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8年度捐赠名单 

 

本报告仅列出了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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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ZHENG GE RU FOUNDATION 

THE SHAW FOUNDATION HONG KONG LTD.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北京中公公益基金会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陈上智 LUI CHE WOO CHARITY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 深圳半岛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北京为明树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同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BHP BILLITON LTD. KWANG HU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刘振飞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 

哈尔滨剑桥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北京

代表处 

K C WONG EDUCATION FOUNDATION KIN CHUNG PETER WANG 

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百贤教育基金会 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东安有限公司 北京星量科技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老牛基金会 

浙江省李书福资助教育基金会 重庆市拉卡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唐立新 THE KAVLI FOUNDATION 

李莹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李家杰珍惜生命基金（香港）北京代表

处 
李兆基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 

CISCO SYSTEMS INC.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拓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申乐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纳威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HE FRIENDS OF BEIDA (HONG KONG) LTD. 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北大资源集团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和才梦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诺鸿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上药爱心伟业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龙琦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慈善总会 

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博爱教育基金会 



郑州慈善总会 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长炼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KARL SCHLECHT STIFTUNG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 

北京资源燕园宾馆 青岛蓝海万拓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亚军（WU YAJUN） 

李家诚（LEE KA SHING） 医科达（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斋堂灵水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瑞意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CHEONG TA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河北省生活禅文化公益基金会 香港北大助学基金会有限公司 

山东爸爸的选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ENSETIME GROUP LTD. 

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 CO.,LTD. 北京爱康国宾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比林通信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凤凰健康公益基金会 北京京娃娃童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星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轻舟培训学校 

北京梧桐绿缘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育达十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和盛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承德紫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宝婷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自强助残助学基金会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韩济生 

河南省置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天使医疗救助基金会 

胡元祥（Hu Yuanxiang） 湖南省顺超公益基金会 

霍宗杰 江苏中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九江市天地祥实业有限公司 李宁 

瑞文斯（上海）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东星环保油墨有限公司 深圳宝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博领教育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晋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秋叶原实业有限公司 泰诚成国际有限公司 

王有余 徐海江 

许晓文 耀寰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BANCO SANTANDER S.A. 北京深睿博连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刘卿伉俪后人陈定海、陈夏萍 
FOUNDA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SANG CHI MING RICKY 百富计算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LTD.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红瑞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青鸟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 

GS CHARITY FOUNDATION LTD.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北京北大临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国发院 2017级 EMBA 班赠组（委

托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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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云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山泰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 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源利置业有限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李其乐 李新波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零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青岛少海汇金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意外境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圣莎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立润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深圳锐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润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程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港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王明虎 

王馨莹 于海心 

余前景 张雪蓓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震旦国际大楼（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88级院友

（委托苗月霞）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 

深圳弘法寺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WANG LIHONG THE BOEING COMPANY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林振芳 宁波市北仑区慈善总会 

上海巢道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TSAI MING CHUNG 

北京羽通美辰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雷鸣 裴向宇 

杨岩 张邦鑫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 KUOK FOUNDATION BERHAD 

周小红 EMBASSY OF PAKISTAN 

苏州工业园区 李鸣 

戴勤 杭州良渚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李健球 李震熊 

梁晓英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1994级校友（委托罗永

强） 

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 

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陈鼓应 

登封市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杭州灵隐寺 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 



江山市人民教育基金会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林毅 平潭万基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裘峰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摩诘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上海尊堡音响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李小凡公益基金会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国发院 EMBA2018 班（委托李文

婷） 
宝钢教育基金会 

MANOR WAY LTD. 中国扶贫基金会 

李青 李薇 

刘辉 王少主 

薛兆丰 CHENG YAN 

GROWTH MASTER (HOLDINGS) CO.,LTD. CHINA YUHUA EDUCATION CO.,LTD.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1977级校友（委托崔

莉凤） 
袁政 

北京大学 1995级保险班校友（委托刘志

青）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念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翁洪武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LTD. 

NITORI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FOUNDATION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葆婴有限公司 

北京宝泽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诚诺美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1984 级校友（委托刘建民） 

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 北京东方至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瀚海盈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昆兰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千纸鹤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方在康 

寒天阳 黄建生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斯坦李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 

苏州信义置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燕园书香（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北京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 

LVMH WATCH JEWELLERY HONG KONG LTD. 深圳市庞剑锋慈善基金会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TEMPORAL BRAND CONSULTING LTD. 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曾富城 深圳市佐治亚理工学院教育基金会 

斯伦贝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SI YUAN FOUNDAITON 

魏巍 SPRIX CO.,LTD. 

爱佑慈善基金会 北京大学1994级保险班校友(委托黄雪昀) 



北京大学 78级力学校友（委托雷小强） 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广西信德嘉律师事务所 

广州万物有翼科技有限公司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佳莱科技有限公司 金光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SHOGAKUKAN INC. 

PHILIP K.H WO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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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ON 1PERCENT CLUB FOUNDATION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黄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93级院友（委托刘培

伦） 
周修禄 

DAEWOONG FOUNDATION CHINESE TESTING SERVICES LTD. 

