上的支持。

陈国钜先生 ：很喜欢北大与“北大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北大与“北大之友”之间的友谊已经进

入到新的 2.0 额时代。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朋友充分利用“北大之友”这个平台与北京大学开展非常有意义的

合作，也希望北大更加关注、关心香港地区的发展，提升北大与香港地区的关系。

柯杨常务副校长 ：“北大之友”等社会各界的帮助对医学部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为其今后

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希望携手将北大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屠呦呦校友捐资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12月 25 日，全国政协副

主席韩启德、北大党

委书记郝平一行来到 2015 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北

大杰出校友屠呦呦家中，亲切看

望了屠呦呦，并签署了“北京大

学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为支持母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优秀的医药卫生人才，屠呦

呦捐资设立“北京大学屠呦呦医

药人才奖励基金”，以激励医学

部在校学生勤奋学习，鼓励医药

卫生领域中青年教师不断进取、

追求卓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教育基金会理事柯杨，医学部主

任詹启敏分别代表北大和医学部

与屠呦呦签署了协议，医学部党

委书记刘玉村代表学校向屠呦呦

颁发了捐赠证书。屠呦呦表示，

她非常感谢母校的培养，现在国

家科技创新形势大好，自己愿

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贡献余

热，尽一份力量，希望更多的年

轻人积极参与创新创业。

我衷心地希望母校出更多人才，获得更多奖项。中国科学界获诺奖

不会只是我一个人。

——屠呦呦校友

“
”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

药结合研究，在创制新型抗疟药

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上有突出贡

献，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

率。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后，屠呦呦继续专注于青

蒿素的机理研究，希望能“老药

新用”，让青蒿素焕发新的活力。

学校有意利用北大的人才和多学

科优势，组织一支跨学科的专业

队伍，协作攻关，争取在青蒿素

的机理研究上有创新性进展，在

肿瘤、糖尿病、红斑狼疮等疾病

的治疗上发挥作用，为患者提供

创新药品。

韩启德为屠呦呦带去了亲笔

书写的书法作品《德音孔昭 示我

周行》，两句都取自《诗经 . 小

雅》的首篇《鹿鸣》。韩启德和

郝平对屠呦呦支持科研创新、支

持人才培养表达了敬意，希望她

继续关心母校的学科建设和改革

发展。郝平最后说，“北京大学

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的设

立，体现了屠呦呦等老一代科学

家攻关敬业、关心人才的精神，

学校将组建多学科专业团队深入

研究青蒿素机理，并将授予屠呦

呦“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屠呦

呦矢志不渝、全身心投入医药研

究的科学精神一定会在北大发扬

光大。“北大之友”创会会董和学校领导、老师共同为“北大之友报告厅”揭幕

外，陈先生还积极宣传北大，动

员和团结更多香港有识之士支持

北京大学的发展。2008 年起，

李家诚先生加入“北大之友”，

共同捐资支持明德奖学金。

作为北京大学最早设立的奖

学金项目之一，明德奖学金旨在

奖励历年各省高考状元和国际奥

赛金牌得主 , 倡导“人助、自助、

助人”的理念，通过丰富多彩的

学生活动和交流访问，不断激励

北大优秀学子全面成长。迄今为

止，明德奖学金获奖学生已达千

人，曾经的获奖学生现在已陆续

成为各行各业的青年精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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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英、梁玉芝伉俪捐资支持鸿升教育基金

2016 年，财政部离休干部、

87 岁的袁东英先生携夫人

梁玉芝女士再次慷慨捐资，将出

售自有房产所得再次注入鸿升教

育基金。鸿升教育基金为不动本

基金， 基金收益将用于设立奖

助学金，支持北大优秀学子，尤

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成长成

才。

2015 年 12 月，为实现无产

者回馈社会的夙愿和纪念其父亲

袁鸿升先生，袁东英先生与梁玉

芝女士一同捐资设立“鸿升教育

基金”。袁东英先生及夫人为早

日完成心愿，决定先拿出 10 万

元现金积蓄设立基金。这个决定

得到了袁东英先生众多亲友的支

持与响应，共同捐资注入基金中，

其中袁东英先生的儿子捐资 10 

万元，袁东英先生的学生徐鹏远

在美国，闻讯也嘱其母亲邓春芳

女士代为捐资 10 万元，共汇集

善 款 34 万 元。2016 年， 袁 东

英先生、梁玉芝女士夫妇再次将

出售自有房产所得注入本基金。

袁东英先生表示，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名无产者，

把房产捐给国家，而不留给子女，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袁东英的父

亲袁鸿升 1927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法律系，在父亲的母校申请设

立教育基金，也是遵循父亲的夙

愿。

此项基金是由自己与亲友共同设立，虽然数额不大，却汇集着一份

高岸深谷般的情谊，愿这份情谊在北京大学生根开花，也愿鸿升教育基

金与北大一样千秋万代、生生不息地源远流长。

——袁东英先生

“
”

