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6年度捐赠名单 

 

本报告仅列出了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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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LOK SANG 

HSU CHEN CHUN 

敖丹丹 

白明 

蔡明忠 

曹文斌 

曹阳 

曾富城 

曾名生 

曾宪梓 

陈科屹 

陈鹏 

陈伟 

陈文雄 

陈晓宇 

陈志人 

成舍我家人 

啜玉林 

崔钧 

崔印 

戴勤 

刁卫方 

丁朋辉 

董建斌 

杜方勇 

杜晓思 

范海划 

范文芳 

范杨 

方孝伟夫妇 

房季娴 

符彦君 

傅秋实 



傅险峰 

高爱民 

高见 

高菁 

高鹏程 

高一虹 

耿献会 

耿焱 

官宜文 

管锡诚 

郭锐 

郭绍全 

韩滨、魏向红 

韩楚 

韩海峰 

胡东健 

胡永云 

胡云云 

黄建生 

黄荣年夫妇 

黄生 

黄素平 

黄兴海 

霍宗杰 

吉远慧 

纪力强 

纪瑛琳 

季敏 

贾锋 

江国采 

姜建成 

蒋威风 

蒋永庆 

金李 

金立扬 

景哈利 

孔翔 

赖远洋 

黎海祥 

黎乐民 

李安民 

李宝珍 

李沉简 

李东 



李怀玺 

李霁 

李健球 

李立立 

李伟 

李文波 

李文军 

李文仙 

李一铮 

李占峰 

李站子 

李震熊 

厉伟 

梁波 

廖康雄 

林建祥、陈耀松 

林品通 

林振芳 

刘冰 

刘春东 

刘凤 

刘梅云 

刘世生 

刘水 

刘小小 

刘杏 

刘语眉 

刘振飞 

娄春 

卢绍强 

马洪明 

马静芳 

马立民 

马诗文 

马永衡 

米险峰 

彭书琴 

乔顺昌 

邱小斌 

饶毅 

邵景丽 

沈梁军 

史江辉 

斯梁用 



宋希武 

宋云端 

孙靖淼 

孙牧然 

孙秀山 

孙以侨 

孙源 

谭自力 

唐方恒 

唐立新 

唐铭芝 

田贵森 

田双明 

佟静 

屠呦呦 

汪安琳 

王冲 

王德炳 

王德伦 

王国良 

王辉 

王嘉庆 

王琅 

王琳 

王牧音 

王虔雅 

王娓萍 

王雪霏 

王艺蒙 

王易平 

王郑红 

王志英 

魏群 

魏巍 

魏艳花 

闻新宇 

吴凯、刘虎威 

吴清宇 

吴亚军 

吴言动 

谢灿华 

徐德才 

徐辉 

徐惠玲 



徐爽 

徐晓苓 

许戈辉 

许韬 

许晓椿 

焉伟杰 

闫泽群 

杨春波 

杨东杰 

杨芙清 

杨光 

杨军 

杨奇明 

杨小宁 

杨雪 

杨岩 

杨渝平 

杨震 

易卫卫 

于品海 

于沂 

余超 

袁东英、梁玉芝 

张凡姗 

张海燕 

张汉宁 

张宏林 

张锐 

张锐 

张瑞 

张万奇 

张维岩 

张燕、刘心任 

张益凡 

张莹 

张莹 

张勇 

赵博 

赵国华 

赵建信 

郑光辉酆笃夫妇 

郑佳 

钟赐贤夫妇 

周恒辉 



周继权 

周剑 

周力平 

周昭庭 

朱继红 

朱绵茂 

朱菘 

祝闯 

庄沛锐 

邹争艳 

 

机构或团体名单： 

QATAR UNIVERSITY 

3M 中国有限公司 

AEON 1 PERCENT CLUB FOUNDATION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LTD. 

AERODYNE RESEARCH,INC. 

BANCO SANTANDER S.A.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BOSTON WESTWOOD FOUNDATION 

CHINESE TESTING SERVICES LIMITED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LIMITED 

DAEWOONG FOUNDATION 

FICONTEC SERVICE GMBH 

FLORENCE PANG CHIN FANG 

FOUNDA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GIVE2ASIA 

INNOVATION FUND LIMITED 

INTERACTIVE BROKERS LLC 

J.Y.PLANNING LTD. 

