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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获奖名单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个人）奖获奖名单（共 316 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矛 丁军 丁凤姝（女） 于萍（女） 于宝权 于海波（女）

于润杰（女） 万生东 久美彭措 马元庆 马全海 马志刚

马韵升 王军 王丽（女） 王玲（女） 王凌（女） 王小军

王布和 王西林 王有德 王伟明 王孝沛 王国峰 王忠本

王信卿 王俊保 王振华 王健林 王颂汤 王继元 王新生

车丽（女） 水巨洋 龙莉华（女） 卢长汉 卢业樑 叶茂

叶伟雄 田在玮 白轶南（女） 包紫臣 冯川建 邢诒川

成建礼 吐尔洪·朱马克 朱维 朱丁茂 朱玉林 朱宏魁

朱恩馀 朱海峰 乔成森 任小军 任太平 华若中 邬露露（女）

刘文 刘岷（女） 刘小平 刘子荣 刘水兰（女） 刘长亮

刘文福 刘正云 刘红兵 刘良绪 刘杰夫 刘国能 刘绍喜

刘根成 刘家珍 刘鸿业 刘翠明（女） 闫立平 闫联华

关志军 汤鉴新 祁申 许淑清（女） 孙茵（女） 孙文波

孙汀娟（女） 孙芳洲 孙茂芳 孙荫环 孙俊良 严哲 苏洋 李杰

李广富 李云龙 李长征 李玉林 李刚强 李自勤 李庆云

李劲夫 李国民 李泽山 李建明 李建鹏 李春平 李春波 李晓明

李彩芬（女） 李淙翰 杨光 杨文瑛、王祖同夫妇

杨白露 杨丛甫 杨建新 杨湘林（女） 杨德坤 杨德恭

肖兴英（女） 肖家炎 吴雄 吴宏林 吴英杰 吴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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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强 吴厚刚 吴殿华 何文忠 何书武 何志方 何嘉伦 佟树海

余岱 余长明 佘明哲 汪荣振 沈小平 宋英（女）

宋云东 张凡 张宇 张军 张岩（女） 张泽（女） 张勇

张瑜 张颖（女） 张睿 张布尔 张伦武 张旭升 张希敏（女）

张坤义（女） 张金华 张宝义 张倩玉（女） 张清尧 张锦堂

张碧安（女） 阿不都肉苏力·尼扎木 陈山 陈尘 陈丽（女）

陈荞（女） 陈海 陈鹏 陈正伟 陈东升 陈四群 陈立君

陈夷茁（女） 陈兆在 陈庆中 陈怀德 陈启伟 陈青青（女）

陈国庆 陈佩兰（女） 陈宝东 陈建龙 陈建福 陈淑华 邵本道

武国瑞 林水栖 林财龙 林秀成 林贤友 易孝和 易佩康

罗宾西尔 Robin Hill 岳朝军 金虎 金小韡 金秀华（女）

周长琦（女） 周茂文 周宝生 周秋光 周俊范 周胜规

周晓光（女） 周雅媛（女） 郑兴 郑小明 郑世明 郑志才

郑复生 孟昭敏（女） 赵万顺 赵文龙 赵学梅（女）

赵艳丽（女） 赵晓梅（女） 郝杰兵 胡洁、周立波夫妇

胡壮丽（女） 顺其自然 禹云益 侯力新（女）

侯立尊 侯建芳 俞培俤 姜纯 姜春勇 洪文展 洪仲海

宫正（女） 姚志胜 姚国庆 贺宗武 秦乐闯 敖其尔

袁可夫 袁占国 热依汗（女） 耿春萍（女） 聂品（女）

莫洪 莫涓（女） 夏永智（女） 党彦宝 钱月宝（女） 徐八斤

徐仁俊 徐凤英 徐卉香（女） 徐明光 徐宪德 徐海芳（女）

徐镱轩 高风兰（女） 高镇同 郭有勤 郭向东 郭迎庆 郭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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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静 席有良 唐崟 唐映祥 堵留柱 黄良俊 黄明全

