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0 年度捐赠名单 

 

本报告仅列出了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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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中公公益基金会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吕志和慈善基金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黄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浙江泰隆慈善基金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生 俞敏洪 

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会 

澳门霍英东基金会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处 

首颐医疗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周凯旋(委托 COMPOSERS INTERNATIONAL LTD.)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冯燊均（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宁波承泰行贸易有限公司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 

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广东梓材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拉卡拉网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胡丹 山东问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半岛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兴教育慈善基金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PRIMEROSE DEVELOPMENT GROUP LTD. 

北京赛德阳光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 

美国科维理基金会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百济神州（上海）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支行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广药白云山公益基金会 

杭州诺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时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华樾（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 青岛中交科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福务员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鑫桥联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姚纳新 张旋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罗氏慈善基金 

北京未名雅集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图宾根大学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LTD.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李家诚（LEE KA SHING）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黄斯沉 丁石孙桂琳琳家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关懿娴 

雷鸣 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有限公司 

李丽 EVERGREEN MARINE (HONG KONG) LTD. 

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北京宝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擘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 

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度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杭州灵隐寺 

杭州希格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霍宗杰 

昆山巨星行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林毅夫 

刘瑞旗 刘水 

吕耀东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睿音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德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创客村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云南云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张景昱 

中汇融（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XCOAL ENERGY AND RESOURCE 

蒋震工业慈善基金会 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联办财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亳州市人民医院 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财团法人崔钟贤学术院  冯婷 

梅国兰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百贤亚洲研究院有限公司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公益基金会 

福建福光基金会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LUEN FUNG LEATHER FACTORY TRADING 

CO.,LTD. FAITH YAO YU CHAO（赵耀渝）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蔡玉婷 

曹莹莹 崔广福 

第一三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比斯捷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比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锐艾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会 广东融和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郭蕊 黄藤 

姜梅 李朝阳 

刘凌 钱超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庞剑锋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阳邦兴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雁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施诺慕（北京）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孙楠 

孙文宇 唐山金农商贸有限公司 

唐有祺 天星演艺南京有限公司 

王爱国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于子一 震旦国际大楼（上海）有限公司 

EPIRAY LTD.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 TIANREN CULTURE (HONG KONG) LTD. 

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 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 

侯军 林振芳 

宁波市北仑区慈善总会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裴向宇 

邢台不孕不育专科医院 杨岩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TSAI MING CHUNG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 

郑格如基金 戴勤 

李健球 李震熊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 成舍我子女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林护纪念基金有限公司 隆基泰和集团有限公司 



杨柳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 北京李小凡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宝钢教育基金会 

北京赛德阳光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元初启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方晓蕊（委托杨瑞祥） 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李勇国 李兆基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薛兆丰 

冈栋俊 赵文权 

北京大学中研基金会有限公司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北同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王劲松 

84 级法律系校友（委托何小玉） THE BOEING COMPANY 

北京奥得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千纸鹤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北京清格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恩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常州华利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江涛 成都西敏汇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侯松容（委托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胡冰 黄端权 

黄建生 吉林省金康安医药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 蒋五玲 

焦文 李斌 

李宁 李莹（通过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刘二海 陆静琦 

满国辉 厦门市万石画艺有限公司 

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大创新发展基金会 深圳市达沃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信邦科技有限公司 

神华期货有限公司 舜科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孙洁（委托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开元（委托汪琼） 



西藏天明置业有限公司 徐黧凤 

于越 张邦鑫（委托张海静）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周申文 朱海（委托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孙轶斌 中国扶贫基金会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SHOGAKUKAN INC. 

曾富城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SPRIX CO., LTD. 黄乾亨基金  

李一铮 青岛市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 1%俱乐部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朱东山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吴细兵 

上海宏信公益基金会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魏国兴 北京德恒公益基金会 

Frederik P.Lindberg（林德）&Dan Chen（陈丹）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葆婴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 北京皓宇天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尔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尔目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程雅 

崔钧 光华商领九期全班同学（委托李巧玲）  

郭岩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胡壮麟 黄小辉 

惠州市正伟涂料有限公司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景鸿投资有限公司 竞技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仙林 

连界医健咨询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梁雪兰 

林建周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人和卓远实业有限公司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多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申霓 



深圳立润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深圳龙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润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易龙泰科技有限公司 

斯伦贝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算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王明虎 

王倩倩 王旭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达孜真格天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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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成 徐文博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杨军 

益普索（中国）咨询有限公司 俞光岩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郑威 

郑直、郑盼、郑奕（委托郑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JOUJU CO.,LTD. THE TOKYO FOUNDATION 

北京大学九零级国际经济系校友（委托王剑） 北京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陈福生 

合肥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 河北省生活禅文化公益基金会 

李其乐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中泰富科技有限公司 宋临芳（委托宋东）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尹泓熙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美国寿险业协会 

3M 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六安市迎驾慈善基金会 

宏达通讯有限公司 全球华语律师联盟有限公司 

THE KOREA FOUNDATION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LEUNG NANG BONG 

北京达世行通合汽车贸易中心 北京群峰纳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 徐震翔 

阎海亮 中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SB C AND S CORP.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锐驰恒业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买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胡兆量（委托尹燕平） 江德爱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鑫 柯创龙 

秒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綦翊彤 山河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深圳市岑科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育庭 谢悦龙（委托骆沈浩） 

许戈辉 英文特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袁旔（委托宁晓静） 长青（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周旭照（委托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周昭庭 

朱志明（委托朱达贤） 庄汉文 

北京辰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吴虹 

上海衍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菱 UFJ 国际财团 

EMBA2018 级春季班（委托杨根） 曹勇祥 

蒋宏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易卫卫 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程珊珊 

郭鑫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刘闯 深圳前海万商天勤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逐高电子有限公司 宋戈倩 

王申罡（委托郭鑫） 杨旭清（委托刘岩） 

余超 张红军 

张申扬 张越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赵晓海 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LISHUWEI MICHAELYINGNIAN HE 

北京东科泓生科技有限公司 曾道远、王蕾 

陈桦 陈静 

陈响乐 耿赫 

孔令艺 李雅琼 

刘燕妮 路逊 



彭小红 祁小龙（委托徐丹） 

任玲 王远 

王正浩 杨洁 

杨熙茹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于颖欣 余莹 

詹德昕 张国强 

张海燕 张明华 

张晓宇 邹天龙（委托于颖欣） 

刘晶 财团法人理律文教基金会 

数学科学学院二〇〇二级全体同学（委托吕婷） 齐宏 

王超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张宇伟 

柏卓辰 王勉 

王学军 陈庆 

纪力强 赵本富 

张明明 北京恋日雅光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陈宝权 陈春花（委托张娇） 

陈浩东 陈敬元 

陈奇志 崔成儿 

代新霞 高广伟 

高黄根 龚宇阳 

韩东光 韩有瑾 

呼延弢 胡小花 

胡元梓（委托马世妹） 黄非 

霍鹏 贾学鹏 

江小群 柯颖锋 

来鲁华 蓝佳佳 

雷晓燕 李九艳 

刘丙坤 刘莉 

刘寅喆 马安俊 

牟海省 彭运 

邱长伟 深圳市海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善堂医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家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庄民中药材有限公司 施永辉 

史永辉 宋大成 

田丽君 王步之 

王洋 吴凯 

谢志刚 熊博 

严一萍 颜彦 

杨文生 杨细平 

姚东旭 姚洋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张大鹏 

张恺元 张长春 

张知 浙江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桂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