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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收支目录 

CCF-BMW Warm Heart Fund: 2012 Balance Summary from 1st March 

to 30th April 

    2012 年 2 月 29 日结余 
¥46,903,383.51    

 Total Balance as of 29th Feb, 2012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捐款 
¥10,343,134.59  后表 1 P2 

Total Donation from 1st Mar to 30th Apr ,2012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支出 
¥7,142,735.42  后表 2    P3 

Total Fund Usage from 1st Mar to 30th Apr ,2012 

2012 年 4 月 30 日结余 
¥50,103,782.68  

  Total Balance as of 30th Ap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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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Index table 1 
   

     
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捐款总览表(2012.3.1~2012.4.30) 

 
CCF-BMW Warm Heart Fund Donation Summary Table 

 

     
到账日期 捐款来源 捐款金额 备注 页数 

Date Donation Channel Donation Amount Note Page 

03/01/2012~04/30/2012 
个人直接捐款 

¥204,051.50 后表 3  P7 
Direct Donation to CCF  

03/01/2012~04/30/2012 

经销商募集的捐款 

¥10,139,083.09 后表 4  P8 Donation from Dealer  

Channel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总收入 
¥10,343,134.59   

Total Donation from 1st Mar to 30th Ap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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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Index table 2 
 

   
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支出总览表(2012.3.1~2012.4.30) 

CCF-BMW Warm Heart Fund Usage Summary Table 

   
拨款日期 项目描述 拨款金额 

Usage Date Project Description Usage Amount 

03/22/2012 

为云南省楚雄市禄丰县独瓦房完全小学冬季送被子及文

具的费用。 

¥29,853.80 Purchased blankets and stationery for Duwafang 

Primary School in Lufeng Country, Chuxi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03/22/2012 

青海省果洛州雪灾救灾物资援助项目款购毛毯 6667

条，分别发送给受灾群众：达日县 2060 条，甘德县

2307 条，玛沁县 2300 条。 

¥999,999.99 Purchased 6667 blankets for people in snowstorm 

area in Guoluo State, Qinghai Province: 2060 blankets 

for Dari Country, 2307 blankets for Gande Country, 

2300 blankets for Maqin Country. 

03/22/2012 

为上海悦苗园爱心图书室建设，购买 2 台台式电脑和电

脑桌、图书和教学用具款。 

¥22,439 Purchased 2 sets of desktop computers and desks, 

books and  teaching aids to set up the  "Yuemiao 

Garden" library in Shanghai. 

04/19/2012 

资助河南省、浙江省、辽宁省、广东省、贵州省、甘肃

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云南省共 18 所童悦

之家(详情请见备注)的建设费用。 ¥4,820,000 

18 “Joy Home” construction fe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see remarks in the next page). 

04/19/2012 

资助河南省少林慈幼院 100 名孤儿的生活和学习费用。 

¥200,000 Supported 100 orphans' living and tuition fee in 

Shaolin Orphanage, Henan Province. 

04/19/2012 

资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 25 所希望小学和中华慈

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的 18 所童悦之家所在的学校开展

篮球比赛，学生的篮球服装、篮球设施、志愿者交通等

费用。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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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students from 25 Hope Schools and 18 

schools with "Joy Home" to participate in basketball 

games, including sports dresses, basketball facilities 

build up and volunteers’ transportation fee. 

04/19/2012 

资助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2010 级 11 名贫困优秀高中毕

业生顺利进入大学校园。 

¥44,000 Student grants for 11 excellent high school graduates 

to continue university study in Pingwu Country, 

Miany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04/19/2012 

资助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100 名高中学生的助学金。 

¥200,000 Student grants for 100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ingwu Country, Miany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04/19/2012 

资助四川省什邡市 150 个贫困学生爱心接力赛交流会的

费用。 

¥73,344 Supported 150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warm-heart volunteer development workshop in 

Shif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04/22/2012 

邀请 6 名青海省玉树灾区孩子和老师到云南省西双版纳

参加“文化促进，给藏区孩子以关怀”为主题的爱心之旅

的费用。 

¥53,098.63 The travelling cost for 6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Yushu earthquake area to  participate "Culture 

Communication & Social Care to Tibetan Children " in 

Xishuangbanna, Yunnan Province.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总支出 
¥7,142,735.42 

Total Fund Usage from 1st Mar to 30th Apr, 2012 

   
   
   
备注：Remarks 

 
18 所               

童悦之家： 
18 "Joy Home" 

1 河南省南阳市香港子男小学 

 

Hongkong Zinan Primary School,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2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常村乡中心小学 

  

Changcun Primary School, Ye Country, Pingdingshan City,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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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南省商丘市中陵县黄冈乡魏营小学 

 

Weiying Primary School, Huanggang Town, Zhongling Country, 

Shangqiu City, Henan Province 

4 浙江省绍兴市群贤小学 

  Qunxian PrimarySchool,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5 浙江省义乌市毛陈希望小学 

 

Maochen Hope Primary School,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6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国强学校 

  

Guoqiang Primary School,  Lianshi Town, Nanxun Country,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7 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世纪小学 

 

Shiji Primary School, Wafangd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8 辽宁省阜新市蒙县化石戈小学 

  Huashige Primary School, Meng Country, Fuxi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9 广东省东莞市儿童福利院 

 

Children Welfare Home,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10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荔村小学 

  

Licun Primary School, Lunjiao Town, Shunde Country,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1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 

 

Children Welfare Home, Harbin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12 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市联兴乡联兴学校 

  

Lianxing Primary School, Shuangcheng City,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3 云南省宁蒗县大兴镇干河子民族小学 

 

Ganhezi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Daxing Town, Ninglang Country, 

Yunnan Province 

14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元吉小学 

  

Yuanji Primary School, Datan Town, Chaotian Country,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15 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磨滩镇观音小学 

 

Guanyin Primary School, Motan Town, Yuanba Country,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16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坝镇仁江小学 

  

Renjiang Primary School, Gaoba Town, Huichuan Country, Zunyi City,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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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裴家营中心小学 

 

Peijiaying Primary School, Gulang Country, Wuwei City, Gansu Province 

18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小学 

  
Shengde Primary School, Helan Country, Yinchuan City,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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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Index table 3 
 

   
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个人直接捐款明细表(2012.3.1~2012.4.30) 

CCF-BMW Warm Heart Fund Direct Donation to CCF 

   
到账日期 捐款人 捐款金额 

Date Donor Donation Amount 

03/30/2012 捐款-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2,790 

03/30/2012 捐款-王丹丹 ¥200 

03/30/2012 捐款-七里香之家 ¥61.50 

03/30/2012 捐款-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0 

04/27/2012 刘欣芳 ¥200,000 

  总计 Total ¥204,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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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Index table 4       

          

经销商募集的捐款       

Dealer Donation Channel       

          

到账日期 经销商 捐款金额 备注 页数 

Date Dealer Name Donation Amount Note Page 

04/27/2012 

北京燕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87,500  后表 5 P22  Beijing Ya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04/05/2012 

北京晨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75,000  后表 6  P24 Beijing Che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03/31/2012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0  后表 7  P25 Beijing Y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北京京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9,600  后表 8  P26 Beijing Ji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北京宝泽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0,000  后表 9  P27 Beijing Baoze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8/2012 

北京宝诚百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000  后表 10  P28 Beijing Baocheng Baiwang 

Automotive Sales&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2,500  后表 11 P29  Shenyang Hua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3/31/2012 

沈阳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6,084  后表 12  P30 Shenyang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2/2012 

鞍山晨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1,500  后表 13 P32  Anshan Che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锦州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350  后表 14 P33  Jinzhou Hua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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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2012 

大连燕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25,000  后表 15  P34 Dalian Ya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04/09/2012 

哈尔滨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后表 16  P35 Harbin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哈尔滨龙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1,800  后表 17  P36 Harbin Lo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大庆中顺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400  后表 18  P38 Daqing Zhongshu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呼和浩特市祺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56,400  后表 19  P40 

Hohhot Qi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鄂尔多斯市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110,000  后表 20  P41 

Ordos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7/2012 

包头市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5,200  后表 21  P43  Baotou City, Bao Ze Auto Sales 

Service Co., Ltd. 

04/12/2012 

太原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5,000  后表 22  P44 Taiyuan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太原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120  后表 23  P45 Taiyua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临汾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200  后表 24  P46 Linfe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吕梁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300  后表 25  P48 Lvliang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10    
 

04/09/2012 

长治宝诚潞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543  后表 26  P49 Changzhi Baozen Luf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长春宝兴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4,600  后表 27  P51 Changchun Bao Xing 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长春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7,500  后表 28  P52 Changchun H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2/29/2012* 

吉林鑫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00  后表 29  P53 Jilin Xinh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济南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6,200  后表 30  P54 Jinan Wa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青岛中达燕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040  后表 31  P55 Qingdao Summit Northern China 

Motor Sales Co., Ltd  

04/11/2012 

青岛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442.36  后表 32  P56 Qingdao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1/2012 

烟台中达翔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500  后表 33  P60 Yantai Summit Xia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临沂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5,000  后表 34 P61  Linyi Yu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潍坊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100  后表 35 P63 Weifang Gua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淄博圣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9,500  后表 36  P67 Zibo Shengbao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东营宜宝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570  后表 37  P70 Dongying Yibaoxuan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吉林鑫汇宝此捐款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到账，因没记入 1-2 月捐款公示报告中，所以在此次报告中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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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2012 

石家庄宝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500  后表 38 P72  Shijiazhuang Baoh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石家庄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5,000  后表 39 P73  Shijiazhuang Baoxianghang 

Automobile Sales&Service Co.,Ltd. 

04/09/2012 

保定轩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000  后表 40 P74  Baoding Xuan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唐山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0,000  后表 41  P75 Tangshan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2/2012 

唐山宝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0,000  后表 42  P76 Tangshan Baol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04/09/2012 

天津天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5,200  后表 43  P77 Tianjin Tian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天津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6,898  后表 44  P84 Tianjin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天津市中顺津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60,048  后表 45  P92  Tianjin Zhongshunji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28/2012 

秦皇岛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000  后表 46  P94 Qinhuangdao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cie Co. Ltd.  