首届钟夏 - 温伯格奖学金颁奖

5月 31 日，首届“北京大学

钟夏 - 温伯格奖学金”颁

奖典礼举行，15 名同学获奖，

其中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11 名。

该奖学金由钟赐贤先生和夫

人夏晓峦女士捐资设立。钟先生

对祖国核能及其他高科技与科学

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充满自

豪。他鼓励北大学子们不畏艰难、

勇攀高峰，为祖国科学事业多作

贡献。第十届“北京大学钟陈玉

蘭基金”和第十四届“北京大学

钟盛标物理教育基金”也同时颁

奖。

钟赐贤先生是物理学研究领

域的前辈科学家，在物理学的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卓

越贡献。其父钟盛标先生 193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随后

负笈海外、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并在居里实验室工作。

2001 年初，钟赐贤先生与

夫人夏晓峦女士来到北大捐资

兴学，以多种形式切实参与北

大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工作。

2001 年，钟赐贤先生与夫人设

立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钟盛标

物理教育基金”；2004 年，参

与并支持朋友毛李蕴玉女士捐资

设立的“北京大学毛玉刚创业基

金”，以其好友毛玉刚博士名字

命名，支持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实

践；2006 年，捐资设立“钟陈

玉蘭教育基金”；2009 年，捐

资设立“夏受虞 - 黄玉岑工学院

生物医学发展基金”。15 年来，

钟赐贤先生和夏晓峦女士设立的

基金已累计奖励上千名北大优秀

学生和 50 余位教授。钟赐贤夫

妇坚持每年来到北大，与获奖师

生分享科研工作的心得，并在物

理学院、工学院教授课程，将自

己的宝贵知识倾囊相授。2010

年 5 月，钟赐贤先生被北京大学

物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15

年，为支持中国清洁能源科技开

发，尤其是推动高温熔盐堆的基

础研究，钟夏基金出资设立“钟

夏 - 温伯格奖学金”，以纪念核

物理大师阿尔法马丁 . 温伯格，

以及鼓励更多的同学投入到此领

域，以帮助加快实现温伯格半世

纪前的愿景——带给全世界经

济、多功能、清洁而又可持续发

展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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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设立十五年

三星奖学金连续 20 年资助北大优秀学子

北京大学 2018 山鹰珠峰基金设立

2016 年，北京大学唐仲英德

育奖学金设立十五年，该项

奖学金是北京大学第一个以德育

命名的奖学金，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本”。设立十五年来，获

奖励的 300 名优秀北大学子不仅

品学兼优而且热心公益，他们通

过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了优良的

品德。

美国唐仲英基金会总裁徐小

春表示，所资助的学生已开始运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这是

“推己及人，薪火相传”这一理

念的体现。唐仲英基金会所期待

的，不是要求同学们去做轰轰烈

烈的大事，而是要先把自己做好，

并从小事做起，让唐式大家庭成

为一个真正的“家”。她还表示，

未来唐仲英基金会将与基金支持

的 21 所高校成为长期伙伴，相

互合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

更大贡献。

唐仲英基金会与北京大学的

友谊源远流长。北京大学唐仲英

德育奖学金设立于 2001 年，获

奖学生自动加入“唐仲英服务分

队”，开展公益活动。唐仲英基

金会在 2013 年还资助了北京大

学《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工

程，2016 年资助《新疆地区民

间文化的调查与传扬领域的公益

项目》研究。

4 月 29 日， 北京大学“三

星奖学金”颁奖典礼举行，本年

度共有 17 位同学获得奖励。这

也是三星集团连续第 20 年支持

和奖励北大优秀学子。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移动通信

部副总裁李建民向获奖同学表示

了祝贺。他表示，三星集团在中

韩建交伊始就开启了在华的发展

历程，三星集团同样珍视与北大

的友谊，已经连续 20 年在北大

设立“三星奖学金”。他勉励获

奖同学不断提升自我，并向他们

发出了到三星集团工作的邀请。

叶静漪副书记感谢三星集团

对北大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支

持。她表示，在包括三星集团在

内的社会各界和全校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

科研成果和综合实力提升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她勉

励同学们珍惜荣誉，常怀感恩之

心和奉献之念，志存高远，为亚

洲、世界与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

自己的贡献。

5月 4 日，北京大学在百周年

纪念讲堂举行珠峰攀登活动

启动仪式，宣布北大山鹰社队员

将联合富有登山经验的部分校友

于 2018 年 5 月，即北大 120 周

年校庆之际攀登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仪式上设立了北京

大学 2018 山鹰珠峰基金，主要

用于支持山鹰社队员于 2018 年

5 月， 即 北 大 120 周 年 校 庆 之

际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这也是北大学生首次攀登珠

峰。

朱善璐书记向山鹰社和校友

代表分别授予北京大学珠峰登山

队队旗和志愿者队队旗。12 位

嘉宾用各自手中的冰镐为登山队

勇攀世界第一高峰助力，这些冰

镐或曾经追随登山爱好者登上过

一名真正优秀的人才不仅要学有所成，更要学会做人，懂得‘得诸

社会，还诸社会’的道理，从而增强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

——唐仲英先生

“
”

李克强总理考察北大时与山鹰社同学们合影

珠峰，或即将追随北大登山队向

珠峰进发。

北京大学本次珠峰攀登活动

自 2015 年开始筹备，目前已完

成《珠峰攀登活动的风险防控管

理条例》，并决定从中国境内的

珠峰北坡尝试登顶，制定了周密

的风险防控报告。珠峰登山队成

员由山鹰社在校学生和有登山经

验的校友组成。具有三次珠峰攀

登经验的北大校友、中坤集团董

事长黄怒波作为总协调，并得到

了中国登山协会和西藏体育局专

家的严格指导，各方面可预知风

险将被降到最低。

4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考察

北大时与山鹰社同学亲切交谈，

在山鹰社社旗上签名，勉励山鹰

社的同学们早日登顶珠峰。北大

山鹰社自 1989 年成立以来共组

织过 35 次攀登，涉足 22 座山峰，

培养了 3 名国家登山运动健将、

14 名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240

名北大学生实现雪山梦。

12 位嘉宾用各自手中的冰镐为登山队勇攀世界第一高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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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北京大学社会捐赠奖学金一览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廖凯原奖学金 明德奖学金 光华奖学金

唐立新奖学金 方正奖学金 李兆基奖学金

黄廷方 / 信和优秀学生海外交流奖学金 福光奖学金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奖学金

李彦宏奖学基金 李惠荣奖学基金 蒙民伟国际交流奖学基金

林护新生奖学基金 金龙鱼奖学金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

林振芳奖学金 奔驰奖学金 苏州工业园区奖学金

蒋震奖学金 韩亚金融集团奖学金 海亮奖学金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学金 戴德梁行奖学基金 宝钢奖学金