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 北京宏信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慈善协会 登封嵩阳书院研究院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MITSUBISHI UFJ FOUNDATION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POSCO TJ PARK FOUNDATION 
CHIANG CHEN INDUSTRIAL CHARITY 

FOUNDATION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RECRUIT CO.,LTD. 

敖小强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环科学院 1984级校友(委托宋金

链)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葫芦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基业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陇悦矿业有限公司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尔目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天空卫士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龙睿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普索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云舒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曾雁 崔钧 

冯泽成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杭州塞帕思量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老区扶贫帮困基金会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竞技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赖俊宁 

李仙林 李新创 

刘春兰（委托陈涛） 刘海波 

刘鸿羽 启元世界（北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钱铭怡 秦力洪（委托常祯）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安然纳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山楂树甄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深圳安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龙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淇展示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休明盛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中建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绿基金公益基金会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王秀志（委托 ZHENLIU）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群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武汉市新新图书有限公司 

西安丝创互联网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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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 殷胜荣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征和开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钟媛 澳美制药厂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姜建成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JOUJU CO.,LTD. 

北京大学国发院 EMBA2009班（委托兰霞） 北京大学国发院EMBA2002班（委托魏雅梅） 

北京德恒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辉智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龙腾简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李一铮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 

梁方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吴庆宝(委托叶其孝) 3M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六安市迎驾慈善基金会 北京浩熙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HSU CHEN CHUN 北京大学国发院EMBA2017班（委托李文婷） 

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ERS 北京莱普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静 王卫东 

OLSONNILS KRISTIN 北京聚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曾庆东 陈文琪 

戴颖 单治超 

杜成孝 杜启孟 

范琪安 冯佳静（委托冯宇安） 

冯璐 冀静 

冀庆超 李广宇 

李杭媛 李靖 

李珞珞 林芳华 

刘福合 刘亮 

刘玲玲 刘升 

庞剑 曲贵祥 

孙婷 谭一馨 

王东 王佳荣 

王琳 王荣花 



王婉馨 王晓征 

王亚章 王禹 

吴欣桐 吴玉芹 

吴跃文 熊美容 

于涛 岳佳琪 

张立剑 张树军 

张霞 张小玲 

张玉洁 郑灿 

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朱启明 

朱倩 XU YONG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权亚律师事务所 房震宇（ZHENYU FANG） 

SOFTBANK COMMERCE AND SERVICE CORP. 安徽省康美来大别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道正国际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 

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 北京锐驰恒业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优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德中和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溪地诺丽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科伟业（中国）有限公司 柯创龙 

李年成 
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綦翊彤 山东佳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汪凤华 王郑红 

吴育庭 谢悦龙（委托谢亚龙） 

信金资产管理（宁波）有限公司 燕园校友（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 药渡经纬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英文特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张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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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昭庭 朱志明（委托朱达贤） 

株洲市慈善总会 庄汉文 

辰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翔 INNOVATIVE MICRO TECHNOLOGY INC. 

北京大学国关院友 CHENJIANLI 

杭州彤程公益基金会 梁晓、栾晔、梁颐颢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西安泰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LEE AND LI FOUNDATION UNISOKU CO.,LTD. 

薛永前 北京大学英语八三校友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LTD.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北京亨瑞同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荣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圣火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国投融汇（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建华 

刘闯、刘阳 茂晶骏龙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越同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余超 

北京首航财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罗永强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章阳 马跃 

王永革 胡林 

纪力强 MICHAELYINGNIAN HE 

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凯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鑫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 蔡九胜 

常微、徐进 陈静 

冯超 景涵韬 

李聪聪 李敬 

吕殊阳 深圳宜美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易龙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海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洲际设计有限公司 史婷婷 

孙萌萌 顽雪体育文化娱乐传播（深圳）有限公司 

王觅 西安科因体外诊断试剂有限公司 

鲜娱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张国强 张海燕 

张燕军 张玉林 

赵大巍、钟贇、常伟 中民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曹勇 

程永军（委托赵利志） 程凯 

德尚酒店设备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穆森智能办公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艾德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曹毅 

成舍我家人 黄明（HUANG MING） 

魏莹 章诒学 

李勇 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 

周安仪 陈春花 

陈友忠 方森 

韩若冰 孙应帅 

庾雷 北京大学 2016MPA（委托莫瓅） 

黄竹修 冯国栋 

牟震 钟承赞 

吴成鹏 匿名(委托王天晓) 

摩比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易卫卫 



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 95级校友（委托王

洋） 
北京恒三江仪器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朗心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陈奇志 

陈响乐 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广东创安律师事务所 广东真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韩冰 呼延弢 

虎翼雄 贾琪 

金赤 李德志 

李士好 临安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朝晖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牛津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钱亦奇 

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法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君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鹏（委托李军超） 

石天卓 宋大成 

覃岭 田莉 

田明 王天广 

王一星 西安森地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肖寒 肖家亮 

谢灿华 徐稳松 

晏磊 杨立 

杨林稚（委托袁哲） 杨渝平（委托王璐瑶） 

姚洋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 

于秀华 张抗、孙丽 

张黎黎 张维岩 

张小龙 赵晶（委托王思） 

郑伟 周一民（委托崔文革） 

朱东山 朱利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