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助者
SPONSORS 2015-2016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宁夏天元锰业  艺美基金会  神州数码  中国建设银行  
中信建设  Citi  Foundation  亿阳集团  黄立鸿  新领域  李峰  徐凌  吴晨  
GSRD  Foundation  Caterpillar  Foundation  洲际酒店集团  长城金点  
刘凤兰  美博文化  漢家族办公室  金浩集团  方方、毛倩  传奇旅游投资  唐炬  
林有勤  中国艺术品牌稀奇、白百何  新创嘉职业培训  百灵达国际控股  姚莉   
王重昆  惠泽普世投资咨询  红塔沈阳工业  范迪安  上海源美投资管理  宋泽洋  
佳兆业集团  深圳正威集团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  昊天投资中国  康明斯中国  
Amy  Luan  西田吉彦（日本）  银达物业  香港纵横  德勤中国  上海宇培集团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  信达投资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  中核华原钛白  美国大使馆  
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  兴奥浩思北京  陆昂  莱特思科技  谢佳扬  朱茂元  刘佳  
商银信支付服务公司  北京光环新网  中国电信集团北京公司  中伦律师事务所  
恒介会计师事务所  成都晨旭房屋开发  成都和熙投资  范尕尕  冯大中  赫英明  
甘杭霞、刘伟  黄文燕  汇智胜得北京投资管理  田一丁  王强  肖达  付军剪艺  
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中国银河证券  赵纯  江苏三川建设  肖剑  国际青基会  
徐娟  华育幸福专项公益基金  康元投资  百年城集团 王平 田宽宽  国家大剧院  
朱迅  曹启泰  董默涵  沈娜  薛皓垠  中国电影乐团  张冰冰 高参  郭赫  刘佳怡  
胡肇洋  林思汉  运通（三河）机电工程技术  CJ中国  爱慕公益基金会  陈少琪  
北京市东城区民防局  北京通宝信诚  丝绸特浓服装  韦博国际英语  天工集团  
沃尔玛中国  幸福咖啡馆  中国东航北京分公司 上海吾衫科技有限公司 辛建林  
新意资本  丁杰、王建琪、丁潇麟  贵州银行  叶大年  郑培敏  周彩虹  周密子  
乐视控股北京  艺高高与Bottle  Dream  慈爱嘉  广福设计  太阳系图片社  
青木印象  张振秀  幸福账单  信诚人寿  Starcrest  Capital  Partners  Ltd  
宝丽兴源技术服务  陈凯  大连青基会  德康莱健康安全科技  马传福  王惠萍  
施耐德电气中国  赵云霞  星巴克中国  电讯盈科北京工会  薛福志  戴尔中国  
希加奇国际文化  比格文化传播  彭玮  潘鹏翔  极地风家电维修  陈兴华  万鹏  
西田通商株式会社  Min  Young  Ju  香港天天向上基金会  印度艺术基金会  
清美艺宸美术培训学校  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  Winnie  Cheung  崔春光  
刘亚晶  罗晨方  罗晨文  马志洪  邱舒  曲和磊  田菁  禹华初  张宏基  张胜兰  
赵军  郑天涛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  达仁和绿化  国贸饭店  好牙医  建国饭店  
玛丽斯特普北京代表处  同梦基金  望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赵民  戴黎  买欣雨  
中信建设技术中心员工  Right  at  Home  International  鼎春德房地产开发
吕开斌  金体健身中心  刘育梅  狄尚志  丽江市地震局  丽江市劳动局  杨辉伦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英特尔中国  海涛国际旅行社  盛雯怡  安妮  刘丽娜  
武汉汉立制冷科技  李冰  刘畅  毛妍  鑫和泰道投资管理  彭晓  杨澄  崔立功  
武汉丽岛物业管理  Elaine  M.Davis  and  Edward  E.Davis  瓮士雄  王海燕  
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  梁艳华  周文彦  王涓涓  魏雷  鞠迎萦  史超钧  倪南  
Daisy  Dai  贾春来  林若谷  林若礼  王林  王天逸  王自力  肖阳  张芳  赵奕然  
许嘉、毛嘉丽、许心愷  江宝全  薛彦文  李艺  马莉  于倩  张琳丽  贾芳娣  
刘本发  乐乐嘉医学技术  交行通泰  青木印象  杨品譞  于光耀  李佳音  王彭煦  
吕静、牛熙岳  王锦  甘志凌  贾光辉  李刚  吴莹  Anett  Herrmann  霍炜  
久贺日本料理  李剑雄  王红漫  飞翔空港商贸  常春霞  楚锐  封如怡  侯艳霞  
华梅  木金花  瓶行宇宙  田艳梅  徐照军  许惠娟  杨卫波  杨燕敏  朱平娜  
郑楠、刘聪、马宇程、王亦璐、李韩宇、任春昀  融通医迅科技  吕盛英  刑卫  
中国东直门街道工委  金网络置业  闫冬  李昂  王法  冯禹豪  任冬冬  陈文义  
本源晶鸿资本管理中心  张建敏  刘馨  马玉娜  马英  要鑫  刁文  徐娜  李洪  
李蔚  荣培云  王日功  文博  吴璞  吕而文  胥福珍  崔琦  杜佳员  霍岩、小宇  
齐向东  刘靝歌  马卫华  彭军  唐国晶  于萌  张珞含  赵磊  周文娜  蒋利峰  
庞文广  裘晓林  余忠茂  赵科  鲍雪侣  高燕  何天锁  李春锋  刘青青  戚建平  
吴月双  余传寿  仝刚  张冠儒  Vivi  张文君  张勇明  韩飞  马薇  张坤  刘宁  
陈燕琳  和春蕾  蒯锐  李璟辉  李欣  李彦辉  刘贤博  刘长香  濮金中  芮艳  
邵智增  宋天成  谭小亮  王静  王玮  王渊  谢小丽  于荣  余敏  张婷旺  张长新  
赵竟妤  周晓光  邹丹清  许琴  宋瑞华、崔晓  张国强  周玥  暴子睿  戴浩  
贺骞  黄海龙  李佳睿  刘敏华  刘韧  刘炜  唐欣欣  王磊  王铭烨  王伟  杨琪  
张力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段宏亮  海洋  堀部阳子（日本）  李博  李欢  
廖钒  王燕  孙毅（西田通商株式会社）  石井哲郎（日本）  贾清清  康乐  
鲁力  聂惠明  彭丽  王莹  智而学文化传播  朱明明  郭丽霞  张姗  陈鲲  崔萍  
程若瑜  丁文  胡长文  回娜娜  姜波  毛宇  孟静  王华军  闫蕾  杨大鹏  张赢新  
赵引  赵志华  陈希  鲁俊  佟钧、王美丽  团团  王天怡  许爱民  张玥  董晓倩  
蔡怡、王建云  李会杰  张阳明  石薇  李斌  刘静  马志国  吴蓓  安国柱  贾维  
陈继新  陈京京  陈京伦  韩永生  李丹  刘继伟  陆楠  孙艺峰  王艳杰  武少晶  
武小南  许宝昆  杨建领  杨占辉  余建国  赵萌  丁秋  百年职校各级校友  
爱心人士 

*本资助牌不包括京外各地学校物品和服务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