永旺奖助学金 巍璘奖学金 三星奖学金

中国电科十四所国睿奖学金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奖学金 章文晋奖学基金

杨辛荷花品德奖 佳能奖学基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CASC 奖学金

卡儿酷奖学金 POSCO 奖学金 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基金

帝人奖学金 王家蓉—王山奖学金 王沈亚昭奖学基金

高通奖学基金 陶氏化学奖学金 SK 奖学金

西南联大国采奖学金 休斯顿校友会奖学基金 三菱商事国际奖学金

Panasonic 育英基金奖学金 湘商奖学金 房震宇奖学金

冈松奖学基金 西南联大奖学基金 友利银行奖学金

费孝通奖学金 优衣库奖学金 长岛奖学金

李信麟奖学基金 李龙堂—杜淑敏奖学基金 季羡林奖学基金

SPRIX 奖学金 张昀奖学基金 林超地理学奖学金

通化东宝生命科学奖学基金 莉都奖学金 钟天心奖学基金

庄绍华奖学基金 欧阳爱伦奖学基金 田村久美子奖学基金

邓真邓琨奖学金 ESEC 奖学基金 顾温玉生命科学奖学基金

2016 北京大学社会捐赠助学金一览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罗氏慈善基金罗定邦励志奖学金 张明为教育基金 新东方助学金

北大之友 - 张荣发助学金 香港道德会助学金 霍宗杰助学金

黄奕聪伉俪助学金 轩辕种子助学基金 北仑区慈善总会助学金

张义才助学金 方晴励志奖学金 郑格如助学金

戴勤助学金 李健球助学金 李震熊助学金

奔驰助学金 香港思源奖助学金 悟宿助学金

中国研修班同学会助学金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晨兴助学基金 曾富城助学金

黄乾亨奖助学金 刘淑清助学基金 天涯路助学金

喜来健助学金 民荣助学基金 兴诚助学金

8308 助学基金 淑英助学金 南加州校友会助学金

许戈辉助学金 国宏奖学基金 纽约校友会助学金

季羡林助学基金 香港校友会助学基金 周昭庭助学金

方氏育才助学金 成舍我奖学金 杜洪林孔晓棠医学助学金

智慧助学基金 程思远助学金 田村久美子助学金

鸿升助学金 社会育才助学金

西南联大曾荣森奖学基金 乐生奖学金 张海燕奖学金

吴达元—陈穗翘奖学金 谢培智奖学基金 张景钺—李正理奖学基金

西南联大吴惟诚奖学金 鸿升奖学基金 方树泉奖学基金

侯桂芳—李计忠奖学基金 芝生奖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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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学术 必和必拓捐资支持工业碳减排研究

6月 6 日，必和必拓与北京

大学签署协议，将在今后 3

年时间内捐资支持北京大学开展

工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项

目（CCUS）。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麦安哲

先生表示，该项目是必和必拓通

过多种途径来促进低排放技术发

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此次合作将

为推动中国 CCUS 发展和部署

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坚信

一旦 CCUS 的商业化运作模式

得以实现，其对于中国而言将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产业。

林建华校长代表北京大学向

必和必拓公司颁发杰出教育贡献

奖。林校长指出，当前世界面临

新的复杂挑战，能源、环境、气

候问题是其中紧迫又有全球影响

的重大问题，事关人类社会的福

祉，亟需领军型的企业、大学和

各类机构加强合作、共同攻关。

此次捐赠，是顶尖大学与顶尖公

司为应对重大挑战做出的重要合

作，将为产业升级、减排环保等

关键技术突破做出贡献，也将为

中澳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与交流

注入新的更大动力。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表

示，北大与必和必拓此次推出的

合作项目是澳中两国合作的又一

个典范项目，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重要技术贡献的一部分，与

中澳两国正在开展的更广泛的合

作是相契合的。

作为全球领先的资源公司，

必和必拓与北京大学长期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2006 年 6 月，

必和必拓向北京大学捐赠资助

“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

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与英国伦敦

经济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以

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手举办。

2011 年 4 月，值澳大利亚时任

总理茱莉亚 . 吉拉德访华之际，

在必和必拓的全力资助下，北京

大学与澳大利亚政府澳中理事会

联合设立“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

大利亚研究讲席教授席位”，推

进北京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向必和必拓公司颁发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

中国泛海捐资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

9月 2 日， 全 国 政 协 常 委、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

志强先生一行莅临北京大学。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设

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

金”，以发扬北京大学哲学系张

世英先生的学术精神，奖励在哲

学、美学、艺术学等领域做出突

出学术贡献的著名学者和具有开

创性研究的青年学者。

卢志强董事长表示，泛海集

朱善璐书记代表学校向卢志强董事长颁发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

团成立 30 多年来，坚持“得益

于社会，奉献于社会”的价值观，

坚持社会、企业、个人在目标、

利益、责任三个维度相统一，自

觉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北京大学是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成就的中心，是哲学社

会科学促进理论创新、引领经济

发展、凝聚民族精神、增强“三

个自信”的可靠保证。他希望这

一基金弘扬张世英大师的人格魅

力和学术导向，凝聚起巨大的精

神文明力量，对我国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更大贡

献。

朱善璐书记指出，张世英先

生著作等身，教书育人，广受尊

敬，是北京大学更是当今时代最

优秀的学人代表之一。泛海集团

捐资设立北大首个美学哲学基

金，是开先河之举。他高度评价

这一基金的设立体现了大学精神

与企业家精神的高度契合，体现

了高远的价值导向，并期待更多

的企业家支持人文学科，共同建

设人类社会的美好时代。

95 岁高龄的张世英先生分

享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的故事

和黑格尔的评价，强调哲学“仰

望星空”的精神值得时代加以发

扬。张先生认为，卢志强董事长

作为对现实社会卓有贡献的企业

家，捐资支持哲学美学这一超越

现实的学科，体现了他高瞻远瞩

的精神追求。他期待“张世英美

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的评审尽

最大可能把学术标准放在首位，

为当今时代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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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及情怀与担当。

刘水校友 1992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自然地理

学专业。在这些年的奋斗征程中，

刘水校友支持人文社科研究院，
获聘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刘水校友捐资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基金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向刘水校友颁授名誉校董铜牌

一直让他萦系于心的就是对母校

的感恩与回馈。自 2010 年始刘

水校友先后慷慨捐资，支持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楼、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楼的建设，并