04/06/2012 

上海凡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4,954  后表 47  P95  Shanghai Fand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27/2012 

上海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48,500  后表 48  P99 Shanghai Debao Motor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  后表 49  P109 Shanghai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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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2012 

上海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000  后表 50   P111  Shanghai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上海宝诚中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4,924  后表 51  P112 Shanghai Baozen Zhonghua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上海众国宝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0,650  后表 52  P115 Shanghai Zhongguo Baohong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31/2012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0,000  后表 53  P125 Hefei Polyf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合肥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0  后表 54  P136 Hefei X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29/2012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4,150  后表 55  P140 Wuhu Polysh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太仓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890  后表 56  P142 Taicang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张家港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0,011.82  后表 57  P144 Zhangjiagang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常熟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600  后表 58  P148 Changsh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7/2012 

苏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3,950  后表 59 P149  Su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苏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4,050  后表 60 P152 Suzho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苏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3,900  后表 61  P154 Suzhou Xinbaohang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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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2012 

吴江宝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7,350  后表 62  P157 Wujiang Baozhi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温州市好达机电有限公司 

¥110,000  后表 63 P158  Wenzhou Municipality Haoda 

Mechanical & Electronics Co., Ltd 

04/06/2012 

温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后表 64   P160  Wenzhou Haode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温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899  后表 65  P165 Wenzhou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温州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6,100  后表 66  P170 Wenzhou Li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04/09/2012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9,510  后表 67   P174  Taizhou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台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87,000  后表 68   P180  Taizhou Haode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台州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7,550  后表 69  P189 Taizhou Li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950  后表 70  P190 Lishui Baoshun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瑞安市宝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9,000  后表 71  P191 Rui’an Baolo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常州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5,000  后表 72  P195 Changzhou Baoz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7/2012 

常州新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0  后表 73  P197 Changzhou Xin Baozun Automotives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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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2012 

南通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3,300  后表 74 P198  Nantong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无锡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0,000  后表 75 P200  Wuxi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无锡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5,000  后表 76    P207  Wuxi Baoz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0,000  后表 77  P208 Yixing Polyf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江阴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1,000  后表 78  P212 Jiangyi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泰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4,220  后表 79  P214 Taizho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27/2012 

南京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5,000  后表 80  P215 Nanjing X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2/2012 

南京宁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35,007  后表 81  P216 Nanjing Ning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04/01/2012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1,500  后表 82  P221 Nanjing Polyfine Automotives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8/2012 

徐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4,350  后表 83  P222  Xuzhou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1/2012 

镇江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7,450  后表 84  P224 Zhenjiang Bowdex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扬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200  后表 85  P225 Yangzho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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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2012 

淮安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5,550  后表 86  P229 Huai'an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149,000  后表 87 P230  Zhejiang Jinhu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s Co., Ltd   

04/06/2012 

杭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2,000  后表 88 P235  Hang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杭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4,350  后表 89 P236  Hangzho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31/2012 

杭州宝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4,900  后表 90  P241 Hang Zhou Baoro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杭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州

销售分公司 

¥33,000  后表 91  P247  Hang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 Huzhou 

Sales Branch                                                                       

04/10/2012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后表 92  P248 Huzhou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4,650  后表 93 P255  Shaoxing Baosh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5,250  后表 94  P260 Shaoxing Baochen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 

04/02/2012 

嘉兴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2,150  后表 95  P262 Jiaxing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050  后表 96  P267 Jiaxing Baohua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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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2012 

金华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2,700  后表 97 P270  Jinhua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永康市宝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0,078  后表 98 P271  Yongkang Baoyi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慈溪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5,400  后表 99  P274 Cixi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04/05/2012 

宁波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0,020  后表 100  P276 Ningbo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宁波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0,000  后表 101  P287 Ningbo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义乌市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0,000  后表 102  P289 Yiw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余姚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9,000  后表 103  P297 Yuyao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1/2012 

义乌泓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5,000  后表 104  P300 Yiwu Ho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04/18/2012 

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后表 105 P304  Henan Zhong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2/2012 

洛阳豫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971  后表 106 P305  Luoyang Yue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2/2012 

郑州郑德宝汽车销售公司服务有限公司 

¥9,215  后表 107 P306  Zhengzhou Zheng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04/12/2012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6,400  后表 108 P309  Chongqing Baos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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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2012 

重庆宝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8,000  后表 109  P310 Chongqing Baoy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8/2012 

重庆市宝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51  后表 110    P311  Chongqing Baoxu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平顶山宝莲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400  后表 111 P312   Pingdingshan Baolians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8/2012 

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0,000  后表 112  P313 Guiyang Baoyua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64,800  后表 113  P314 Sichuan Summit Che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04/09/2012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绵阳

分公司 

¥35,800  后表 114  P315 Sichuan Summit Che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Mianyang Branch 

04/11/2012 
成都宝悦汽车有限公司 

¥118,800  后表 115  P316 
Chengdu Bowyue Vehicle Co., Ltd 

03/15/2012 

成都锦泰宝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6,000  后表 116  P317 Chengdu Jintai Baoj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乐山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8,600  后表 117  P318 Leshan Chang 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武汉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  后表 118  P319 Wuhan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武汉鄂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6,400  后表 119  P320 Wuhan 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宜昌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485  后表 120  P322 Yichang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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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2012 

云南德凯宝马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7,906  后表 121  P325 Yunnan Dekai Bow Ma Motors 

Technology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陕西金花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65,000  后表 122  P328 
Shaanxi Ginwa Auto Trade Co., Ltd 

04/05/2012 

陕西榆林金麒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31,000  后表 123  P330 

Yulin Jinq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西安荣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9,660  后表 124  P333 Xi’an R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兰州金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350  后表 125  P335 Lanzhou Jin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宁夏金润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600  后表 126  P336 Ningxia Jinru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青海金裕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000  后表 127  P339 Qinghai Jinyu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04/09/2012 

乌鲁木齐燕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81  后表 128  P341 Urumqi Yanbao Auto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郑州宝莲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8,700  后表 129  P342 Zhengzhou Baolianxi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深圳市宝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664.50  后表 130  P343 Shenzhen Baoju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深圳宝源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5,600  后表 131  P346 Shenzhen Baoyuan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深圳市昌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3,953  后表 132  P349 Shenzhen Chang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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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2012 

东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360  后表 133  P355 Dongguan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东莞市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104.80  后表 134  P357 Dongguan 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178  后表 135  P362 Huizhou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长沙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080  后表 136  P364 Changsha 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1/2012 

长沙宝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3,400  后表 137  P368 Changsha Bowyue Automotive 

Service Co.,Ltd. 

04/09/2012 

株洲市美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713  后表 138  P369 Meibaohang Automobile Sales and 

Services Co., Ltd. 

04/25/2012 

郴州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9,000  后表 139  P372 Chenzhou 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南昌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110  后表 140  P373 Nanchang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7/2012 

上饶市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00  后表 141  P374 Shangrao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南宁中达桂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80,574  后表 142  P375 Nanning Summit Guibao Motor 

Services Co., Ltd 

04/11/2012 

柳州市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369  后表 143  P384 Liuzhou Yu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厦门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154,161  后表 144  P386 
Xiamen Zhongbao Auto Co., Ltd 

  



                                                                                                                                                              
 

20    
 

04/06/2012 

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10  后表 145  P388 Xiamen Sindeco T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23/2012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3,370  后表 146  P389 Quanzhou Fu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23/2012 

泉州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910  后表 147  P393 Quanzhou Jin-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Ltd 

04/09/2012 

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0,440  后表 148  P394 Fuzhou Zhong 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龙岩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5,100  后表 149  P398 
Longyan Zhongbao Auto Co. Ltd 

04/09/2012 

宁德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6,520  后表 150  P400 Ningde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漳州市中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4,310  后表 151  P402 Zhangzhou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04/10/2012 

深圳市宝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74,942.50  后表 152  P405 Shenzhen Bow Chuang Vehicle 

Trading Co., Ltd 

04/11/2012 

深圳市宝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南山分

公司 
¥67,958  后表 153  P408 

Shenzhen Bow Chuang Vehicle 

Trading Co., Ltd--Nanshan Branch 

04/24/2012 

汕头市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5,435.50  后表 154  P411 Shantou Bow 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04/10/2012 

海南宝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920  后表 155  P416 Hainan Bowyu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04/09/2012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84,156  后表 156  P417 Guangzhou Bow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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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2012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37,789.20  后表 157 P420 

Guangzhou Bow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First Branch  

04/09/2012 

珠海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1,800  后表 158  P422 Zhuhai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3/28/2012 

佛山市珅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1,691.41  后表 159  P423 Foshan She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佛山市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0,738  后表 160  P424 Foshan She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6/2012 

中山市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42  后表 161  P428 Zhongshan Baoxing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江门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000  后表 162  P429 Jiangmen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5/2012 

肇庆市宝庆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0  后表 163  P430 Zhaoqing  Baoqing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09/2012 

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370  后表 164  P431 Guangzhou Baoze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 Ltd. 

04/10/2012 

梅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05  后表 165  P434 Meizhou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总计 Total ¥10,139,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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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Index table 5 

      

北京燕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Beijing Ya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宛霞 ¥40 

2  匿名 ¥100 

3  匿名 ¥100 

4  匿名 ¥100 

5  匿名 ¥100 

6  孙颖军 ¥100 

7  张可可 ¥100 

8  匿名 ¥200 

9  李帅 ¥100 

10  王纯 ¥100 

11  匿名 ¥200 

12  李莉 ¥200 

13  车晓龙 ¥200 

14  隋连军 ¥200 

15  王军民 ¥200 

16  黄勇森 ¥500 

17  姜敏 ¥200 

18  张超 ¥200 

19  韩志侠 ¥200 

20  匿名 ¥40 

21  周立业 ¥200 

22  李运霞 ¥200 

23  孙耿加 ¥200 

24  匿名 ¥200 

25  匿名 ¥200 

26  韩素洁 ¥200 

27  皇甫杨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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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爱心人士 ¥4,800 

29  北京燕德宝 ¥78,220 

  总计 Total ¥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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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Index table 6 

      

北京晨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Beijing Che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媛 ¥200 

2  周长利 ¥50 

3  王彤 ¥201 

4  刘彤 ¥400 

5  罗新娜 ¥200 

6  沙玉林 ¥100 

7  周长利 ¥50 

8  曲建蕾 ¥50 

9  祝亚平 ¥200 

10  刘彤 ¥200 

11  周长利 ¥50 

12  曲建蕾 ¥50 

13  经销商捐款 ¥173,249 

  总计 Total ¥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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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Index table 7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Y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0 

  总计 Total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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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Index table 8 

      

北京京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黄嘉琦 ¥250 

2  王海平 ¥100 

3  孔京民 ¥300 

4  金静 ¥50 

5  冯雨彤 ¥100 

6  张辉 ¥150 

7  金石 ¥100 

8  北京京宝行 ¥118,550 

  总计 Total ¥1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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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Index table 9 

      

北京宝泽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Baoze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北京宝泽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0,000 

  总计 Total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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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Index table 10 

      

北京宝诚百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Baocheng Baiwang Automotive Sales&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静 ¥500 

2  王蕊 ¥300 

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00 

4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3,000 

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直属支公司 ¥5,000 

6  匿名 ¥2,000 

7  匿名 ¥1,000 

8  匿名 ¥46,200 

  总计 Total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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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Index table 11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enyang Hua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2,500 

  总计 Total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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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Index table 12 

      

沈阳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enyang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关有利 ¥333 

2  匿名 ¥333 

3  杨俊生 ¥333 

4  刘秀华 ¥333 

5  陈放 ¥333 

6  高旭 ¥333 

7  王辉 ¥333 

8  马强 ¥333 

9  崔喜泷 ¥333 

10  季少华 ¥333 

11  曾春 ¥333 

12  王锐 ¥333 

13  刘刚 ¥333 

14  关茹荺 ¥333 

15  纪春江 ¥333 

16  锦州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333 

17  焦龙 ¥333 

18  孙恩王 ¥333 

19  陆丽阳 ¥333 

20  匿名 ¥333 

21  易丹 ¥333 

22  兰玉印 ¥333 

23  刘宇 ¥333 

24  匿名 ¥333 

25  匿名 ¥333 

26  匿名 ¥333 

27  匿名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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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333 