黄炳均 黄振达 曹伟 曹德旺 龚俊龙 崔玉兰（女）

崔钟良 崔根良 康锋 梁亮胜 彭全丰 彭国镇 彭家英

葛艳华（女） 董乃倩（女） 董才平 韩庆 韩长安 景艺杰

程孝义 程学勇 程贻举 傅光明 储吉旺 舒迪

释妙乐（女） 释慧庆 童曙泉 曾科 温浩 谢玉堂 靳华林

蓝楚汉 蒲晓鸿 蒙萱 蒙朝先（女） 鲍寿庆 鲍国之 窦东海

蔡木通 蔡光胜 蔡君彦（女） 蔡国辉 蔡景祥 臧兰（女）

臧明山 廖礼基 谭冠堂 熊胜祥 黎斌 滕道春 颜景华（女）

潘跃（女） 潘阿祥 薛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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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单位）奖获奖名单（共 194 个）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华田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公司

天津贻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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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振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市华林有限责任公司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鞍山宝得钢铁有限公司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日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平盛德日新矿业有限公司

葫芦岛宏跃集团

吉林神华集团有限公司

澳门明德慈善会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阳光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省直机关职工爱心救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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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龙华古寺

上海万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曦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九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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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瑞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人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海利控股集团

金华眼科医院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地房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集团公司

宝文置业（安徽）有限公司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铜都流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蚌埠宏业肉类联合加工集团

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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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正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南益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江西民生集团有限公司

九江联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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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昌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沃德新世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劲牌有限公司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宇济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长城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楚园春酒业有限公司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珠江合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鼎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渝洲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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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德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力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

龙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海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广东锦峰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冠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民生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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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永隆（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远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森航集团

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理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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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荣民集团

西安开元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红杉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中登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鸿瑞集团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分公司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煤炭职工扶贫济困基金会

宁夏日盛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正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恒昌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巴州浙江商会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弘法寺

富士康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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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大商集团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16

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政文采访 9室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热线 12 栏目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

新京报——新公益月刊

人民网——中华慈善新闻网

光明网

新华网公益频道

新浪公益频道

腾讯公益——《存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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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突出贡献（组织）奖获奖名单（共 177 个）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慈善协会

北京市昌平区慈善协会

北京西城慈善协会

北京市延庆县慈善协会

北京市顺义区社会福利慈善协会

天津市慈善协会

天津市津南区慈善协会

天津市河西区慈善协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慈善协会

天津市宝坻区慈善协会

河北省慈善总会

平泉县慈善总会

秦皇岛市慈善协会

石家庄市慈善总会

邢台市慈善总会启民义工

赞皇县慈善会

张家口市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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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慈善总会

山西省慈善总会

太原市慈善总会

晋城市慈善总会

吕梁市慈善总会

内蒙古自治区慈善总会

包头市慈善总会

鄂尔多斯市慈善总会

辽宁省慈善总会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慈善总会

阜新市慈善总会

辽阳市慈善总会

北镇市慈善协会

抚顺市慈善总会

吉林省慈善总会

吉林市慈善总会

公主岭市慈善总会

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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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市慈善总会

伊春市慈善总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分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松江区分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玉佛禅寺觉群慈善专项基金

上海慈善服务总队医务义工大队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农行慈善义工队

江苏省慈善总会

南京市慈善总会

徐州市慈善总会

江阴市慈善总会

武进区慈善总会

昆山市慈善基金会

江苏省海安县慈善会

扬州市邗江区慈善总会

扬中市慈善总会

浙江省慈善总会

杭州市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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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慈善总会

嘉兴市慈善总会

绍兴市慈善总会

温岭市慈善总会

安徽省慈善总会

合肥市慈善协会

芜湖市慈善总会

六安市慈善协会

淮北市慈善协会

岳西县慈善协会

滁州市天使志愿者协会

福建省慈善总会

福州市慈善总会

福清市慈善总会

龙岩市慈善总会

蕉城区慈善总会

江西省慈善总会

南昌慈善义工协会

婺源县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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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

山东省慈善总会

济南慈善总会

潍坊市慈善总会

泰安市慈善总会

临沂市慈善总会

德州市慈善总会

滨州市慈善总会

菏泽市慈善总会

河南省慈善总会

洛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

焦作慈善总会

濮阳市慈善总会

漯河市慈善总会

武陟县慈善协会

周口市慈善总会

安阳市慈善总会

郑州慈善总会金翅公益联盟

湖北省慈善总会

武汉市慈善总会

宜昌市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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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昌县慈善会