陆续设立“工学院铁汉基金”、“城

环铁汉生态环境基金”等，全力

资助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科研

创新和人才培养。2016 年 9 月

20 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院揭牌，刘水校友再次捐资，

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基

金，支持研究院建设以人文与社

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

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的学术平台。

5月 19 日，为北京大学的发

展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铁

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水校友被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名

誉校董。林建华校长向刘水校友

颁授名誉校董铜牌。

刘水校友发表了题为《创业，

我们都还在路上》的精彩演讲。

他朴实而又生动地分享了他从农

民家庭出身到成为基层干部，再

到选择创业成为“农民”的人生

路径；由“铁汉”这一名称的缘

起讲述了公司一路艰难但蓬勃发

展的初心与愿景；用生动的实例

和故事阐释了他之于创业的亲身

体会。这些分享与互动充分展现

出刘水这位杰出校友的铁汉柔

10月 21 日，“北京大学

法学院科研与人才培

养工作发展基金”捐资暨法学院

四合院冠名仪式在北京大学蒋家

胡同四合院举行。北京国双科技

有限公司捐资支持北京大学法学

院科研和人才培养事业，助力大

数据法律研究和国家智库的深入

发展，以促进法治学术研究繁荣

进步、推动法治实践全面深化。

公司董事长祁国晟表示，希望利

用国双科技的技术优势，整合北

京大学的学术资源，为中国法律

学科建设及中国的法治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向祁国

12月 27 日，老牛基金会

签署捐赠协议，在北

京大学设立申淑香医学研究专项

基金，支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家

族遗传性肿瘤研究中心的学术和

公益活动的开展。基金将为家族

性、遗传性肿瘤患者及其家属提

供免费的患癌风险评估和基因检

测，建立中国人遗传家系、获得

中国人多癌种的癌症遗传易感基

因大数据库，加速相关的基础研

究及成果临床转化，实现遗传性

肿瘤的精准诊断和预防。

老牛基金会是由蒙牛乳业集

团创始人，前董事长、总裁牛根

北京国双科技捐资设立法学院科研
与人才培养工作发展基金

老牛基金会捐资支持家族遗传性肿瘤基因研究

晟董事长颁发了“北京大学杰出

教育贡献奖”。他表示，北京大

学将为社会、为国家贡献更多具

林建华校长代表学校向祁国晟董事长颁发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

有北大特色的法学研究重要成

果，向世界发出北大法律人的最

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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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 日，药明康德公司签

署捐赠协议，将连续五年捐

资支持化学学院开展有机化学系

列讲座。该讲座旨在打造一流的

有机化学国际交流平台，活跃学

术并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本

科生的培养水平。10 月 21 日至

23 日，首届讲座邀请了中科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唐勇院士等

五位国际著名教授前来讲学，吸

引了百余名教授、研究员、博士

后和研究生的积极参与。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由 化 学 系 1985 级 校 友 李 革 于

2000 年 12 月创立，曾多次对化

学学院的发展予以支持。2009

美
国当地时间 9 月 26 日下

午，美国泛亚公司董事长、

方氏基金会主席、北京大学名誉

校董方李邦琴女士与林建华校长

共同签署捐赠协议，将捐资设立

5月 2 日，国家发展研究院校

友捐赠签约暨颁奖仪式在朗

润园举行。马庆伟、何永利校友

各捐赠创业公司 1% 的股权支持

国发院建设，2004 级研究生班

集体、CCER 宏观组研究生集体、

2014 级 EMBA 班校友、庞剑锋

校友、王巍校友、乔顺昌校友、

蒋永庆校友、白明、曹曦予校友

药明康德捐资支持化学学院开展有机化学系列讲座

方李邦琴女士捐资设立“方李邦琴北京大学人文学
科文库出版基金”

国发院校友以股权捐赠等方式捐资支持学院建设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出版基

金”，支持北大人文学科的发展，

助力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

林泉先生出席仪式并致辞。

作为在美华人企业家的杰出

代表，方李邦琴女士多年来以无

限的热情和非凡的魄力积极投身

中华文明传承和中美文化交流

的事业。早在 2008 年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她就曾慷慨

捐资支持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大楼的建设。方李邦琴女士对捐

资设立“方李邦琴北京大学人文

学科文库出版基金”深感荣幸。

她表示，随着科技发展，世界变

得越来越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

更多，相互分享和理解思想和见

识也日显重要。方李邦琴女士强

调，实现人文学科的发展目标，

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林建华校长一行考察药明康德公司

方李邦琴女士捐资设立人文学科文库出版基金

夫妇、王郑红校友等为校友基金

做出了重要贡献。

校友们表示，国发院是他们

在北京的温暖家园，给予他们的

最大财富是方法论和人生之道。

他们希望未来能继续与国发院、

与北大共同成长。李岩松副校长

为到场的捐赠者颁发校友贡献

奖。

国 发 院 姚 洋 院 长 介 绍： 自

2015 年底举办承泽园校区奠基

仪式之后，校友基金筹资工作推

进顺利，成长性和可持续性良好。

他感谢校友们的倾情付出，并表

示，校友基金将继续秉持“取之

于校友，用之于校友”的原则，

努力做得更好。

年，北大化学学科创建 100 周年

前夕，药明康德公司捐资设立药

明康德奖教金，主要用于奖励化

学学院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取得

突出成绩的优秀学者。2016 年

11 月 2 日，林建华校长一行访

问了药明康德上海总部，并与任

职药明康德的多位北大校友进行

了亲切座谈。李革博士表示，是

北大给了他做梦的勇气，给了他

圆梦的平台，如今，药明康德将

会把这一梦想继续传递下去。

生先生携家人将其持有蒙牛乳业

的股份及大部分红利捐出，于

2004 年底成立的从事社会公益

慈善活动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

会以“渡人渡己，心怀感恩；树

人树木，责任天下”为宗旨，致

力于为人类的健康生活和平等发

展做出贡献，“传承百年，守护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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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 日，北京大学先后举