29  匿名 ¥333 

30  匿名 ¥333 

31  匿名 ¥333 

32  匿名 ¥333 

33  匿名 ¥333 

34  匿名 ¥333 

35  匿名 ¥333 

36  匿名 ¥333 

37  孙敏舒 ¥333 

38  曲洋 ¥333 

39  匿名 ¥333 

40  匿名 ¥333 

41  匿名 ¥333 

42  匿名 ¥333 

43  刘鑫 ¥333 

44  匿名 ¥333 

45  林友纪 ¥333 

46  王树鹏 ¥333 

47  胡新妍 ¥100 

48  徐江 ¥333 

49  王欣 ¥333 

  总计 Total ¥1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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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Index table 13 

      

鞍山晨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Anshan Che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马旭 ¥1,466 

2  梁萌萌 ¥844 

3  李敬伟 ¥1,467 

4  龙宇 ¥500 

5  王一美 ¥200 

6  刘宏伟  ¥1,000 

7  洪波 ¥2,000 

8  李悉源 ¥1,500 

9  鞍山晨宝 ¥32,523 

  总计 Total ¥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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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Index table 14 

      

锦州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nzhou Hua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锦州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350 

  总计 Total ¥1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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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Index table 15 

      

大连燕德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Dalian Yan De Bao Auto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大连燕德宝 ¥120,900 

2  邓立玺 ¥200 

3  刘勇 ¥200 

4  王智 ¥200 

5  张年群 ¥200 

6  陈继兴 ¥100 

7  张巍巍 ¥200 

8  安鑫 ¥200 

9  徐娜 ¥200 

10  宋美娟 ¥200 

11  刘晓妮 ¥200 

12  杨林 ¥200 

13  邓雪兰 ¥200 

14  谢桂珍 ¥1,000 

15  李洪民 ¥200 

16  刘年 ¥200 

17  尹媛媛 ¥200 

18  宋晓宇 ¥200 

   总计 Total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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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Index table 16 

      

哈尔滨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rbin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哈尔滨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总计 Total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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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7/Index table 17 

      

哈尔滨龙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rbin Lo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赵鹏 ¥10,000 

2  边涛 ¥10,000 

3  陈宝志 ¥10,000 

4  赫影 ¥200 

5  林冠宇 ¥10,000 

6  樊珅 ¥200 

7  王澍 ¥200 

8  于本珍 ¥500 

9  刘洪福 ¥500 

10  宋昌权 ¥200 

11  蒋顺 ¥200 

12  周保军 ¥2,000 

13  孙亚男 ¥200 

14  李毅 ¥200 

15  遇洋 ¥200 

16  孙玉龙 ¥100 

17  黄明元 ¥200 

18  刘雅栋 ¥100 

19  梁爽 ¥200 

20  盛志强 ¥200 

21  夏梦 ¥200 

22  魏波 ¥200 

23  王晓东 ¥200 

24  陈义忠 ¥200 

25  徐长君 ¥200 

26  霍珊珊 ¥500 

27  董广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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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姜洋 ¥100 

29  刘海滨 ¥100 

30  曹雪 ¥100 

31  赵立国 ¥100 

32  范璐丹 ¥100 

33  李兆清 ¥100 

34  陈富强 ¥100 

35  刘永林 ¥100 

36  王富 ¥200 

37  梁铎 ¥200 

38  田立夫 ¥200 

39  彦云 ¥200 

40  程向波 ¥200 

41  刘丽 ¥200 

42  吕维林 ¥200 

43  徐明磊/张玉梅  ¥200 

44  刘颖 ¥200 

45  陈劲松 ¥200 

46  耿晓琪 ¥300 

47  谢雪艳 ¥200 

48  郭懿 ¥100 

49  周影 ¥200 

50  程金库 ¥200 

51  刘红艳 ¥200 

52  王欣 ¥200 

53  商晓飞 ¥200 

54  车永明 ¥200 

55  李河春 ¥200 

  总计 Total ¥5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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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8/Index table 18 

      

大庆中顺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aqing Zhongshu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刘晓霞 ¥1,000 

2  田晓光 ¥1,000 

3  李杰 ¥500 

4  赵政淏 ¥1,000 

5  高阳 ¥400 

6  岳汝圆 ¥500 

7  梅学君 ¥300 

8  张蕾 ¥500 

9  张晓波 ¥100 

10  董理 ¥200 

11  李珍珠 ¥300 

12  毛闻悦 ¥100 

13  王胜华 ¥500 

14  姜艳秋 ¥300 

15  刘明 ¥200 

16  李静 ¥400 

17  雷雅娜 ¥500 

18  解长勇 ¥1,000 

19  于佳 ¥500 

20  杨帆 ¥200 

21  董甜甜 ¥500 

22  董研 ¥500 

23  张磊 ¥1,000 

24  张景彦 ¥300 

25  赵娜 ¥500 

26  贲厚榕 ¥1,000 

27  尹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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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贾晓丹 ¥300 

29  张静 ¥600 

30  李振华 ¥200 

31  张晓宇 ¥500 

32  郑丽臣 ¥500 

33  郭林 ¥1,000 

34  黎志丹 ¥500 

35  周丽丽 ¥100 

36  胡桄博 ¥1,000 

37  王道伟 ¥500 

38  吕娜 ¥500 

39  白俊华 ¥500 

40  杜海英 ¥1,000 

41  李冬梅 ¥1,000 

42  岳焕焕 ¥500 

43  姜文生 ¥1,000 

44  唐禹 ¥500 

45  刘小平 ¥600 

46  闽敏 ¥700 

47  白长斌 ¥500 

48  张超 ¥500 

49  孙志彦 ¥500 

50  马林 ¥300 

51  陶永刚 ¥500 

52  张筱雨 ¥900 

53  姜艳爽 ¥1,000 

54  张志勇 ¥500 

55  陈三强 ¥1,000 

56  宋晧 ¥1,000 

57  王允龙 ¥800 

58  杨楠 ¥500 

59  候雨 ¥200 

60  张艳齐 ¥200 

  总计 Total ¥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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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9/Index table 19 

      

呼和浩特市祺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ohhot Qi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晨亮 ¥200 

2  呼市祺宝 ¥56,200 

  总计 Total ¥5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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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0/Index table 20 

      

鄂尔多斯市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Ordos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高新丽 ¥1,000 

2  哈杰 ¥5,000 

3  申晓岚 ¥10,000 

4  匿名 ¥5,000 

5  王海艳 ¥2,000 

6  匿名 ¥1,000 

7  匿名 ¥1,000 

8  匿名 ¥1,000 

9  王秀兰 ¥2,000 

10  侯婕 ¥2,000 

11  刘建华 ¥5,000 

12  李锋 ¥1,000 

13  匿名 ¥2,000 

14  匿名 ¥5,000 

15  匿名 ¥1,000 

16  贾春花 ¥10,000 

17  匿名 ¥5,000 

18  史雪峰 ¥5,000 

19  匿名 ¥5,000 

20  匿名 ¥3,000 

21  匿名 ¥3,000 

22  匿名 ¥7,000 

23  匿名 ¥7,000 

24  王永平 ¥320 

25  匿名 ¥5,000 

26  匿名 ¥5,000 

27  匿名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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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鄂尔多斯顺宝行 ¥5,680 

  总计 Total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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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1/Index table 21 

      

包头市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aotou City, Bao Ze Auto Sales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牛建军 ¥7,411 

2  刘建东 ¥14,700 

3  李尧 ¥200 

4  邹文峰 ¥3,000 

5  包头市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9,889 

  总计 Total ¥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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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2/Index table 22 

      

太原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yuan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梁绪 ¥200 

2  张原 ¥300 

3  王晓艳 ¥200 

4  魏旭端 ¥500 

5  张利平 ¥300 

6  康明冰 ¥500 

7  杨钧宇 ¥1,200 

8  刘霞 ¥1,500 

9  张枝 ¥1,000 

10  张晋峰 ¥500 

11  匿名 ¥360 

12  底博恒 ¥230 

13  张轩 ¥50 

14  韩宵 ¥90 

15  匿名 ¥760 

16  刘震 ¥200 

17  王睿 ¥200 

18  张鹏 ¥3,000 

19  匿名 ¥2,000 

20  贾元庆 ¥2,100 

21  郑慧敏 ¥1,500 

22  程俐平 ¥500 

23  周淑 ¥200 

24  石小记 ¥300 

25  王晨 ¥2,210 

26  太原顺宝行 ¥65,100 

  总计 Total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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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3/Index table 23 

      

太原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yua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280 

2  匿名 ¥280 

3  田素强 ¥280 

4  张滨 ¥500 

5  王晓东 ¥280 

6  匿名 ¥12,166 

7  匿名 ¥12,167 

8  匿名 ¥12,167 

9  匿名 ¥15,000 

  总计 Total ¥5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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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4/Index table 24 

      

临汾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infe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金义 ¥300 

2  景斌 ¥500 

3  张湛鹏 ¥500 

4  张换萍 ¥500 

5  王竹霞 ¥500 

6  三门峡神数标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0 

7  杨宝峰 ¥500 

8  陈强 ¥500 

9  胡万里 ¥500 

10  唐春立 ¥1,000 

11  高建永 ¥1,000 

12  张富旺 ¥500 

13  张瑞山 ¥500 

14  李旭晨 ¥500 

15  高向进 ¥500 

16  王海洋 ¥500 

17  景文虎 ¥500 

18  王敏 ¥300 

19  张立梅 ¥500 

20  李宝喜 ¥300 

21  乔小军 ¥100 

22  田新生 ¥500 

23  周海斌 ¥500 

24  杜芸 ¥300 

25  左杰岭 ¥500 

26  焦平平 ¥100 

27  冯清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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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温少云 ¥300 

29  董勇 ¥500 

30  邢旭龙 ¥300 

31  闫才升 ¥500 

32  段小红 ¥300 

33  曹治国 ¥300 

34  郑少华 ¥300 

35  胡勇 ¥300 

36  郭燕燕 ¥300 

37  翟雨 ¥300 

38  张红 ¥300 

39  程良喜 ¥300 

40  常洁 ¥300 

41  安香 ¥300 

42  杜辉 ¥300 

43  曹淑琴 ¥300 

44  吴秀龙 ¥300 

45  靳小芳 ¥300 

46  范志龙 ¥500 

47  樊晓明 ¥100 

48  刘文彦 ¥300 

49  郑林杰 ¥500 

50  田蔚然 ¥500 

51  临汾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100 

  总计 Total ¥31,200 
 

  



                                                                                                                                                              
 

48    
 

后表 25/Index table 25 

      

吕梁顺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vliang Sh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良杰 ¥1,400 

2  吕梁汽车网 ¥200 

3  李昱辉 ¥100 

4  张艳辉 ¥1,000 

5  姚磊 ¥300 

6  杜海强 ¥300 

7  薛爱香 ¥4,000 

8  孙雪梅 ¥4,000 

9  温艳 ¥9,000 

  总计 Total ¥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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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6/Index table 26 

      

