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助者
SPONSORS 2018-2019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赠与亚洲  Citi Foundation  银达物业  Google.  洲际酒店集团  

佳兆业  银都实业  卡特彼勒基金会  宁夏天元锰业  中关村科学城  泓生资本                 

水木投资  惠州大亚湾德丰投资  中核华原钛白  百年德诚  中隆亚太北京  威马汽车  

姚莉  毛倩  新东方  艺美基金会  艺高高“我的艺术我的团” 钱志龙  长城金点          

中集宏达  昆山光达  中能兴科  中宁县恒达建设  光环新网  河北雄安链点  谢佳扬    

李冰  胡旭成  胡肇洋  陈劲松  中伦律师事务所  李真  爱尔兰大使馆  传奇文化             

康明斯（中国）  百年城集团  爱慕公益基金会  四季酒店  荣新教育  国家奥体中心  

水立方  慈爱嘉  Schneider Electric  付军美业  希杰集团  壹季体能训练营                   

朱迅  曹启泰  Risteard O'Deorian  高参  薛皓垠  沈娜  田光浩  曹慧  刘凯  郭赫       

中国通讯摄影协会  幸福咖啡馆  同梦基金  童书妈妈三川玲  绿色国学王乐慷  毛社军  

杨澄  诺亚公益基金会  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陆昂  辰悦资产管理  崔春光  张心栗  

美博文化  永新华韵  电讯盈科  饶桂珠  李廷芳  张振秀  英语流利说  竟安城科技       

西田通商株式会社  薛福志  松泽民男  陈十游  交通银行东单支行党总支  马洪延       

梁艳华  井关洁香  刘育梅  德勤中国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  恒安嘉新  紫棠泓  刘亚晶  

沈则馨  银泰物业  杨蓉蓉  唐保祺  禹华初  郑天涛  盛雯怡  李思晨  毕高教育  朱泽嘉  

黄立鸿  成都和熙投资  莲池正明  田宽宽  刘畅  肖剑  尹世一  戴黎  林文喜  李龙奎  

狄尚志  贾芳娣  黄开蒙   Tim Baker & Annie Jiang   张胜兰  小北饵块  刘凤兰         

王乔生  赵悌尊  赵宁  甘泉成长  海博诚科技  刘立文  余放达  先丰服务  波若颐养      

荣培云  刁文  史超钧  王重昆  宋琳琴  东环置业  程巧梅  湖心  玟怡  封如怡  朱洪杰  

瓮士雄  徐进良  刘凯  陈建明  霍炜  皇甫静  王自力  白思南  Peng Zhi  王旭明            

于志刚  李辰昊  濮金中  文博  谢勇  李幼佳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修班  崔继铭  杨旭  

唐佩敏  顾珺  王海燕  袁瑞军  杨璐宁  Mike Lam  李昂  张力  李俊燕  莫单玉  马小平  

马艳如  庞文广  徐辉  叶茹  王玉梅  艾仁智  贾春来  余忠茂  李彦辉  图威斯环保         

于萌  赵磊  向荣  刘莹  王晓蓓  鞠迎萦  张佩琳  俞璇  潘明  汪祺耀  黄逸晨  高云麒  

周学东  吕而文  朱心迎  三木  姜彤  武达萱Adèle Plard  稀奇艺术与童瑶  裴毅        

中国银行  中国航天基金会  白羽梵  王芊烨  姜政仲  姜泽慧  贾小芃  沐汐  王官升      

毛羽  刘筱露  姚伊伊  杨绍慧  陆平  田菁  祝铭晗  张满超  周密子  郭明真  马薇          

刘长香  李连君  谭煜锦  张峤  路昊  胥福珍  张卫东  臧振兴  何君燕  沈黎晖  张啾啾  

李磊  张赢新  杨林  张建钢  张阳明  王建新  段宏亮  余敏  谭卿  邵智增  谷雨  徐黎  

赵萌  张长新  王宝超  唐国晶  卢先  李官波  吴莹  仝刚  裘晓林  孟祥禹  马卫华          

贾光辉  陈京  申诗涵  徐元华  许春晖  张秉霞  许文斐  杨品譞  闫雪红  屹林  李伟      

鲍雪侣  郝佳  饶沛桓  饶金子  郑冰  林范有  胡軍軍  李璟辉  吴莉琴  王耿  子业  于倩  

祝丽贤  赵依然  谢小鸿  乐乐嘉医学  荟色生活  奥立金SHOYO轻氧  李刚  郭海亮  

冯小茹  王咨英  彭晓  肖飞  乔友坤  王亚洲  余传寿  张亚民  广福设计  闫蕾  左钢      

姚鸿  王磊  赵璞阳  王强  王薇  王璐  彭军  王欢欢  杨占辉  张轶  刘静  许宝昆  王远  

马英  董晓倩  龚建  许斌  郭彦林  于光耀  姜少勇  淳于彤  海洋  刘继伟  孙艺峰  许睿  

陈朝阳  吴蓓  刘韧  许爱民  杜贞辉  李斌  马志国  赵莉  卢伟  祝丽杰  刘海斌  穆青  

白茹  李微  谢书娟  黄海龙  许宁宁  马玉娜  崔萍  浪制作  冯三毛  王雷  张晓峰          

陈灿涛  徐志远  谭秦  索志铁  魏凯  李芳芳  魏子舒  李锦波  毛若萱  睿萌  星汉          

肖春泉  张莹  吕开斌  Philip Duong  冯昌明  方晋  马千鲁  赵科  王燕楚  郑伟  许琳红  

周民忠  余海潇  张晨  贺志辉  耿本华  杨红伟  魏振强  王迪超  王明红  付贵林            

李顺利  左世华  刘馨  李生  迟景瑜  李大荣  汤元苗  刘锦秋  张小辰  史彩霞  赵强       

梁丽华  孙孝芹  高莉  涂睿婷  兰建坡  刘琛鑫  晋灵君  高勇  刘曹哿洌  李沛泽             

禹景坤  鲁力  韦娉  任宜俊  张乐珍  李樱  陈昌宁  魏汝峰  李彦彬  张东乾  韩永生     

刘贤博  江玲  张墨  黄耀金  张馨宇  罗净  佩琪  王若余  黄莲  苏瑞芬  禹北蓓  武沫沫  

周蕾  肖柳  李尚儒  李驰  李红兵  张立涛  羽晨  朱靖  吕晓亮  司意菲  王兢克  厉楠  

雷新舟  杨杰  王惟惟  王小娥  赵洪桂  林大卫  穆念河  周华  任思源  刘毓玺  袁时      

周青  李弘  王红漫  隋超  崔斌  堀部阳子  东直门商会  张琳琳  胡晓飞  李云  李蔷     

褚四順  浦静丽  姜凤霞  曹家倩倩  王静  郑艳红  曹建淼  政府政策性拨款                      

百年职校校友  爱心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