JOUJU CO.,LTD. 

KARL SCHLECHT STIFTUNG 

KHYENTSE FOUNDATION 

KIM KOO FOUNDATION 

KING ABDULAZIZ PUBLIC LIBRARY 

KOREA FOUNDATION 

KUOK FOUNDATION BERHAD 

LAM WOO FOUNDATION LIMITED 

LEE AND LI FOUNDAT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LUCEDA N.V. 

METHANOL INSTITUTE 

MITSUBISHI CORPORATION 

MITSUBISHI UFJ FOUNDATION 



ONE ASIA FOUNDATION 

POSCO TJ PARK FOUNDATION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SHOGAKUKAN INC. 

SOFTBANK COMMERCE SERVICE CORP. 

SPRIX CO.,LTD. 

STIFTUNG GLOBALE WERTE ALLIANZ 

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 CO.,LTD. 

THE ASIA FOUNDATION 

THE BOEING COMPANY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KAVLI FOUNDATION 

WCLP FOUNDATION 

爱德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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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澳帝桦（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澳门云端科技协会 

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八九八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大使馆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百时美施贵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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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葆婴有限公司 

北宾医疗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北大资源集团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北京百福东方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百利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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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 

北京承易启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学 91级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3 级法律硕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86 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88 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85级本科全体院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4级 EMBA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96级校友 

北京大学明德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77级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88级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86 级校友（北美） 

北京大学中国研修班同学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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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凤凰联合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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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联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宏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鸿信启航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葫芦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华人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泰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熙海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兴长泰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汇友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惠赢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联办财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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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欧凯米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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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荣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锐驰恒业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意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睿格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济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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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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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 

北京四十人路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特爱普教育科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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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仙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星通联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燕园派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北京音乐之友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元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 

北京斋堂灵水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必和必拓集团 

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陈守仁基金会 

成忠文教焦点基金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戴基金会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德尔塔（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顶新公益基金会 

法国留尼汪省中华总商会 

泛海公益基金会 

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福光基金会 

福建浩永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福建阳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光华教育基金会 

广东金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广州合和昌茶叶销售有限公司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哈尔滨雁窝岛商贸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佰居房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 

海南谦百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塞帕思量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 

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浩然艺术与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星巢先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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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河仁慈善基金会 

黑龙江龙联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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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乾亨基金会 

黄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市鑫亿港滨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伟涂料有限公司 

佳莱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自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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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协鑫阳光慈善基金会 

江苏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 

江苏中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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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景鸿投资有限公司 

凯风公益基金会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老牛基金会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李兆基基金有限公司 

联合创业资本管理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良渚博物院 

廖凯原基金会 

陆丰市京海实业有限公司 

罗氏慈善基金 

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美国高通公司 

美国康德基金会 

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 

美国寿险业协会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南都公益基金会 

南加州校友会 

内蒙古共兴农牧业项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内蒙古矿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亿利新中农沙地农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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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 

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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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博山正觉寺 

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艾杰飞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上海朗泰健康护理有限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米开罗那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 

上海万革始应用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弘法寺 

深圳康普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思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佰利德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大创新发展基金会 

深圳市北大青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运隆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裕达环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深圳市骏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睦皓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庞剑锋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前海一点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优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钱塘潮酒楼福田店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 

深圳市天宝瑞蚨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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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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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智慧东方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中讯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万事利丝绸文化有限公司 

圣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思源基金会 

斯伦贝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唐仲英基金会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恒天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悟宿基金会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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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道德会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会及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香港丽达实业有限公司 

新东方中国学生慈善基金会 

新太阳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兴宁市汇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水釜山合符文化开发管理处 

轩辕教育基金会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燕南国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燕园校友（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扬州保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英特尔半导体（美国）有限公司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浙江睿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震旦国际大楼（上海）有限公司 

正大集团 

郑格如基金会 

郑州慈善总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国星火基金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普通合伙） 

中科博爱（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中滔环保集团 

中外制药株式会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中原（中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重庆嘉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三原色节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