长治宝诚潞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zhi Baozen Luf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吕彦青 ¥200 

2  郑海珠 ¥200 

3  郑慧玲 ¥200 

4  段晶晶 ¥200 

5  冯钰铭 ¥200 

6  庞志军 ¥200 

7  田小川 ¥200 

8  张强 ¥200 

9  王岩军 ¥200 

10  琚耀伟 ¥200 

11  刘朵花 ¥200 

12  申何龙 ¥200 

13  张红 ¥100 

14  蔡椰冉 ¥100 

15  李丽萍 ¥400 

16  李惠 ¥200 

17  赵成喜 ¥100 

18  王晓 ¥200 

19  赵建新 ¥200 

20  吕艳平 ¥200 

21  翟金莲 ¥660 

22  程科 ¥200 

23  郭斌 ¥73 

24  韩福荣 ¥200 

25  申亚军 ¥200 

26  翟志军 ¥100 

27  魏新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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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建红 ¥300 

29  李晓珍 ¥200 

30  杨增献 ¥200 

31  杜社广 ¥200 

32  韩加拽 ¥200 

33  杨威 ¥200 

34  马洁 ¥200 

35  丁好海 ¥50 

36  雷兆杰 ¥200 

37  马云霞 ¥100 

38  徐莉 ¥200 

39  李红梅 ¥200 

40  沈俊萍 ¥160 

41  谢居昌 ¥300 

42  薛洪云 ¥200 

43  市场活动 ¥1,800 

44  活动 ¥4,300 

  总计 Total ¥1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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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7/Index table 27 

      

长春宝兴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chun Bao Xing 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瑞梅 ¥200 

2  长春宝兴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4,400 

  总计 Total ¥44,600 
 

  



                                                                                                                                                              
 

52    
 

后表 28/Index table 28 

      

长春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chun H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2,000 

2  匿名 ¥12,000 

3  匿名 ¥29,790 

4  匿名 ¥200 

5  匿名 ¥40 

6  匿名 ¥100 

7  匿名 ¥50 

8  匿名 ¥100 

9  匿名 ¥2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200 

12  匿名 ¥200 

13  匿名 ¥100 

14  匿名 ¥100 

15  匿名 ¥100 

16  匿名 ¥100 

17  匿名 ¥200 

18  匿名 ¥1,000 

19  匿名 ¥40 

20  匿名 ¥40 

21  匿名 ¥40 

22  匿名 ¥200 

23  匿名 ¥200 

24  匿名 ¥200 

25  匿名 ¥100 

  总计 Total ¥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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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29/Index table 29 

      

吉林鑫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lin Xinh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吉林鑫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00 

  总计 Total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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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0/Index table 30 

      

济南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nan Wa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济南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6,200 

  总计 Total ¥1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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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1/Index table 31 

      

青岛中达燕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Qingdao Summit Northern China Motor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彦华 ¥200 

2  于德慧 ¥200 

3  刘卫 ¥200 

4  青岛德奥尔装饰材料 ¥200 

5  董楠 ¥200 

6  郭庆军 ¥300 

7  尹延鸿 ¥200 

8  黄文灿 ¥200 

9  于德慧 ¥200 

10  汪华 ¥400 

11  陈立娟 ¥200 

12  周红叶 ¥40 

13  唐然 ¥100 

14  管颖 ¥100 

15  孙珊娜 ¥300 

  总计 Total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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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2/Index table 32 

      

青岛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Qingdao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单若磊 ¥73 

2  法永珍 ¥200 

3  李大林 ¥200 

4  李博昊（李敏） ¥200 

5  周群 ¥200 

6  吴高林 ¥200 

7  郑田育 ¥100 

8  温健 ¥200 

9  仇云生 ¥200 

10  徐子滨 ¥100 

11  孙岐彬 ¥200 

12  罗月（罗义华） ¥200 

13  戴明明 ¥200 

14  王旋 ¥200 

15  晚壮 ¥200 

16  张红海 ¥200 

17  杨世彦 ¥200 

18  胡艳君 ¥200 

19  张东 ¥200 

20  邵光廷 ¥200 

21  崔杰 ¥200 

22  王洪群（青岛斯瑞腾经贸有限公司） ¥200 

23  王玉钦 ¥200 

24  高祥辉 ¥100 

25  胡凌霄 ¥40 

26  刘长贵（刘成贵） ¥200 

27  易梅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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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宋春林（宋青林） ¥200 

29  戚志庆 ¥200 

30  王栋 ¥200 

31  韩忠辉 ¥200 

32  薛冬 ¥200 

33  贾传国 ¥150 

34  元贺 ¥200 

35  路超 ¥100 

36  李芳（青岛东正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00 

37  薛培文 ¥200 

38  张长建 ¥200 

39  柳基雄 ¥89.85 

40  崔金金 ¥200 

41  窦兴坛 ¥200 

42  徐一立 ¥200 

43  青岛雅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 

44  田心 ¥200 

45  李松 ¥200 

46  刘超 ¥100 

47  乳山市青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48  王珊珊 ¥200 

49  舒高民 ¥200 

50  宋丽 ¥200 

51  欧阳小溪 ¥200 

52  王洪志 ¥1,000 

53  李洪仁 ¥400 

54  张继斌 ¥200 

55  黄秉礼 ¥200 

56  金强 ¥200 

57  李令波 ¥200 

58  山东耀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0 

59  张利民 ¥200 

60  即墨市顺德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200 

61  青岛惠通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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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丁彩霞 ¥200 

63  李名皓 ¥200 

64  张式钊 ¥200 

65  李书慧 ¥200 

66  孙积宁 ¥200 

67  赵鸿德 ¥200 

68  项丽云 ¥400 

69  薛欣功 ¥200 

70  高树芳 ¥60 

71  金子漠 ¥200 

72  滕腾 ¥200 

73  王纪堃 ¥200 

74  林艳 ¥217.12 

75  焦见芳 ¥100 

76  青岛亨利氧气厂 ¥200 

77  孙红梅 ¥200 

78  乔绪超 ¥500 

79  王志涛 ¥200 

80  姚辉亮 ¥200 

81  马星星 ¥200 

82  穆念旺 ¥200 

83  刘建和 ¥200 

84  孙新建 ¥200 

85  孙仲元 ¥200 

86  丁立超 ¥200 

87  吴军 ¥200 

88  青岛品正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00 

89  刁培峰 ¥200 

90  张琛 ¥300 

91  杨学琴 ¥200 

92  平度万磊石业有限公司 ¥200 

93  王永刚 ¥200 

94  吴刚 ¥200 

95  姜亚群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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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孙文 ¥200 

97  侯延平 ¥200 

98  王云刚 ¥100 

99  商伟路 ¥200 

100  荆文帅 ¥100 

101  王欢 ¥100 

102  宋云 ¥200 

103  鲁振山 ¥200 

104  李永香 ¥200 

105  张晓明 ¥200 

106  青岛奥里森建材有限公司 ¥100 

107  陈占雷 ¥200 

108  吴荣彬 ¥200 

109  李晓洁 ¥312.39 

110  孙若志 ¥200 

111  青岛经纬勘测技术有限公司 ¥200 

112  张泽洪 ¥200 

113  潍坊路邦保险代理有限公 ¥200 

114  玄飞 ¥300 

115  青岛金鑫通工贸易有限公司祁璇 ¥200 

116  青岛法罗力锅炉热能产品设备有限公司 ¥200 

117  陈绪义 ¥200 

118  青岛信宝行 ¥30,000 

  总计 Total ¥53,4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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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3/Index table 33 

      

烟台中达翔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antai Summit Xia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烟台中达翔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3,500 

  总计 Total ¥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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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4/Index table 34 

      

临沂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inyi Yu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杜广敏 ¥40 

2  卢公瑞 ¥200 

3  赵晓军 ¥1,000 

4  刘兰 ¥200 

5  虞召坤 ¥360 

6  刘成法 ¥200 

7  余杰 ¥100 

8  陈亦斌 ¥200 

9  李丛珊 ¥400 

10  沈茜 ¥100 

11  张俊金 ¥100 

12  刘成旭 ¥300 

13  杨登学 ¥200 

14  申玲 ¥360 

15  郁鹏飞 ¥100 

16  陈岩鹏 ¥360 

17  戚元祥 ¥200 

18  李鹏飞 ¥200 

19  傅式洋 ¥200 

20  张靖 ¥50 

21  陈锋 ¥200 

22  杨常青 ¥200 

23  张萍 ¥500 

24  何文君 ¥200 

25  郁洪臣 ¥200 

26  赵文成  ¥100 

27  邵建国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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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军 ¥300 

29  王嘉露 ¥500 

30  姜良宝 ¥100 

31  王绪凤 ¥200 

32  夏立仁 ¥200 

33  杜翔 ¥200 

34  于爱霞 ¥200 

35  潘金伦 ¥100 

36  潘海州 ¥50 

37  主昊 ¥200 

38  陈海刚 ¥300 

39  白庆海 ¥200 

40  李斌 ¥200 

41  马琳 ¥200 

42  马伟 ¥200 

43  祁培良 ¥200 

44  刘辉 ¥200 

45  陈立业 ¥200 

46  牛琮霖 ¥100 

47  王庆彬 ¥200 

48  丁启良 ¥500 

49  刘君玮 ¥200 

50  王康乐 ¥200 

51  黄礼银 ¥200 

52  临沂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220 

  总计 Total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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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5/Index table 35 

      

潍坊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eifang Gua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伟 ¥50 

2  张青峰 ¥40 

3  霍广亮 ¥40 

4  张明峰 ¥20 

5  王美风 ¥100 

6  孙海焱 ¥100 

7  李茹 ¥200 

8  王瑷 ¥100 

9  王德祥 ¥200 

10  赵申 ¥100 

11  郝亚彬 ¥200 

12  卓小玲 ¥20 

13  孙鑫 ¥100 

14  黄丹 ¥200 

15  韩金萍 ¥100 

16  苏守廷 ¥100 

17  冉宪义 ¥200 

18  吴维斋 ¥200 

19  钟凯 ¥200 

20  郑爱国 ¥200 

21  高寿平 ¥100 

22  崔文俊 ¥200 

23  王洪业 ¥40 

24  张丽敏 ¥100 

25  李波 ¥200 

26  鞠在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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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赵红芳 ¥40 

28  李永利 ¥50 

29  丰晓萌 ¥100 

30  王风霞 ¥100 

31  张继忠 ¥200 

32  尹良庆 ¥200 

33  贾晓静 ¥100 

34  贾德威 ¥200 

35  单翠屏 ¥1,000 

36  李宏昌 ¥100 

37  王西春 ¥360 

38  王克明 ¥60 

39  沙晓鹏 ¥20 

40  谭文煜 ¥200 

41  殷晏会 ¥100 

42  马池文 ¥60 

43  王云波 ¥200 

44  吴理侃 ¥50 

45  徐华兵 ¥200 

46  孙霞 ¥40 

47  刘俊香 ¥100 

48  张涛 ¥20 

49  王秀伟 ¥100 

50  仲涛 ¥100 

51  汪淮江 ¥100 

52  刘晓晴 ¥100 

53  袁旭 ¥100 

54  朱德江 ¥1,000 

55  张杰 ¥50 

56  刘金明 ¥1,000 

57  萌凡宝 ¥400 

58  郝红 ¥200 

59  田琦 ¥400 

60  孙赵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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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武聪峰 ¥200 