行美中宜和医学生奖学金和

凤凰医疗全科医学发展基金签约

仪式。

美中宜和奖学金由美中宜和

医疗集团创始人兼 CEO、北京

大学医疗系 87 级校友胡澜博士

捐资设立，旨在奖励北大医学部

医学部设立美中宜和医学生奖学金、
凤凰医疗全科医学发展基金

美 中 宜 和 医 疗 集 团 创 始 人 兼

CEO、医疗系 87 级校友胡澜博士

捐资设立美中宜和医学生奖学金

的优秀学子，支持未来医学人才

的培养和教育。胡澜博士表示，

此项奖学金的设立希望能帮助、

支持医学人才的教育事业，鼓励

医学生坚持从医的梦想，不忘初

心。除设立奖学金，北医的学生

还可以在实习期间在美中宜和学

习、观摩，全面了解当前医疗生

态布局。

凤凰医疗全科医学发展基金

由凤凰医疗集团捐资设立，旨在

支持全科医学的发展。凤凰医疗

集团董事长梁洪泽表示，全科医

疗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希望此项

基金能够为支持全科医学的发展

贡献绵薄之力，更希望今天选择

全科医学专业的学生，将来成为

最优秀的全科医师，服务百姓、

造福社会。

6月 19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

爱智基金捐赠仪式在李兆基

人文学苑举行。银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和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等校友

企业分别捐资，支持哲学系的发

展。北京市海淀区政协主席、哲

学系系友会会长彭兴业宣布爱智

基金成立。

银 华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总

经理王立新系友表示，将把握

2018 年世界哲学大会的契机，

11月 15 日上午，北京曹

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

向北京大学捐赠，用于未来建设

相关的研究中心，开展与曹雪芹、

红楼梦相关的学术和文化艺术活

哲学系爱智基金设立，支持哲学系发展

曹雪芹艺术发展基金设立，支持红学、曹学研究

以目前的捐赠规模为起点，在近

几年为学校和哲学系提供更大力

度的支持。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广文校友也与系友们

共勉：互联网时代赋予了我们新

的使命和任务，人与人、人与自

然的关系都需要新的诠释，而北

大、哲学系在社会发展中不会缺

席。而这更需要广大系友的关注

和支持。

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对校友们

无私的爱与付出致以衷心的感

谢。他表示，北大哲学系是当代

中国哲学研究重镇，是高水平哲

校友企业捐资设立哲学系爱智基金

动。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

先生表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

于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中国文

化软实力和自信心没有传统文化

学人才的摇篮，应积极发挥学科

优势，把握良好的发展势头，始

终引领学术风气，取得更大的成

绩。

的推动是建立不起来的，希望未

来能够联合北大的学术资源和平

台，不断将曹学、红学研究推向

深入，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一

份贡献。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叶朗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双

方努力把全世界曹学、红学的研

究资源聚集起来，推动国际性资

料中心的建立。各位嘉宾就中心

筹建及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

术研究、课程建设、文化交流、

艺术创作、社会普及、全球传播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永续发展

我
们向捐资设立永久性基

金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

感谢和崇高敬意。你们的支持，

将助力北京大学从容面对各种

挑战，为北大永续发展提供空

间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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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捐赠方

李兆基讲座教席基金 李兆基基金有限公司

中坤教育基金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卡塔尔中东研究讲席项目 THE STATE OF QATAR

国家发展研究院发树教育发展基金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东旭讲席教授基金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丰瑞祥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大博雅讲座教授基金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师资队伍建设基金 刘銮雄慈善基金

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发展基金 金光集团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金光教育基金 金光集团

教育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基金 刘銮雄慈善基金

李兆基楼（二教）基金 李兆基基金有限公司

王选青年学者奖励基金 陈堃銶、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刘振飞

方正教育经济学发展基金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科维理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所基金 美国科维理基金会

生命科学学院億方高级人才基金 徐勇、陈菁

冠昊国际交流基金 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坤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金融研究中心发展基金 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明为助学基金 张明为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基金 曹其镛

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基金 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

思善中国社会工作基金 择善基金会、思源基金会

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 曹凤岐亲友学生

王默人 - 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基金 王默人先生与周安仪女士世界华文文学奖基金会

李彦宏回报基金 李彦宏

项目名称 捐赠方

李惠荣奖学基金 李惠荣

章文晋基金 美国戴氏基金会（J. T. Tai & Co Foundation）、章文晋家人

林护奖学基金 林护纪念基金有限公司

陈守仁教育基金 联泰国际集团

光大教育基金 广东光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林松年系统生物医学基金 林植豪家人

银泰讲席教授基金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周爱旺教育发展基金 周爱旺

招商证券未来领袖教育基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哲学系爱智基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银杏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基金 日本财团

桐山教育基金 日本阿含宗桐山靖雄

外国语学院卡布斯苏丹阿拉伯研究讲席教授 卡布斯 . 本 . 塞义德陛下

许胜雄基金 许胜雄

蒙民伟海外教育交流基金 蒙民伟

鸿升教育基金 袁东英、梁玉芝夫妇及其亲友

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基金 叶谋遵、颜安德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

分子医学研究所陈明刘卿讲席教授基金 陈明后人

国学研究院金庸国学基金 金庸

法学院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法学讲席教授基金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法学院众达法学讲座教席基金 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 Foundation）

教育经济研究所北大之友基金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法学院兴发岩梅法学讲席教授基金 浙江兴发印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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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捐赠方

邱德拔教育学讲席教授基金 新加坡邱德拔基金

众达全球化与法治基金 众达律师事务所

法学院天元法学讲席教授基金 王立华、孙彦

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基金 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瑞声慕课讲席教授基金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申淑香公益基金 老牛基金会

信义企业伦理基金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徐淑希讲席教授基金 美国戴氏基金会（J. T. Tai & Co Foundation）

中国画法研究院发展基金 范曾

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基金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戴德梁行奖助学基金 梁振英、李志荣、黄锡兴、赵锦权、张国正

俞敏洪校友基金 俞敏洪

法学院雅虎方正讲席教授基金 雅虎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东方园林生态城市讲席教授基金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元培学院 - 善衡书院交换生基金 何善衡慈善基金会

儒藏工程基金 社会各界

北京银行奖教基金 北京银行

傅顺昌体育发展基金 傅顺昌

喜临门体育发展基金 喜临门集团有限公司

心理学系天达讲座教授基金 河北天达万方实业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学院沈同基金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学系余天休基金 胡余锦明