宜城市慈善总会

来凤县慈善总会

十堰市慈善总会

湖南省慈善总会

湖南省慈善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长沙市慈善基金会

株洲市慈善总会

沅陵县慈善会

祁东县慈善总会

攸县慈善会

广东省慈善总会

中山市慈善总会

汕头市慈善总会

湛江市慈善会

珠海市慈善总会

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

惠州市慈善总会港澳基金管理委员会

饶平县慈善总会

广东省陈绍常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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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慈善总会

南宁市慈善总会

柳州市慈善会

桂林市慈善事业会

百色市慈善总会

崇左市慈善总会

海南省慈善总会

海口市慈善总会

重庆市慈善总会

重庆市渝中区慈善会

重庆市大足区慈善会

重庆市铜梁县慈善会

重庆市奉节县慈善会

四川省慈善总会

成都市慈善总会

乐山市慈善总会

遂宁市慈善总会

四川省宜宾市慈善总会

绵阳市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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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慈善总会

眉山市慈善总会

什邡市慈善会

贵州省慈善总会

贵州省慈善总会服务中心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慈善总会

铜仁市慈善总会

云南省慈善总会

文山州慈善总会

昆明市慈善总会

曲靖市慈善总会

陕西省慈善协会

宝鸡市慈善总会

铜川市慈善暨扶贫协会

渭南市临渭区慈善协会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慈善协会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慈善协会

甘肃省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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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

天水市慈善总会

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青海省慈善总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慈善会

宁夏慈善总会

中卫市公益慈善基金会

新疆慈善总会

乌鲁木齐慈善总会

克拉玛依市慈善总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善总会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民政局

石河子慈善总会

深圳市慈善会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鄞州区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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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慈善总会

即墨市慈善总会

大连市慈善总会

瓦房店市慈善总会

庄河市慈善总会

厦门市慈善总会

厦门市思明区慈善会

厦门市湖里区慈善会

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工作委员会

鹤童老年福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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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获奖名单（共 170 个）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

“党旗凝聚力量 爱心播撒京城”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

北京市慈善协会春雨大病救助项目

“爱心成就未来”助学项目

慈善助老项目

北京福彩 福送明亮项目

天津市

迎新春慈善助困项目

“有爱不再孤单”慈善助孤项目

“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项目

“大田杯”慈济育才奖学项目

寒冬送温暖冬令救助活动

河北省

“万达心康”工程

“光明行动，走进保定”免费救治白内障患者大型公益活动

福彩献真情 慈善助学子项目

唐山市“寒门学子进校园”慈善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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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太原市慈善职业技术学校

长治市慈善总会“朝阳助学”项目

晋城市“慈爱阳光班”项目

“亲情工程”慈善救助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先心病儿童救助计划

辽宁省

“关爱夕阳”农村中心敬老院援建项目

鞍山市慈善总会慈善助医项目

抚顺市慈善总会“精神康宁”救助项目

“关爱建国功臣，情系绿色军营”项目

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

东陵区（浑南新区）“放飞艺术之梦”残疾人艺术培训中心专项捐赠项目

沈阳音乐学院慈善汶川班援助项目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金泰母爱基金”项目

血液透析慈善救助项目

吉林省

吉林省慈善总会“慈善助春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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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慈善总会“关爱生命”外科大病救助项目

延边州慈善总会“伸出友爱之手”助学项目

黑龙江省

大庆眼科医院“大庆市中小学近视眼防控”项目

慈善爱心护养专区项目

苯丙酮尿症患儿公益慈善项目

上海市

唯爱天使基金项目

温暖送三岛项目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项目

“大学生慈善公益在行动”项目

乐善好视——送光明、送美丽、送爱心项目

江苏省

江苏省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项目

伯藜助学金项目

捐出一张废纸 奉献一片爱心项目

小慈大爱——南京“个人慈善冠名基金 ”项目

慈善助医项目

“三个不让”系列慈善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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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牵手助医项目

慈善救助白血病青少年儿童“护苗行动”项目

“牵手夕阳”老年人公益保障项目

心语心愿项目

浙江省

万村慈善帮扶基金工程

都市快报读者爱心免费午餐项目

湖州晚报“一周一心愿”栏目

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微笑工程

“心手相连，结对同行”结对助学项目

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

安徽省

安居助老项目

慈善联合助学行动

慈善助学项目

六安市“慈善一日捐”·“爱心圆梦大学”贫困大学新生助学行动

“和谐矿乡”专项基金

芜湖福彩圆梦 慈善圆梦助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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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慈善助农项目