62  于杰 ¥400 

63  陈莹 ¥200 

64  郑玉宁 ¥200 

65  薛德玲 ¥200 

66  韩宁宁 ¥200 

67  蒋丽娜 ¥400 

68  郝丹 ¥200 

69  黄雷 ¥200 

70  刘伟 ¥200 

71  张传峰 ¥200 

72  王同林 ¥200 

73  袁红坡 ¥200 

74  张小磊 ¥200 

75  徐国盛 ¥200 

76  杜辉凌 ¥200 

77  刘亚男 ¥200 

78  胥丹丹 ¥200 

79  张静 ¥200 

80  李彬 ¥200 

81  李道香 ¥200 

82  马超 ¥400 

83  孔令飞 ¥200 

84  刘秀萍 ¥200 

85  孙承地 ¥400 

86  芦婷 ¥200 

87  郑春辉 ¥200 

88  陈建 ¥200 

89  郝丽娟 ¥200 

90  李欣军 ¥200 

91  姚炜君 ¥400 

92  蒋娜娜 ¥200 

93  李成林 ¥2,000 

94  韩绍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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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王宁宁 ¥20 

96  郑立成 ¥200 

97  王玉杰 ¥100 

98  张凯 ¥100 

99  陈继万 ¥50 

100  李伟 ¥100 

101  戴连杰 ¥360 

102  隋树洪 ¥50 

103  陈光聚 ¥100 

104  程琦 ¥200 

105  潘钊 ¥100 

106  王永吉 ¥100 

107  杨晓君 ¥200 

108  张静 ¥360 

109  徐桂娟 ¥100 

110  孙伟 ¥50 

111  王风泉 ¥100 

  总计 Total ¥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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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6/Index table 36 

      

淄博圣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ibo Shengbao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田敬峰 ¥200 

2  王立新 ¥600 

3  于丽萍 ¥200 

4  张宴海 ¥500 

5  黄云清 ¥500 

6  姚念芹 ¥500 

7  刘红 ¥600 

8  王功明 ¥600 

9  王珍 ¥600 

10  刘振国 ¥1,000 

11  王金勇 ¥100 

12  刘维义 ¥200 

13  徐冰 ¥600 

14  崔俭修 ¥500 

15  孙水祥 ¥200 

16  山东锦庆塑料有限公司 ¥2,000 

17  袁红玉 ¥1,000 

18  邵桂芸 ¥300 

19  闵汉华 ¥1,000 

20  李海垒 ¥600 

21  张玉娥 ¥50 

22  乔菊敏 ¥600 

23  刘全 ¥200 

24  黄文举 ¥1,000 

25  邢善威 ¥500 

26  张超 ¥1,000 

27  张悦青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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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刚 ¥200 

29  于秀成 ¥200 

30  王一君 ¥100 

31  薛君 ¥300 

32  刘志华 ¥1,000 

33  陈萍 ¥200 

34  蒋梅兰 ¥1,000 

35  陈东冬 ¥1,000 

36  王桂红 ¥600 

37  蒋沂 ¥600 

38  崔璀 ¥200 

39  杜春介 ¥1,000 

40  孙林 ¥200 

41  魏金华 ¥1,000 

42  段伦发 ¥200 

43  张峰 ¥500 

44  李宁 ¥200 

45  盛业春 ¥300 

46  王娜 ¥50 

47  孙俪 ¥200 

48  王丽华 ¥100 

49  李明昌 ¥400 

50  蒋闻荣 ¥100 

51  杨红霞 ¥1,200 

52  王帅 ¥600 

53  马森 ¥200 

54  张庆珍 ¥500 

55  邱成 ¥200 

56  郑德洲 ¥600 

57  于志勇 ¥200 

58  韩敏 ¥200 

59  蒋立荣 ¥200 

60  李新 ¥300 

61  姚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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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张运省 ¥300 

63  王书猛 ¥200 

64  张振树 ¥200 

65  宋志刚 ¥300 

66  翟怀龙 ¥500 

67  毕斯荧 ¥100 

68  张立忠 ¥600 

69  田燕燕 ¥200 

70  杨书坤 ¥600 

71  王强 ¥500 

72  邢元涛 ¥1,000 

73  王珊珊 ¥200 

74  王磊 ¥500 

75  肖洁 ¥200 

76  路凯 ¥200 

77  张岩 ¥1,000 

78  刘超超 ¥500 

79  左永明 ¥500 

80  赵淑旬 ¥300 

81  石东军 ¥200 

82  魏金华 ¥500 

83  刘玲 ¥400 

84  张丽敏 ¥200 

85  李冰冰 ¥200 

86  刘娟 ¥200 

87  徐志勇 ¥200 

  总计 Total ¥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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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7/Index table 37 

      

东营宜宝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ongying Yibaoxuan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刘观成 ¥1,000 

2  温希玉 ¥300 

3  董济宁 ¥300 

4  杨维武 ¥500 

5  牛素花 ¥300 

6  杨春燕 ¥300 

7  姜赟 ¥300 

8  王金芳 ¥300 

9  王红艳 ¥300 

10  韩珂 ¥300 

11  薛乃英 ¥100 

12  王新华 ¥300 

13  王银刚 ¥300 

14  郑立斌 ¥300 

15  李媛 ¥300 

16  郭芹 ¥300 

17  孙敏 ¥20 

18  崔树仁 ¥600 

19  王红梅 ¥300 

20  辛雪真 ¥300 

21  尚华乐 ¥300 

22  赵朋磊 ¥600 

23  彭山山 ¥300 

24  马光栋 ¥50 

25  季秀云 ¥300 

26  王淼 ¥300 

27  刘金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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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光军 ¥300 

29  周培利 ¥300 

30  纪宝井 ¥1,000 

31  苏小强 ¥100 

32  纪龙 ¥100 

33  赵蓬 ¥3,000 

34  王维斌 ¥3,000 

35  孙立峰 ¥300 

36  吴海宁 ¥500 

37  高德明 ¥500 

38  匿名 ¥100 

39  王孟磊 ¥200 

40  海量化工 ¥500 

41  姜凯 ¥300 

42  孙莎娜 ¥500 

43  赵秋香 ¥500 

44  徐慧平 ¥100 

45  刘金鹏 ¥100 

46  李召阳 ¥1,000 

47  尹祥华 ¥300 

  总计 Total ¥2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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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8/Index table 38 

      

石家庄宝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Baoh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石家庄宝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500 

  总计 Total ¥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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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39/Index table 39 

      

石家庄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Baoxianghang Automobile Sales&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石家庄宝翔行 ¥88,600 

2  王文娟 ¥5,000 

3  陈宁 ¥100 

4  邢保明 ¥200 

5  石小平 ¥800 

6  刘婕 ¥100 

7  贾迪 ¥200 

  总计 Total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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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0/Index table 40 

      

保定轩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Baoding Xuan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保定轩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000 

  总计 Total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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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1/Index table 41 

      

唐山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ngshan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唐山中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0,000 

  总计 Total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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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2/Index table 42 

      

唐山宝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ngshan Baol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唐山宝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0,000 

  总计 Total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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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3/Index table 43 

      

天津天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ianjin Tian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金伟娜 ¥100 

2  陈金星 ¥100 

3  爱心人士 ¥100 

4  张武轩 ¥200 

5  爱心人士 ¥200 

6  韩先生 ¥200 

7  爱心人士 ¥100 

8  元璟 ¥200 

9  孙权 ¥40 

10  张永恒 ¥100 

11  张群 ¥17 

12  刘剑 ¥200 

13  温金城 ¥100 

14  爱心人士 ¥100 

15  刘春祥 ¥200 

16  爱心人士 ¥100 

17  冯辉 ¥50 

18  爱心人士 ¥100 

19  刘海云 ¥100 

20  宋锭荣 ¥200 

21  爱心人士 ¥200 

22  爱心人士 ¥100 

23  吴巧珠 ¥300 

24  爱心人士 ¥200 

25  李雪 ¥100 

26  爱心人士 ¥100 

27  爱心人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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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龚萍 ¥200 

29  周宝刚 ¥200 

30  爱心人士 ¥500 

31  杨立安 ¥100 

32  秦加英 ¥200 

33  郭雪鹏 ¥500 

34  樊翠平 ¥200 

35  爱心人士 ¥200 

36  孙国瑞 ¥200 

37  刘美娜 ¥100 

38  乔月琴 ¥200 

39  爱心人士 ¥100 

40  陈志坤 ¥200 

41  爱心人士 ¥200 

42  吴庆有 ¥500 

43  爱心人士 ¥100 

44  卢颖清 ¥200 

45  郭汝新 ¥200 

46  王旭东 ¥200 

47  爱心人士 ¥200 

48  朱增 ¥200 

49  韩静 ¥200 

50  崔爱民 ¥200 

51  张丽霞 ¥200 

52  林敏信 ¥200 

53  于俊峰 ¥500 

54  张玉凤 ¥200 

55  史军 ¥200 

56  马振标 ¥400 

57  赵梦娜 ¥200 

58  任伟 ¥200 

59  郑庆国 ¥200 

60  杨建祥 ¥200 

61  赵先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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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蔡艺 ¥200 

63  毛军 ¥200 

64  王晓镜 ¥100 

65  田立松 ¥600 

66  刘晓宏 ¥200 

67  尚树鑫 ¥50 

68  王红杰 ¥200 

69  江时冰 ¥200 

70  申德亮 ¥200 

71  张全 ¥200 

72  金培圣 ¥200 

73  林津 ¥200 

74  爱心人士 ¥500 

75  刘砚成 ¥200 

76  周玉成 ¥100 

77  爱心人士 ¥200 

78  爱心人士 ¥100 

79  爱心人士 ¥100 

80  爱心人士 ¥200 

81  李富利 ¥500 

82  石爱环 ¥200 

83  爱心人士 ¥100 

84  王国胜  ¥200 

85  王劲 ¥500 

86  肖娜 ¥500 

87  高攀 ¥200 

88  爱心人士 ¥100 

89  贾智涵 ¥100 

90  董居杰 ¥600 

91  爱心人士 ¥50 

92  爱心人士 ¥300 

93  爱心人士 ¥200 

94  爱心人士 ¥200 

95  爱心人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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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爱心人士 ¥200 

97  爱心人士 ¥200 

98  张道林 ¥200 

99  王延强 ¥200 

100  姚技鸿 ¥200 

101  于云平 ¥100 

102  王东霞 ¥200 

103  张与光 ¥200 

104  关威 ¥100 

105  应邦良 ¥100 

106  冯晨 ¥400 

107  爱心人士 ¥6 

108  李军 ¥200 

109  王越 ¥200 

110  黎晓荣 ¥200 

111  潘冰艳 ¥200 

112  张旭 ¥100 

113  方洪云 ¥251 

114  王文娟 ¥200 

115  金颖 ¥200 

116  赵雅曼 ¥200 

117  薛国强 ¥200 

118  陈洁 ¥200 

119  刘宝金 ¥200 

120  刘兴健 ¥50 

121  张金元 ¥200 

122  张晓静 ¥200 

123  黄清泉 ¥1,000 

124  邢芳芳 ¥100 

125  杨春智 ¥500 

126  王福臣 ¥100 

127  卢思泽 ¥50 

128  翟世刚 ¥100 

129  王彦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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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刘文扬 ¥200 