物理学院陈互雄物理教育基金 陈敬雄、常菊芳

佳能奖学基金 佳能公司

刘淑清助学基金 刘自鸣

项目名称 捐赠方

民荣助学基金 高益民、崔桂荣

詹梓龙教育经济学发展基金 福建省海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学院阳光国际交流学生奖学基金 孙洁

陈守仁专项基金 陈守仁基金会

考古文博学院文伯开诚奖学基金 李达

杨辛荷花品德奖 杨辛

国家发展研究院英之杰讲席教授基金 香港英之杰太平洋有限公司

经济学院陈岱孙经济学基金 社会各界

外国语学院李赋宁外国语言文学奖助学及奖教基金 李赋宁亲友学生

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兄弟基金 林毅夫、林旺松

津徽物理教育基金 王晨扬，程雅

唐传基讲座纪念基金 唐崇昭

冈松家族基金 冈松家族

王沈亚昭奖学基金 王立馨

法学院中伦吴鹏研究奖励基金 吴鹏

汪永铨基金 教育学院校友及社会各界

法学院洪积研究奖励基金 李洪积

法学院俊杰教学研究奖励基金 王家路

法学院茂元学术创新奖教金 朱茂元

杨芙清 - 王阳元院士奖励基金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

信息管理系关懿娴基金 关懿娴及社会各界

法学院芮沐教授法学基金 芮沐亲友学生、史维学

生命科学学院郑昌学教学优秀奖励基金 江苏宿迁博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学院保险冠名教授基金 美国 C. V. Starr 基金会

高通奖学金 高通公司（Qualcomm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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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捐赠方

法学院 8115 基金 老牛基金会

国家发展研究院悟宿讲席教授基金 悟宿基金会

物理学院赵凯华物理教育基金 物理学院校友

南加州校友会助学基金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孙贤鉥基金 孙贤鉥亲友学生

1987 基金 北京大学 1987 级校友

李信麟奖学基金 李信麟、 李万致明

树仁学院奖教基金 香港树仁学院

西南联大奖学基金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考古文博学院陈雄蔡兰苏伉俪考古学基金 陈雄、蔡兰苏

光华管理学院朱善利奖学基金 朱善利教授亲友学生

生命科学学院吕义长优秀研究生科研奖励基金 吕义长

国家发展研究院冯燊均国学奖学基金 冯燊均国学基金会

宝洁奖教基金 宝洁公司

505 出版基金 来辉武

东宝生命科学奖学、奖教基金 通化东宝实业集团公司

法学院郑成思知识产权基金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季羡林奖助基金 季羡林

吕林社团发展基金 徐小平

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屠呦呦

哲学系奖助学基金 杨辛

重离子所青年奖基金 陈佳洱

钟盛标物理学基金 钟赐贤、夏晓峦

生命科学学院校友尊师基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

项目名称 捐赠方

法学院 82 级校友基金 北京大学法学院 82 级校友

物理学院谢义炳基金 谢义炳亲友学生

国宏奖学基金 许智宏

物理学院张文新教育基金 张文新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 87 校友基金 北京大学生物系 1987 级校友

赵宝煦教授学术基金 赵宝煦教授亲友学生

哲学系宗教学系杨清钦奖学基金 杨清钦

李龙堂 - 杜淑敏奖学基金 李艾

中文系王默人小说奖基金 王默人先生与周安仪女士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丁东地质科学奖学基金 郑亚东、丁沪生

城市与环境学院郑木芸与何淑敏奖学基金 何宗机

毛玉刚创业基金 毛李蕴玉

庄绍华奖学基金 庄绍华

钟天心奖学基金 钟郁君

8308 助学基金 北京大学计算机系 83 级校友

人口研究所马寅初人口科学基金 社会各界

法学院 96 级博士生班奖学基金 法学院 96 级博士生

历史学系刘绍唐奖励基金 刘绍唐

生命科学学院庭芳奖助基金 姜建成

田村久美子奖助学基金 田村久美子

外国语学院西语 83 基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友

万石 . 饰界发展基金 厦门市万石画艺有限公司

休斯顿校友会奖学基金 北京大学休斯顿校友会

医学部基础医学青年学术创新奖励基金 童坦君

注：本报告仅列出了本金总额达 50 万元以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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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89,874,508.13 114,096,357.13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3,545,262,438.19 3,799,401,943.14  应付款项 8,666,143.98 4,578,463.75

应收款项 2,214,488.48 2,768,252.69  应付工资

预付账款  应交税金 95,346.87 201,815.96

存  货  预收账款

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预计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3,737,351,434.80 3,916,266,552.9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761,490.85 4,780,279.7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13,281,800.00 183,281,800.00

长期债权投资 2,648,000.00 2,648,000.00  长期负债：

其他长期投资 100,000,000.00 270,000,000.00  长期借款

长期投资合计 215,929,800.00 455,929,800.00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原价 103,471,673.89 103,701,716.82  长期负债合计

    

编制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续上表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减：累计折旧 23,209,159.92 28,448,477.72  

固定资产净值 80,262,513.97 75,253,239.10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受托代理负债

文物文化资产 负债合计 8,761,490.85 4,780,279.7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80,262,513.97 75,253,239.10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457,569,370.38 459,576,262.89

无形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3,567,212,887.54 3,983,093,049.46

净资产合计 4,024,782,257.92 4,442,669,312.35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总计 4,033,543,748.77 4,447,449,592.0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033,543,748.77 4,447,449,5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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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889,097.13  569,607,553.57  570,496,650.70 

       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105,353,075.72 　  105,353,075.72 

其他收入  1,728,506.97 　  1,728,506.97 

收入合计  107,970,679.82  569,607,553.57  677,578,233.3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263,737,701.06  263,737,701.06 

     （二）管理费用  7,622,782.90  7,622,782.90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96,795.26  3,096,795.26 