“海峡西岸慈善情”项目

在国内 23 个省市自治区援建希望小学 194 所项目

江西省

青苗关爱工程——贫困家庭儿童大病救助项目

“南昌慈善日”活动项目

“爱满人间·助学支教”项目

抚州市慈善关爱儿童培训基地项目

山东省

光明行动——贫困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慈善救助项目

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慈善救助项目

贫困尿毒症患者慈善救助项目

情暖万家——帮助困难家庭过好年项目

大病医疗救助项目

“周行一善”慈善项目

慈善新风公益基金会

慈善大病救助项目

广播电视栏目《温暖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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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慈善救助血液净化项目

贫困学子圆梦工程

慈善 SOS——紧急救助项目

“银龄行动”之“银龄之家”慈善项目

轮椅助行工程

爱心慈善超市救助项目

湖北省

湖北省慈善总会“百院千叟享晚年”计划

湖北电视教育频道《阳光行动》圆梦计划

“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公益基金

“情满校园，放飞梦想”道德巡回演讲公益项目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病关爱壹佰基金慈善助医项目

十堰慈善·太和医疗救助基金

湖南省

“美心工程”慈善捐助项目

“金叶慈善医疗卡”项目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日行一善”活动

岳阳市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慈善救助项目

郴州市“大病医疗救助”项目

长沙市城乡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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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项目

广东省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项目

大爱救心项目

“爱蕾行动”——困难家庭儿童专项救助项目

“送医送药下乡及慈善医疗进社区”项目

“慈善医疗救助和应急救助”项目

“政策外”慈善大病医疗救助项目

希望工程汤臣倍健营养支教计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慈善总会“文更”助学项目

南宁市慈善总会“关爱老人慈善温暖工程”

柳州市慈善会“认助贫困学子大行动”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善聚源工程”广西崇左市爱心饮水站项目

广西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项目

海南省

“海航光明行”公益项目

慈心之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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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重庆市道德风尚基金

托起明天的太阳——“一帮一助学”项目

融汇支教项目

重庆市慈善总会小康助学项目

春苗烧伤儿童救助基金项目

四川省

“放飞梦想，托起四川希望的明天”——四川“慈善·福彩帮困助学活动”

“慈善情暖万家·四川新年心行动”慈善慰问活动

寅吾慈善公益基金

“在同一片蓝天下·慈善助学助医”帮扶活动

成都市慈善总会“阳光蓄水工程”

资阳市慈善总会“10000 名阳光助学计划”

凉山州“挽救生命、再造健康”救助先心病儿童公益慈善项目

成都市慈善总会“阳光明目健康工程”

贵州省

“衣恋阳光助学”项目

浙江万向“四个一万工程”项目

毕节市“龙天来扶贫助学基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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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文山州 10000 口“爱心甘露水窖”建设项目

慈善爱心引水项目

陕西省

千校慈善教育项目

“一元关爱”项目

方光玉公民道德建设基金

（方光玉青少年品德教育慈善冠名基金）

甘肃省

甘肃省“慈善水窖”项目

白银市慈善总会慈善育才助学基金

甘肃省“慈善新村建设”项目

青海省

青海省慈善总会玉树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人畜饮用水”、“危房改造”救灾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慈善总会“慈善之光”大病救助项目

燕宝基金会“捐资助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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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吉木乃县灾后重建水利工程捐款项目

克拉玛依市福彩公益金项目

贫困学校慈善捐建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关爱健康”项目

深圳市

“大爱罗湖”结对帮扶活动

宁波市

“思源基金”项目

“江北慈孝基金”项目

青岛市

青岛市慈善总会“慈善及时雨”紧急救助项目

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助学项目

大连市

大连市慈善总会农民工援助项目

厦门市

“雨露育青苗”孤困儿童结对帮扶试点项目

教学设备、医疗设备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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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

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贫困母亲救助项目

慈善医疗阳光救助工程

巴迪社区发展基金

一张纸献爱心行动

凤凰慈善关爱基金

慈福行动

LDS 慈善协会合作项目

行走·渴望

全可利慈善援助项目

易瑞沙慈善援助项目

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

达希纳患者援助项目

特罗凯慈善援助项目

多吉美患者援助项目

拜科奇血友病儿童援助项目

万他维患者援助项目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

儿童为本，区域发展

汇丰中华慈善老人关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