131  赵茜 ¥200 

132  于桐 ¥200 

133  爱心人士 ¥200 

134  王翠芬 ¥100 

135  闫炜华 ¥100 

136  黄芳 ¥200 

137  李宝焕 ¥500 

138  郝万新 ¥200 

139  苏瑞雪 ¥100 

140  张爽 ¥100 

141  刘祥敏 ¥200 

142  杜翼 ¥50 

143  爱心人士 ¥200 

144  姜英政 ¥10 

145  爱心人士 ¥2,000 

146  柳采贞 ¥200 

147  爱心人士 ¥100 

148  高俊岭 ¥300 

149  白晓华 ¥200 

150  陈田田 ¥300 

151  张捷 ¥200 

152  石岩 ¥200 

153  张志龙 ¥100 

154  方芳 ¥200 

155  赵通 ¥200 

156  马仲林 ¥200 

157  梁丽娜 ¥100 

158  郑加顺 ¥200 

159  薛兴华 ¥500 

160  陈进杰 ¥200 

161  宋芙容 ¥500 

162  宋红岩 ¥200 

163  孙庆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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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刘玉玲 ¥200 

165  吴进城 ¥200 

166  李萍萍 ¥200 

167  刘世福 ¥222 

168  顾家举 ¥100 

169  范俊民 ¥100 

170  赵爽 ¥200 

171  李秀芳 ¥75 

172  袁圣亭 ¥200 

173  徐建军 ¥100 

174  付志远 ¥27 

175  刘士炜 ¥200 

176  王盈盈 ¥100 

177  王昭 ¥200 

178  杨靖国 ¥200 

179  陈颖 ¥200 

180  薛万元 ¥200 

181  杨顺兴 ¥200 

182  温丽芳 ¥100 

183  沈燕仲 ¥200 

184  王冬立 ¥200 

185  胡俊马 ¥200 

186  王海宾 ¥100 

187  尹俊华 ¥100 

188  郭富英 ¥100 

189  韩洪霞 ¥100 

190  张汝武 ¥200 

191  臧博 ¥100 

192  唐满香 ¥20 

193  段丽 ¥200 

194  冯颖毅 ¥200 

195  王兰 ¥200 

196  王志刚 ¥200 

197  张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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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梅芸茜 ¥200 

199  周美亚 ¥100 

200  穆小雄 ¥100 

201  李晶 ¥300 

202  陈俊 ¥200 

203  刘宝兴 ¥400 

204  孙杰 ¥200 

205  爱心人士 ¥36,720 

206  爱心人士 ¥26,512 

  总计 Total ¥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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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4/Index table 44 

      

天津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ianjin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齐连云 ¥300 

2  桑绍亮 ¥300 

3  刘华兰 ¥300 

4  刘毅 ¥300 

5  佟柏 ¥300 

6  许力力 ¥300 

7  胡方雨 ¥300 

8  戴文娟 ¥300 

9  卢云海 ¥300 

10  张会强 ¥300 

11  马智浩 ¥300 

12  王世泽 ¥300 

13  王云松 ¥300 

14  夏一凡 ¥300 

15  高军 ¥300 

16  姚晓亮 ¥300 

17  刘欢 ¥300 

18  卢凡 ¥300 

19  林文荣 ¥300 

20  郑爱娟 ¥300 

21  天津黄金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300 

22  范娜娜 ¥300 

23  朱圣华 ¥300 

24  孟昭兴 ¥300 

25  黄维萌 ¥300 

26  张玉虹 ¥300 

27  施惠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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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健 ¥300 

29  庄小争 ¥300 

30  史加春 ¥300 

31  王若珺 ¥300 

32  张燕会 ¥300 

33  张志彬 ¥300 

34  李大山 ¥300 

35  孙甲永 ¥300 

36  周祥 ¥300 

37  应泽多 ¥300 

38  秦景润 ¥300 

39  郭国珍 ¥300 

40  王景有 ¥300 

41  李根生 ¥300 

42  井斌 ¥300 

43  翁彩霞 ¥300 

44  黄庆洪 ¥300 

45  陈思 ¥300 

46  匿名 ¥300 

47  李海燕 ¥300 

48  张先明 ¥300 

49  田永刚 ¥300 

50  马志付 ¥300 

51  魏长清 ¥300 

52  李春洋 ¥300 

53  朱佳雯 ¥300 

54  及嘉起 ¥300 

55  姚筱筠 ¥300 

56  杨又利 ¥300 

57  朱铁林 ¥300 

58  董志毅 ¥300 

59  边自怀 ¥300 

60  赵延龄 ¥300 

61  张蓬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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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武靖伟 ¥300 

63  李姝然 ¥300 

64  张宁 ¥300 

65  尤会旺 ¥300 

66  王殿禄 ¥300 

67  张振刚 ¥300 

68  天津市源泰玻璃工贸有限公司 ¥300 

69  李健 ¥300 

70  李静 ¥300 

71  天津安谛律师事务所 ¥300 

72  马克义 ¥300 

73  熊立柱 ¥300 

74  廉建勃 ¥300 

75  朱向前 ¥300 

76  天津南化催化剂有限公司 ¥300 

77  王广柱 ¥300 

78  段林侠 ¥300 

79  冯喆 ¥300 

80  孙连季 ¥300 

81  张宇 ¥300 

82  朱能海 ¥300 

83  刘晖 ¥300 

84  翟殿春 ¥300 

85  杜琼侠 ¥300 

86  黄建国 ¥300 

87  赵晓影 ¥300 

88  廉建兴 ¥300 

89  张雪芹 ¥300 

90  商彩云 ¥300 

91  刘俊伟 ¥300 

92  李健美 ¥300 

93  王志斌 ¥300 

94  陈哲 ¥300 

95  慕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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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彭安 ¥300 

97  天津市一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00 

98  王铮 ¥300 

99  杨敏 ¥300 

100  胡芙蓉 ¥300 

101  胡号 ¥300 

102  梁良 ¥300 

103  孙晓琳 ¥300 

104  周爱杰 ¥300 

105  宋杨 ¥300 

106  段玉梅 ¥300 

107  魏丽丽 ¥300 

108  李树民 ¥300 

109  高金来 ¥300 

110  纪莹莹 ¥300 

111  范坤 ¥300 

112  赵静 ¥300 

113  罗伟 ¥300 

114  张慧琼 ¥300 

115  匿名 ¥300 

116  周万立 ¥300 

117  张雨 ¥300 

118  张琳娜 ¥300 

119  薛兴卓 ¥300 

120  韩勇 ¥300 

121  黄学刚 ¥300 

122  李莹 ¥300 

123  田建华 ¥300 

124  段玉林 ¥300 

125  牛化寒 ¥300 

126  赵福建 ¥300 

127  付小平 ¥300 

128  卢文琪 ¥300 

129  郭洪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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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陈树海 ¥300 

131  杨硕 ¥300 

132  郭萌 ¥300 

133  李美云 ¥300 

134  秦许宁 ¥300 

135  孙英姬 ¥300 

136  叶春梅 ¥300 

137  杨明 ¥300 

138  孙晓旭 ¥300 

139  马建华 ¥300 

140  谷洪玉 ¥300 

141  席军 ¥300 

142  阮祎萌 ¥300 

143  天津天管精密钢管销售有限公司 ¥300 

144  张勤 ¥300 

145  段玉琴 ¥300 

146  毛红玉 ¥300 

147  陈鸿炎 ¥300 

148  李玉良 ¥300 

149  王文洋 ¥300 

150  李丹丹 ¥300 

151  天津仁益日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 

152  李志斌 ¥300 

153  殷燕琴 ¥300 

154  潘朝雄 ¥300 

155  甄云松 ¥300 

156  天津起顺集天电器公司 ¥300 

157  张勇 ¥300 

158  天津市北辰区外环耐火器材厂 ¥300 

159  天津市昊达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00 

160  钱华君 ¥300 

161  陈育山 ¥300 

162  苗桐 ¥300 

163  郭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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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王颖丽 ¥300 

165  孙永生 ¥300 

166  尹立辉 ¥300 

167  李正法 ¥300 

168  李文争 ¥300 

169  康艳 ¥300 

170  高源 ¥300 

171  葛薇薇 ¥300 

172  陈岩 ¥300 

173  马月波 ¥300 

174  刘猛 ¥300 

175  纪超 ¥300 

176  天津澳波精密仪器研发有限公司 ¥300 

177  高文 ¥300 

178  孙建勋 ¥300 

179  张健 ¥300 

180  高秀华 ¥300 

181  崔金 ¥300 

182  李丽娜 ¥300 

183  岳鸾 ¥300 

184  钟丽丽 ¥300 

185  林萍 ¥300 

186  万守德 ¥300 

187  万守德 ¥300 

188  孟庆文 ¥300 

189  李国平 ¥300 

190  高伟 ¥300 

191  王宝国 ¥300 

192  高葆悦 ¥300 

193  张慧玲 ¥300 

194  张秀敏 ¥300 

195  孟娟 ¥300 

196  王振兴 ¥300 

197  马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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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王德培 ¥300 

199  罗莹 ¥300 

200  滑芸 ¥300 

201  曹福国 ¥300 

202  钟振涛 ¥300 

203  刘雅 ¥300 

204  房利 ¥300 

205  天津翰克润滑油有限公司 ¥300 

206  杜宝水 ¥300 

207  天津金塔集团建钢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300 

208  张珏 ¥300 

209  李杰 ¥300 

210  赵温红 ¥300 

211  林保重 ¥300 

212  天津华景化工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00 

213  天津市金色媒体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300 

214  天津瑞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00 

215  闫荣元 ¥300 

216  边树英 ¥300 

217  赵静 ¥300 

218  吴桂琴 ¥300 

219  兰金领 ¥300 

220  王秀凤 ¥300 

221  张加艳 ¥300 

222  郭剑芳 ¥300 

223  肖菁 ¥300 

224  吴克 ¥300 

225  胡艳梅 ¥300 

226  赵曲杨 ¥300 

227  杨刚 ¥300 

228  吴良平 ¥300 

229  刘芳 ¥300 

230  温静 ¥300 

231  高雅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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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刘瑾 ¥300 

233  陶丹 ¥300 

234  王卫东 ¥300 

235  刘伟 ¥300 

236  魏清慧 ¥300 

237  张文涛 ¥300 

238  訾悦 ¥300 

239  李茹意 ¥300 

240  彭思懿 ¥300 

241  康磊 ¥300 

242  马云龙 ¥300 

243  张国龙 ¥300 

244  武传奇 ¥300 

245  马伦 ¥300 

246  牛福有 ¥300 

247  徐峥 ¥300 

248  臧威 ¥300 

249  李萌 ¥300 

250  冯丹 ¥300 

251  阮雅丽 ¥300 

252  唐建宇 ¥300 

253  刘宁 ¥300 

254  应泽多 ¥199 

255  王卓 ¥200 

256  翁彩霞 ¥200 

257  唐闻宇 ¥199 

258  张国强 ¥200 

  总计 Total ¥76,898 
 

  