      行政办公支出  3,549,970.62  3,549,970.62 

      其他  976,017.02  976,017.02 

    （三）筹资费用  -1,850,408.67 　  -1,850,408.67 

    （四）其他费用  206,647.47 　  206,647.47 

费用合计  269,716,722.76     269,716,722.7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63,752,935.45  -153,727,391.65  10,025,543.8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006,892.51  415,880,161.92  417,887,054.43 

业务活动表 捐赠鸣谢

由
于篇幅有限，本报告仅列出了 2016 年财政年度向北京大学捐赠￥10,000 以上的人员和机构名单。我

们相信，每一笔捐赠都是对北京大学最可贵的支持，每一份关爱都在塑造着北京大学的美好未来。

除以下列出的捐赠之外，每年仍有部分爱心人士通过不记名方式支持北京大学的发展建设。

在此，我们与已经或者即将从这些捐赠中受益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向每一位捐赠者诚挚地道一声感谢！

感谢你们对北京大学的厚爱，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支持！

年度捐赠名单

QATAR UNIVERSITY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刘水

泛海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仁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

必和必拓集团 黄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光华教育基金会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

刘振飞 袁东英、梁玉芝

廖凯原基金会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汇友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老牛基金会

KING ABDULAZIZ PUBLIC LIBRARY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唐立新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八九八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中原（中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唐仲英基金会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百贤教育基金会 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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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赠名单

FLORENCE PANG CHIN FANG THE KAVLI FOUND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东方中国学生慈善基金会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凤凰联合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守仁基金会

江苏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 内蒙古共兴农牧业项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东方公益基金会

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于品海

新太阳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 KARL SCHLECHT STIFTUNG

BANCO SANTANDER S.A. 汪安琳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中滔环保集团

罗氏慈善基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4 级 EMBA 班

吴亚军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联办财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深圳市庞剑锋慈善基金会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李兆基基金有限公司 FOUNDA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张益凡 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 CO.,LTD. 北大资源集团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 北京鸿信启航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斋堂灵水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嘉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浩永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矿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乔顺昌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屠呦呦 许晓椿

张宏林 张锐

年度捐赠名单

赵建信 正大集团

INNOVATION FUND LIMITED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曾宪梓

黄荣年夫妇 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爱德基金会 霍宗杰

香港道德会 百时美施贵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中外制药株式会社 美国高通公司

巴基斯坦大使馆 BOSTON WESTWOOD FOUNDATION

福建福光基金会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

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深圳市北大青鸟科技有限公司

南都公益基金会 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航联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重庆三原色节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建斌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阳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 姜建成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李霁

李文仙 联合创业资本管理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朗泰健康护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思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裕达环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钱塘潮酒楼福田店

深圳市哲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英 杨芙清

震旦国际大楼（上海）有限公司 郑州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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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赠名单

METHANOL INSTITUTE KUOK FOUNDATION BERHAD

耿焱 北京燕园派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香港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STIFTUNG GLOBALE WERTE ALLIANZ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林振芳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大创新发展基金会 轩辕教育基金会

燕园校友（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春波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

钟赐贤夫妇 北京华兴长泰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岩

蔡明忠 北京大学中国研修班同学会（香港）

韩海峰 宝钢教育基金会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会及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郑格如基金会 AERODYNE RESEARCH,INC.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96 级校友 戴勤

李健球 李震熊

郑光辉酆笃夫妇 LAM WOO FOUNDATION LIMITED

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北宾医疗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瑞意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盛华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元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广州合和昌茶叶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星巢先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蒋永庆 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恒天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捐赠名单

王德炳 于沂

THE BOEING COMPANY 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成忠文教焦点基金 美国康德基金会

白明 北京承易启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华熙海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四十人路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THE ASIA FOUNDATION

思源基金会 苏州工业园区

斯伦贝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AEON 1 PERCENT CLUB FOUNDATION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北京润济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北京仙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曹阳

顶新公益基金会 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联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黄建生

黎乐民 良渚博物院

刘小小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亿利新中农沙地农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一点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KIM KOO FOUNDATION 北京大学 91 级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77 级校友（北美）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北京星通联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悟宿基金会

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曾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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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赠名单

WCLP FOUNDATION SPRIX CO.,LTD.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金光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李立立

林品通 山东省博山正觉寺

上海万革始应用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康普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睦皓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魏巍

许戈辉 张汉宁

张勇 黄乾亨基金会

SHOGAKUKAN INC.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86 级校友（北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DAEWOONG FOUNDATION

ONE ASIA FOUNDATION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廖康雄 平安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

GIVE2ASIA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CHINESE TESTING SERVICES LIMITED KOREA FOUNDATION

李宝珍 美国贝克 • 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杨雪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MITSUBISHI UFJ FOUNDATION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葆婴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惠赢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路演天下互联网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美尔目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欧凯米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特爱普教育科技研究院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陈科屹

年度捐赠名单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崔钧

崔印 耿献会

广东金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海南谦百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羚锐老区扶贫帮困基金会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商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华人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贾锋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伯克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景鸿投资有限公司

林建祥、陈耀松 刘春东

陆丰市京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盘古智库（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艾杰飞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宝瑞蚨贸易有限公司

圣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孙以侨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冲 王郑红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喜来健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现代传播（珠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兴宁市汇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辉 徐爽

燕南国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杨军

英特尔半导体（美国）有限公司 浙江睿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朱绵茂

陈鹏 李伟

厉伟 邱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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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赠名单

孙靖淼 王辉

杨东杰 浩然艺术与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POSCO TJ PARK FOUNDATION

JOUJU CO.,LTD. 杭州塞帕思量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星火基金会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为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

江苏协鑫阳光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魏群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LIMITED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嘉兴自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国留尼汪省中华总商会

3M 中国有限公司 HSU CHEN CHUN

美国寿险业协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3 级法律硕士

J.Y.PLANNING LTD. 柏林禅寺

深圳弘法寺 吴凯、刘虎威

中科博爱（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明德校友（北美）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朱菘

MITSUBISHI CORPORATION LUCEDA N.V.

