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2015-2016） 

拟表彰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单位（162 个）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恒大集团 

深圳尚慧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AXA 安盛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利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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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美国高通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瑞长江投资有限公司 

蚂蚁金服集团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辣妈帮科技有限公司 

中脉健康产业集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康师傅饮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沃尔玛基金会（Walmart Foundation）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中国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辉瑞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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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箭牌公益基金会 

智联招聘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金宝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肯德基中国 

澳门善明会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蚂蚁力量传统手工艺文化发展中心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橄榄文化发展中心 

四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怀化市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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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百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阳市金梧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中脉公益基金会 

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联想公益基金会 

百事公司 

东莞苏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爱睿希（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万事达卡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般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基金会 

上海久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 



 5 

广东南粤银行 

祝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汇金在线（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佳莱崇德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华来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云系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梁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富赛（天津）交易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升瑞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帝亚吉欧洋酒集团 

红颜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新赛点体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承兴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严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河南省慈善总会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元公益基金会 

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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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澳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艾默生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顶新公益基金会 

青岛澳柯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和睦家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京网信众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公益 

新浪微公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 

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宝宝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家乐福（中国）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SAP)  

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和田丽天钢结构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裕龙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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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佰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红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垦荒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雅恩健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暴风动漫有限公司 

爱耳时代医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康柏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磐安县丰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汇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旭日红阳国际文化艺术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大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与和平文化艺术传播（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妇产远程医疗技术创新联盟 

上海明月眼镜有限公司 

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  

新华社手机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生活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心社会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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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社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  

BTV 新闻  

人民网要闻部  

新华网公益频道  

中国网新闻中心  

中国新闻周刊  

环球网  

ELLE中国 

腾讯网公益频道  

网易新闻本地频道  

公益时报社  

JSTYLE 精美  

《中华英才》半月刊社  

《当代中国》画报社  

新闻哥  

 

个人（84 个） 

王冀东 香港金昕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毛小弟  北京政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西 

        城区工商联副主席 

刘  峰  华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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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岩 河南省中原豹户外运动俱乐部秘书长 

杨宇环  泓淇（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海荣 红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沐迪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文金 爱心人士 

承骏昌 香港创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欧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五月天 台湾乐队 

王祖蓝 香港演员 

苏丽婷  颂艺术会馆创始人 

李炳昆 湖南盛世阳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培君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记者 

韩  子 北京翰森国际传媒执行董事长 

黄金标 北京德意双盛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立和 北京海怡世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家强 香港歌手 

熊延生 爱心人士 

钢  子 8 号当铺总裁 

朱立南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君联资本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晓婷 台球选手 

魏  鑫 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 

邵敬之 杭州腾讯创业基地（众创空间）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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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翔宇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卢  璐 爱心人士 

刘金明 上海丝凯依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兆亮 爱心人士 

李  玫  爱心人士 

陈  光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图书信息资料中心主任 

周海伦 爱心人士 

陈豪刚 上海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唐欣欣 爱心人士 

凌  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全国政 

        协委员 

蔡大庆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韩素英 河北银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霍  东 中国庆华能源集团副总裁  

林纪美 爱心人士 

姚  琛 爱心人士 

赵继江 爱心人士 

江疏影 演员 

于和伟 演员 

马艳丽  服装设计师 

马海燕 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 

文  静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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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雅乔 人民网公益频道主编 

白百何 演员 

尼格买提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朱  迅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朱广权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任鲁豫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刘  声 中国青年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刘  琴 蚂蚁金服社会责任部总监 

刘梅颜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孙爱军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 

孙雪梅 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 

李  宁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静 主持人 

李易峰 演员 

李维娜 人民日报社主任记者 

杨  光 新浪微公益总监 

吴  冰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何方礼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治委员 

何振红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宋利彩  中国妇女报记者 

张一山 演员 

张希敏 中国新闻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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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茹玮 优酷网公益频道主编 

张肇达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林  戈 湖南省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副院长 

林永健、周冬齐家庭  演员 

林兆妹 爱心人士 

柯  洁 围棋选手 

钟蕾蕾  光明网公益频道副主编 

贺  炜 中央电视台足球评论员 

聂世镛  爱心人士 

徐大鹏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热线12》栏目制片人 

高  赛 光明网副总编辑 

陶  虹 演员 

黄小希 新华社记者 

黄晓明 演员 

梅  婷  演员 

潘  旭 新华社摄影记者 

戴  兵 中国光大银行工工作委员会会副主任兼信用卡中心 

        总经理 

鞠  萍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