                                                                                                                                                              
 

92    
 

后表 45/Index table 45 

      

天津市中顺津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Tianjin Zhongshunji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铮 ¥200 

2  薛春玉 ¥200 

3  郭志诚 ¥100 

4  王恒起 ¥530 

5  李春勇 ¥100 

6  胡金文 ¥100 

7  王中伟 ¥100 

8  刘占强 ¥100 

9  耿锡斌 ¥200 

10  张利华 ¥100 

11  徐军 ¥100 

12  徐静 ¥30 

13  徐涛 ¥30 

14  徐波 ¥40 

15  李健 ¥100 

16  华美 ¥100 

17  张全霞 ¥100 

18  张彤 ¥100 

19  宋内军 ¥100 

20  王爱琴 ¥100 

21  王铮 ¥100 

22  薛春玉 ¥100 

23  王岭 ¥200 

24  吴辉 ¥200 

25  李立新 ¥300 

26  马志杰 ¥300 

27  杨成哲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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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穆嘉雄 ¥300 

29  张延飞 ¥300 

30  于飞 ¥800 

31  牛娜 ¥300 

32  高睿 ¥300 

33  匿名 ¥18 

34  天津市中顺津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4,000 

  总计 Total ¥6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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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6/Index table 46 

      

秦皇岛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Qinhuangdao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ci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秦皇岛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000 

  总计 Total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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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7/Index table 47 

      

上海凡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Fand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郑燕芳 ¥200 

2  郑璐 ¥40 

3  叶筱茜 ¥200 

4  李家豪 ¥100 

5  上海康城家具有限公司 ¥50 

6  上海建臻汽车零部件贸易有限公司 ¥100 

7  上海四海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00 

8  郑珺菲 ¥40 

9  胡沛 ¥40 

10  顾仲 ¥50 

11  成红莉 ¥50 

12  余恩妹 ¥500 

13  吕国玲 ¥50 

14  刘东立 ¥40 

15  张怡 ¥200 

16  巢意雯 ¥50 

17  冯金娥 ¥200 

18  金爱军 ¥200 

19  匿名 ¥250 

20  孙伟 ¥100 

21  匿名 ¥225 

22  刘爽 ¥200 

23  胡红霞 ¥50 

24  滕建生 ¥200 

25  施永忠 ¥40 

26  白依 ¥40 

27  匿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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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150 

29  匿名 ¥150 

30  匿名 ¥100 

31  匿名 ¥150 

32  匿名 ¥150 

33  朱祖松 ¥100 

34  吕薇薇 ¥200 

35  宋德国 ¥258 

36  崔小妹 ¥40 

37  卞为强 ¥100 

38  万先生 ¥50 

39  申奕 ¥40 

40  五贝景观设计 ¥100 

41  上海柏堤顿酒店 ¥200 

42  邱星星 ¥200 

43  缪蕾 ¥100 

44  李琴 ¥100 

45  王国珍 ¥50 

46  林志宏 ¥20 

47  曹峰 ¥75 

48  上海凡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50 

49  匿名 ¥100 

50  孙宇 ¥1,000 

51  朱孝明 ¥100 

52  郑丽莺 ¥20 

53  周蓓 ¥100 

54  张国勤 ¥200 

55  黄卫 ¥20 

56  黎明 ¥40 

57  胡孟成 ¥100 

58  夏雅萍 ¥40 

59  曲佳佳 ¥50 

60  李群峰 ¥200 

61  袁礼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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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旭东 ¥50 

63  张萍 ¥200 

64  白金明 ¥100 

65  石瑞丰 ¥500 

66  彭韵璟 ¥200 

67  单芙怡 ¥360 

68  储力 ¥20 

69  黄震宇 ¥40 

70  陆乐 ¥20 

71  高瑞云 ¥100 

72  王建荣 ¥100 

73  傅伟捷 ¥100 

74  范晓 ¥100 

75  杨子 ¥200 

76  匿名 ¥154 

77  孙云 ¥100 

78  张家钟 ¥50 

79  王龙根 ¥40 

80  王锁冬 ¥40 

81  陆伟 ¥400 

82  龚潇赟 ¥200 

83  匿名 ¥150 

84  施丽华 ¥40 

85  匿名 ¥360 

86  方瑾 ¥318 

87  匿名 ¥150 

88  匿名 ¥100 

89  刘艳珏 ¥120 

90  匿名 ¥400 

91  匿名 ¥214 

92  吴明星 ¥50 

93  匿名 ¥360 

94  匿名 ¥400 

95  上海台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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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Total ¥13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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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8/Index table 48 

      

上海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Debao Motor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杰 ¥50 

2  蔡黄兴 ¥50 

3  蒋清水 ¥100 

4  江阴中瑞非织布机械有限公司 ¥500 

5  蒋文阳 ¥100 

6  杜海勇 ¥500 

7  钱珍 ¥200 

8  赵建明 ¥200 

9  司新全 ¥200 

10  张德常 ¥200 

11  孙丽韫 ¥100 

12  崔娟 ¥100 

13  马可 ¥200 

14  简国钦 ¥200 

15  许之莹 ¥200 

16  周水才 ¥100 

17  史元 ¥100 

18  陶嘉 ¥100 

19  孙建军 ¥100 

20  李斌 ¥100 

21  许理明 ¥100 

22  陈智彰 ¥100 

23  毛银忠 ¥100 

24  GRACE ¥100 

25  林晓艳 ¥100 

26  钟志忠 ¥100 

27  滕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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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罗熙 ¥350 

29  赵炜 ¥150 

30  市场部 ¥2,900 

31  杨蕾 ¥350 

32  李海智 ¥200 

33  范秀维 ¥200 

34  肖华 ¥200 

35  胡华平 ¥200 

36  徐成亮 ¥200 

37  张佳瑜 ¥200 

38  彭顺顺 ¥200 

39  张静 ¥200 

40  上海炬峰涂装有限公司 ¥200 

41  陶冶 ¥200 

42  陆怡敏 ¥200 

43  陈幼珍 ¥200 

44  池元俊 ¥200 

45  王美荣 ¥200 

46  王欣艳 ¥200 

47  袁黄群 ¥200 

48  姚英杰 ¥200 

49  杨立东 ¥200 

50  上海达和荣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200 

51  赵响 ¥200 

52  马良 ¥200 

53  陶学梅 ¥200 

54  魏良满 ¥200 

55  钱妙 ¥200 

56  黄枫 ¥200 

57  王志新 ¥200 

58  朱洪伟 ¥200 

59  上海鹜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0 

60  滕祖辉 ¥200 

61  蒋钧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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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龚吟琳 ¥200 

63  上海森源开关有限公司 ¥200 

64  胡银仙 ¥200 

65  上海千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 

66  郑岱茜 ¥200 

67  徐琦琪 ¥200 

68  上海欣祺包装礼品有限公司 ¥200 

69  万怡 ¥200 

70  叶青 ¥200 

71  罗芳 ¥200 

72  周辉 ¥200 

73  严云青 ¥200 

74  管康年 ¥200 

75  骆双齐 ¥200 

76  亓丽 ¥200 

77  曹高永 ¥200 

78  吴志军 ¥200 

79  唐仁妹 ¥200 

80  夏飞平 ¥200 

81  沈恩光 ¥200 

82  李本明 ¥200 

83  邢国道 ¥200 

84  魏春 ¥200 

85  胡福平 ¥200 

86  赖秀锋 ¥200 

87  濮志光 ¥200 

88  周国详 ¥200 

89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00 

90  虞坚 ¥200 

91  上海石爱船舶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200 

92  竺钦麟 ¥200 

93  黄海忠 ¥200 

94  赵理 ¥200 

95  熊维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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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祖先红 ¥200 

97  宋美芳 ¥200 

98  上海阿德勒贸易有限公司 ¥200 

99  邵玉莲 ¥200 

100  郑树良 ¥200 

101  陆长务 ¥200 

102  上海恒地锦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 

103  赵漪璐 ¥200 

104  任瑶飞 ¥200 

105  李杏琴 ¥200 

106  俞国根 ¥200 

107  上海博发特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 

108  金建光 ¥200 

109  娄慧 ¥200 

110  卜亚娟 ¥200 

111  上海翔捷贸易有限公司 ¥200 

112  况家鹏 ¥200 

113  庞拥强 ¥200 

114  蒋清水 ¥200 

115  蔡黄兴 ¥200 

116  蔡昌成 ¥200 

117  郑秀丽 ¥200 

118  雷蓉晖 ¥200 

119  上海信兴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 

120  段士凯 ¥200 

121  王石柱 ¥200 

122  王峰杰 ¥200 

123  叶徐徐 ¥200 

124  沈淮德 ¥200 

125  汪晓俊 ¥200 

126  吴玲莉 ¥200 

127  章超 ¥200 

128  上海新必工贸有限公司 ¥200 

129  杨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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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徐春禕 ¥200 

131  黄菊兰 ¥200 

132  上海誉德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200 

133  於洁 ¥200 

134  陈建斌 ¥200 

135  金龙生 ¥200 

136  吴春频 ¥200 

137  上海钜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 

138  蒋文阳 ¥200 

139  洪柳珍 ¥200 

140  王敏权 ¥200 

141  殷云呼 ¥200 

142  欧货易（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 

143  刘春华 ¥200 

144  彭俊华 ¥200 

145  张苏卉 ¥200 

146  洪智超 ¥200 

147  李莲春 ¥200 

148  章元 ¥200 

149  唐蕴 ¥200 

150  金花 ¥200 

151  朱利民 ¥200 

152  田莲 ¥200 

153  陆锡莉 ¥200 

154  金渊巍 ¥200 

155  贺锡本 ¥200 

156  徐志清 ¥200 

157  陈丽君 ¥200 

158  上海鼎创模塑有限公司 ¥200 

159  赵之砚 ¥200 

160  张江涛 ¥200 

161  赵全 ¥200 

162  陈晓波 ¥200 

163  马光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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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徐紓 ¥200 

165  李步宁 ¥200 

166  宋晓丽 ¥200 

167  张燕 ¥200 

168  吕维 ¥200 

169  邵海英 ¥200 

170  林沐恩 ¥200 

171  蔡陈贤 ¥200 

172  上海新闵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200 

173  褚瑉 ¥200 

174  祝红 ¥200 

175  杨强 ¥200 

176  上海杜沃低温隔热制品有限公司 ¥200 

177  钱珍 ¥200 

178  叶圆 ¥200 

179  上海康鹏化学有限公司 ¥200 

180  李芳 ¥200 

181  汤晓丹 ¥200 

182  方亚玲 ¥200 

183  李勇 ¥200 

184  上海金石宾馆有限公司 ¥200 

185  张磊 ¥200 

186  张莲花 ¥200 

187  胡秀珠 ¥200 

188  杨斌 ¥200 

189  史斐 ¥200 

190  殷砚虹 ¥200 

191  王辉 ¥200 

192  邹剑晨 ¥200 

193  张爱华 ¥200 

194  孙敏 ¥200 

195  上海贝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00 

196  刘燕 ¥200 

197  侯晓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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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杜海勇 ¥200 

