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7年度捐赠名单 

 

本报告仅列出了2017财政年度向北京大学捐赠￥10,000 以上的人员和机构

名单，并向以不记名方式捐赠的人员和机构一并致谢。 

以下名单按音序排列。 

 

个人名单： 

  

JIANGUO CUI 

KIN CHUNG PETER WANG 

LAM KO YIN 

MENGSHILU 

XU CHERYL QI 

ZHENYU FANG 

敖小强 

蔡明忠 

蔡跃明 

曹雯 

曾富城 

曾宪梓 

曾雁 

陈畅 

陈春花 

陈大白 

陈定海、陈夏萍 

陈欢 

陈静 

陈隆风 

陈蓉 

陈响乐 

陈育德夫妇及其学生 

陈越铭 

成舍我家人 

程永军 

崔钧 



戴勤 

戴信敏 

邓小南 

段志生 

范保群 

高大为 

高楠 

高雅萍 

高彦梅 

高益民、崔桂荣 

龚贤明 

顾爱华 

郭锐 

侯军 

呼延弢 

胡伯平 

黄建生 

黄琳 

霍宗杰 

江国采 

姜建成 

鞠一郎 

柯创龙 

劳爱华 

李碧琴、黄越胜 

李红 

李家诚 

李健球 

李江山 

李金凤 

李莉军 

李青 

李瑞雪 

李仙林 

李晓东 

李笑来 

李欣 

李一铮 



李映周 

李云 

李泽椿院士 

李震熊 

梁永强 

廖健雯 

林如捷 

林振芳 

刘泓羽 

刘辉 

刘力 

刘水 

刘元方 

刘振飞 

刘芷冰 

罗志君 

骆沈浩 

吕达仁 

马超 

茅枫 

孟昭月 

欧阳颀 

彭蓉 

秦晖玉 

权金英 

任萍萍 

沙叶 

宋大成 

宋霄羽 

隋政军 

孙克道 

孙丽 

汤洋、汤含山 

唐立新 

陶晓晖 

涂皓 

汪宜勤 

王葆珍 



王栋 

王国英 

王劲 

王鹏 

王巍 

魏巍 

温毅强 

翁洪武 

吴静 

吴启权 

吴亚军 

吴育庭 

夏廷康 

肖军 

谢灿华 

谢庄 

徐建成 

许晓椿 

严柏枝 

杨军 

杨辛 

杨岩 

杨洋 

姚洋 

殷胜荣 

尹洪卫 

于秀华 

于越 

张德海 

张国强 

张海燕 

张礼和 

张明达 

张仁华 

张小龙 

张燕军 

张益凡 

张尊超、刘黄 



张尊师 

章军 

赵树森 

赵晓海 

郑康洵 

郑翔玲 

郑晓瑛 

周道清 

周昭庭 

朱达贤 

庄汉文 

左晖 

 

机构或团体名单： 

 

3M中国有限公司 

BANCO SANTANDER,S.A. 

INNOVATIVE MICRO TECHNOLOGY,INC. 

KING ABDULAZIZ PUBLIC LIBRARY 

KUOK FOUNDATION BERHAD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MITSUBISHI CORPORATION 

MITSUBISHI UFJ FOUNDATION 

NOKIA CORPORATION 

POSCO TJ PARK FOUNDATION 

SHOGAKUKAN INC. 

SOFTBANK COMMERCE&SERVICE CORP. 

THE ASIA FOUNDATION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澳帝桦（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百富计算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百贤教育基金会 

柏林禅寺 

宝钢教育基金会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宝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北方翱翔信息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爱康国宾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北京安华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北京巴登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博莱明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北京唱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1987级校友 

北京大学 2005级法学硕士校友 

北京大学 8308全体校友 

北京大学 83国政系校友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法学院 1997 届高法班校友 

北京大学国发院 EMBA2015 班校友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专业 80级捐赠管理委员会 

北京大学中国研修班同学会基金有限公司 

北京道正国际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公益基金会 



北京德恒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公司 

北京凤凰健康公益基金会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勾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浩熙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信公益基金会 

北京洪泰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葫芦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华兴长泰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环球国广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基业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嘉远中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康普联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拉卡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李小凡公益基金会 

北京联办财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凌云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 

北京木兰汇公益基金会 

北京农品堂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欧博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品推宝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北京融汇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锐驰恒业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意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润四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盛华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中欧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刘光鼎地球物理科学基金会 

北京市权亚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北京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 

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太阳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一圣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通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小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合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学而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燕园派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汉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一八九八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一点公益基金会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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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优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游极虚拟现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云舒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斋堂灵水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博来银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博雅闻道（北京）考试与评价技术研究所 

博雅艺趣微信群群友 

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四季营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合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融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大溪地诺丽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戴姆勒大中国区投资有限公司 

登封市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登封嵩阳书院研究院 

帝斯曼江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风投（北京）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福光基金会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福建省闽商文化发展基金会 

福维克家用电器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富博思市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公益财团法人帝人奖学会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 1%俱乐部 

光华教育基金会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广东双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思威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慕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硅谷社区基金会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汉典国际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小姐妹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禾中林（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市慈善总会 

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精英教育基金会 

河北美术学院 

河南省羚锐老区扶贫帮困基金会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菏泽瑞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商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银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新汇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黄乾亨基金会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惠东县京泽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恒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协鑫阳光慈善基金会 

江苏熊孩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金港汽车文化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金光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景鸿投资有限公司 

九合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凯风公益基金会 

科磊半导体设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莱州正承置业有限公司 

劳合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老牛基金会 

李兆基基金有限公司 

临安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美国思科系统公司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南京乐度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宁波市北仑区慈善总会 

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潜江市利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大快搜索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都心理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 

全美世界（浙江）药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隐形盾鞋服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 JOUJU 股份有限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弗阁笙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精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均和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朗泰健康护理有限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上海苏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上海祥双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悠评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贞元诊断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政信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尊堡音响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福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富海盈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深圳弘法寺 

深圳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捷仕达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金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联亚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铭源电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禄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盈资本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思科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惠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硅磊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淇展示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河图教育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深圳市庞剑锋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普顺达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禾丰正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妍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唐融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汉生态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文科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休明盛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屹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哲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铁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制造（武汉）有限公司 

四川和盛新兴都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台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泰隆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外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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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汉语测试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小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信达金控（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旭日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 

轩辕教育基金会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燕园校友（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医科达（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英属维尔京群岛斯福特公司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远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震旦国际大楼（上海）有限公司 

郑格如基金会 

郑州慈善总会 

郑州市正龙企业有限公司 

智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海智库（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金九丘（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制药株式会社 

重庆泛语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嘉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长炼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