SOFTBANK COMMERCE SERVICE CORP. 爱姆爱地（北京）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德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利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86 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88 班 北京道正国际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公益基金会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葫芦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年度捐赠名单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锐驰恒业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睿格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音乐之友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人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鹏程

郭锐 郭绍全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黄兴海

佳莱科技有限公司 江国采

蒋威风 凯风公益基金会

孔翔 黎海祥

李安民 李一铮

娄春 马洪明

马静芳 米险峰

王易平 吴言动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水釜山合符文化开发管理处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权亚律师事务所

官宜文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北美）

杜晓思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周昭庭 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南加州校友会 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普通合伙）

刘语眉 FICONTEC SERVICE GMBH

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中讯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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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峰 房季娴

高菁 澳门云端科技协会

北京宏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华人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荣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刘光鼎地球物理科学基金会 高见

高一虹 韩楚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李文波 卢绍强

深圳市前海优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王国良

王娓萍 杨小宁

余超 张锐

郑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INTERACTIVE BROKERS LLC KHYENTSE FOUNDATION

上海米开罗那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徐晓苓

HO LOK SANG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LTD.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北京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

傅秋实 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方孝伟夫妇

李怀玺（北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88 级校友（北美）

澳帝桦（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百福东方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凌云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陈文雄

丁朋辉 高爱民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海南佰居房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

韩滨、魏向红 黄素平

年度捐赠名单

惠州市正伟涂料有限公司 纪瑛琳

刘梅云 饶毅

深圳市佰利德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运隆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幸福商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唐方恒

焉伟杰 扬州保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张海燕 赵国华

庄沛锐 陈晓宇

闻新宇 LEE AND LI FOUNDATION

易卫卫 周力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85 级本科全体院友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舍我家人 胡永云

深圳万事利丝绸文化有限公司 史江辉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雁窝岛商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鑫亿港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刘杏

深圳市北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刁卫方

纪力强 敖丹丹

北京华泰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曹文斌 陈伟

啜玉林 德尔塔（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杜方勇 范海划

范文芳 范杨

符彦君 傅险峰

管锡诚 胡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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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云 黄生

吉远慧 季敏

江苏中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金李

金立扬 景哈利

赖远洋 李沉简

李东 李文军

李站子 梁波

刘冰 刘凤

刘世生 马立民

马诗文 马永衡

彭书琴 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

邵景丽 深圳市骏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沈梁军 斯梁用

宋希武 宋云端

孙牧然 孙秀山

孙源 谭自力

唐铭芝 田贵森

田双明 佟静

王德伦 王嘉庆

王琅 王琳

王牧音 王虔雅

王雪霏 王艺蒙

魏艳花 吴清宇

谢灿华 徐德才

徐惠玲 许韬

年度捐赠名单

闫泽群 杨光

杨奇明 杨渝平

杨震 曾名生

张凡姗 张瑞

张万奇 张维岩

张燕、刘心任 张莹

张莹 赵博

周恒辉 周继权

周剑 朱继红

祝闯 邹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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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名誉理事 Honorary Board Directors

( 按姓氏笔划排序 In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of Surname Strokes) 

王云友  WANG Yunyou 王健林  WANG Jianlin

王逢旦  Fun-Den WANG 牛根生  NIU Gensheng

方润华  Henry Y.W.FONG 厉以宁  LI Yining

叶  朗  YE Lang 江学院  KWONG Hok Yuan

杨芙清  YANG Fuqing 杨受成  Albert YEUNG

张恭庆  ZHANG Gongqing 陈  雄  Hong TCHEN

陈伍玉华  Maria CHAN 陈守仁  TAN Siu Lin

林钧敬  LIN Junjing 林毅夫  Justin Yifu LIN

周泽荣  ZHOU Zerong 袁  明  YUAN Ming

袁行霈  YUAN Xingpei 曾宪梓  TSANG Hin Chi

谢中民  Sumet CHEARAVANONT  廖凯原  Leo Koguan 

谭金荣  TAN Jinrong

 名誉理事长 Honorary Board Chairmen

丁石孙  DING Shisun 韩启德  HAN Qide

罗豪才  LUO Haocai 吴树青  WU Shuqing

许智宏  XU Zhihong 闵维方  MIN Weifang

周其凤  ZHOU Qifeng  

 理 事 Board Directors

( 按姓氏笔划排序 In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of Surname Strokes) 

方文雄  David M.H.FONG 尹衍樑  Samuel YIN

邓  娅  DENG Ya 厉  伟  LI Wei

朱  彤  ZHU Tong 朱善璐  ZHU Shanlu

刘  水  LIU Shui 李家诚  Martin K.S.LEE

吴志攀  WU Zhipan 陈国钜  David CHAN

林建华  LIN Jianhua 赵文权  ZHAO Wenquan

柯  杨  KE Yang 俞敏洪  YU Minhong

饶  毅  RAO Yi 海  闻  HAI Wen

黄 涛  HUANG Tao 黄志源  Teguh Ganda WIJAYA

黄怒波  HUANG Nubo 阎 焱  YAN Yan

傅  军  FU Jun 詹启敏  ZHAN Qimin

蔡洪滨  CAI Hongbin  

 副理事长 Vice Board Chairman

 吴志攀   WU Zhipan

 理事长 Board Chairman

朱善璐   ZHU Shan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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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长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 

李岩松  LI Yansong  

监事 Board Supervisors

李岩松  LI Yansong 闫  敏  YAN Min

张旋龙  ZHANG Xuanlong 王立华  WANG Lihua

杨 岩  YANG Yan  

副秘书长 Vice Secretary General

赵文莉  ZHAO Wenli 耿姝  GENG Shu

张勇    ZHANG Yong 胡俊  HU Jun

孙莉莉  SUN Lili

秘书长 Secretary General

邓娅  DENG Ya

副监事长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

张旋龙  ZHANG Xuanlong  

办公地址：北京大学镜春园 75 号

邮政编码：100871

电       话：86-10-62751595（拓展部）

                  86-10-62767215（项目管理部）

                  86-10-62757577（财务部）

                  86-10-62759066（行政部）

                  86-10-62756497（品牌文化部）

                  86-10-62763353（法务与信息室）

传       真：86-10-62755998

电子邮箱：pkuef@pku.edu.cn

网       址：http://www.pkuef.org

监事会

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