199  胡曼吉 ¥200 

200  张贤庆 ¥200 

201  孙国祥 ¥200 

202  刘颖 ¥200 

203  王昆田 ¥200 

204  徐水芝 ¥200 

205  郭明发 ¥200 

206  赵建明 ¥200 

207  赵正龙 ¥200 

208  上海视明车镜有限公司 ¥200 

209  上海金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0 

210  王和平 ¥200 

211  江庆 ¥200 

212  赵伟 ¥200 

213  罗圣东 ¥200 

214  朱仕宏 ¥200 

215  张汉球 ¥200 

216  胡晓晶 ¥200 

217  上海心路酒业有限公司 ¥200 

218  孙刚见 ¥200 

219  滕荣兵 ¥200 

220  余成贵 ¥200 

221  姑苏净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0 

222  庄爱红 ¥200 

223  汤春华 ¥200 

224  张冰 ¥200 

225  申雅聪 ¥200 

226  张建 ¥200 

227  杨帆 ¥200 

228  周旭 ¥200 

229  吴竹冰 ¥200 

230  许永礼 ¥200 

231  沈秀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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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沈伟萍 ¥200 

233  翟荣国 ¥200 

234  韩凤麒 ¥200 

235  宦有慎 ¥200 

236  上海澳南经贸有限公司 ¥200 

237  张旭 ¥200 

238  崔娟 ¥200 

239  张乐群 ¥200 

240  路劲松 ¥200 

241  杨华芝 ¥200 

242  冯珏 ¥200 

243  陈达伟 ¥200 

244  程红 ¥200 

245  林清华 ¥200 

246  王侃 ¥200 

247  张守权 ¥200 

248  俞俐丽 ¥200 

249  王文卿 ¥200 

250  唐青斐 ¥200 

251  孙浩 ¥200 

252  蒋燕 ¥200 

253  张后水 ¥200 

254  陈铮 ¥200 

255  万洛民 ¥200 

256  张洪 ¥200 

257  陈忠 ¥200 

258  朱权 ¥200 

259  吴建新 ¥200 

260  上海五圈冷轧带钢有限公司 ¥200 

261  任小明 ¥200 

262  林九川 ¥200 

263  刘娜 ¥200 

264  陈贵相 ¥200 

265  张文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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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郑先弘 ¥200 

267  庄骏 ¥200 

268  吴建清 ¥200 

269  徐春兰 ¥200 

270  苏更生 ¥200 

271  孙丽韫 ¥200 

272  任文忠 ¥200 

273  王立华 ¥200 

274  何彤 ¥200 

275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 

276  赵华 ¥200 

277  上海森阳科技有限公司 ¥200 

278  傅明军 ¥200 

279  陈璐佳 ¥200 

280  许芳 ¥200 

281  汤娟 ¥200 

282  陈志荣 ¥200 

283  章仪 ¥200 

284  裘春林 ¥200 

285  刘明慧 ¥200 

286  周辉 ¥200 

287  祁和平 ¥200 

288  傅强 ¥200 

289  刘佳 ¥200 

290  周浩 ¥200 

291  上海申菱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200 

292  李国英 ¥200 

293  齐妍 ¥200 

294  刘宪宏 ¥200 

295  上海联建通信信息有限公司 ¥200 

296  陈希夷 ¥200 

297  刘德田 ¥200 

298  上海友菱实业有限公司 ¥200 

299  李明秀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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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赵航 ¥200 

301  王益 ¥200 

302  黄姣娇 ¥200 

303  许淑惠 ¥200 

304  顾承斌 ¥200 

305  徐严政 ¥200 

306  白波 ¥200 

307  谢燕 ¥200 

308  包俊 ¥200 

309  周水才 ¥200 

310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 

311  潘俊杰 ¥200 

312  庄芳 ¥200 

313  马可 ¥200 

314  丁惠芬 ¥200 

315  喻晓东 ¥200 

316  张岚 ¥200 

317  徐靖世 ¥200 

318  赵雯 ¥200 

319  梁云 ¥200 

320  吴金南 ¥200 

321  李雪飞 ¥200 

322  施佳雯 ¥200 

323  上海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8,950 

324  捐款-上海良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500 

325  捐款-上海金球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8,000 

  总计 Total ¥1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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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49/Index table 49 

      

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何建均先生 ¥100 

2  王生彬先生 ¥89.10 

3  张晓明先生 ¥200 

4  余女士/上海源盛机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200 

5  朴京顺女士 ¥100 

6  方义才先生 ¥46 

7  陆明花女士 ¥12 

8  岳勇先生 ¥200 

9  施克茂先生 ¥500 

10  胡先生 ¥76.60 

11  龚晓雯女士 ¥500 

12  连志良先生 ¥500 

13  陈思伟先生 ¥100 

14  栾运宇先生 ¥200 

15  邱彤先生 ¥200 

16  何丹华先生 ¥200 

17  康宝根先生 ¥100 

18  雷波先生 ¥150 

19  封彦如女士 ¥50 

20  朱宁先生 ¥50 

21  上海常联企业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500 

22  陈江先生 ¥50 

23  唐晓红女士 ¥200 

24  赖忠燕女士 ¥200 

25  上海卓联物资有限公 ¥100 

26  张建华先生 ¥50 

27  周永生先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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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金满君女士 ¥20 

29  魏巍先生 ¥20 

30  张华女士 ¥120 

31  严国英女士 ¥200 

32  顾霆先生 ¥200 

33  董小顺先生 ¥45 

34  沈立建先生 ¥15 

35  金仁明先生 ¥10 

36  敖建平先生 ¥30 

37  裴明强先生 ¥200 

38  周永健先生 ¥50 

39  王采华先生 ¥20 

40  许航鹰女士 ¥100 

41  卓孝峰先生 ¥150 

42  董墚先生 ¥100 

43  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3,996.30 

  总计 Total ¥150,000 
 

  



                                                                                                                                                              
 

111    
 

后表 50/Index table 50 

      

上海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200 

2  匿名 ¥27.41 

3  匿名 ¥73 

4  匿名 ¥34 

5  匿名 ¥450 

6  赵艳春 ¥50 

7  徐仲斌 ¥150 

8  匿名 ¥245 

9  匿名 ¥200 

10  周笑斋 ¥5,000 

11  刘文平 ¥598.13 

12  陆维 ¥631.64 

13  强友英 ¥191.74 

14  代德柚 ¥1,053.94 

15  赖高峰 ¥10,000 

16  王明江 ¥20,000 

17  师为涛 ¥5,000 

18  刘文平 ¥5,000 

19  匿名 ¥20,000 

20  肖振阳 ¥20,000 

21  上海宝诚 ¥600 

22  匿名 ¥24,288 

23  匿名 ¥26,288 

24  匿名 ¥9,919.16 

  总计 Total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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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1/Index table 51 

      

上海宝诚中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zen Zhonghua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任渊 ¥500 

2  藏强 ¥14,180 

3  余敏佳 ¥500 

4  匿名 ¥250 

5  周材伟 ¥500 

6  甘晓青 ¥569.38 

7  郑靖 ¥14,180 

8  蔡臻 ¥300 

9  宋朝阳 ¥1,500 

10  王俊 ¥359 

11  吴小姐 ¥333.25 

12  朱晓蕾 ¥890 

13  章志新 ¥600 

14  贾政 ¥1,616.87 

15  匿名 ¥100 

16  薛树华 ¥1,200 

17  陈光 ¥300 

18  匿名 ¥100 

19  韩成 ¥2,700 

20  匿名 ¥2,500 

21  阮云峰 ¥4,300 

22  林经江 ¥1,500 

23  陆生岳 ¥877 

24  汪洋 ¥560 

25  沈健 ¥600 

26  孙琳 ¥1,000 

27  陈子煜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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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汤国平 ¥1,320 

29  周伟昕 ¥600 

30  葛鹏翔 ¥400 

31  李先生 ¥890 

32  武冠宇 ¥2,902.38 

33  鲍艳林 ¥281.73 

34  朱小姐 ¥607 

35  梁爽 ¥300 

36  俞先生 ¥343.79 

37  王玉明 ¥890 

38  邵金灵 ¥369.06 

39  甘小姐 ¥890 

40  章金尧 ¥12,000 

41  李淑华 ¥740 

42  周昊 ¥995 

43  徐俊超 ¥254.55 

44  郑克 ¥212 

45  孙磊 ¥2,171 

46  陈金同 ¥200 

47  余美红 ¥500 

48  刘小姐 ¥270.72 

49  刘小姐 ¥1.60 

50  匿名 ¥8.31 

51  孙雪杰 ¥993.27 

52  曹宁 ¥577.70 

53  仲勇东 ¥200 

54  王效勇 ¥400 

55  李世海 ¥1,050 

56  施先生 ¥1,176 

57  汪玉宝 ¥673 

58  王艳 ¥658 

59  林辉珍 ¥270 

60  陈达 ¥100 

61  林工业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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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顾先生 ¥849 

63   谢先生 ¥400 

64  熊彩霞 ¥1,050 

65  蔡玉珍 ¥400 

66  王志林 ¥161.60 

67  袁先生 ¥1,400 

68  李光耀 ¥10,000 

69  李光耀 ¥10,000 

70  李楠 ¥1,895.18 

71  黄志鹏 ¥280 

72  X 先生 ¥890 

73  郭赛军 ¥500 

74  赵星明 ¥1,000 

75  朱学兵 ¥300 

76  朱先生 ¥1,613 

77  王先生 ¥890 

78  刘迈 ¥1,500 

79  顾先生 ¥890 

80  旷鹏飞 ¥1,188.65 

81  田婷 ¥890 

82  孙立峰 ¥1,000 

83  王怡婷 ¥548 

84  丁兰树 ¥163.18 

85  宋卫萍 ¥800 

86  史雯 ¥890 

87  汤会新 ¥900 

88  王昱 ¥1,064.85 

89  杨晓伟 ¥200 

90  宋晓伟 ¥800 

  总计 Total ¥13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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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2/Index table 52 

      

上海众国宝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Zhongguo Baohong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300 

2  沈金华 ¥200 

3  李元钧 ¥200 

4  匿名 ¥200 

5  朱琼 ¥400 

6  黄燕燕 ¥200 

7  栗宏 ¥200 

8  孙利洲 ¥200 

9  陈艳雯 ¥200 

10  王琳 ¥200 

11  马卓 ¥200 

12  王增援 ¥200 

13  林嘉俊 ¥200 

14  唐介明 ¥200 

15  李云 ¥200 

16  曾卓原 ¥200 

17  范海燕 ¥200 

18  王献金 ¥200 

19  梁海燕 ¥200 

20  涂德佩 ¥200 

21  吴祖英 ¥200 

22  缪松林 ¥200 

23  顾传明 ¥100 

24  张继山 ¥100 

25  陈渊 ¥200 

26  陈先定 ¥200 

27  匿名 ¥200 

28  孙晓宇 ¥200 

29  金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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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建荣 ¥200 

31  田晓飞 ¥200 

32  刘文勇 ¥200 

33  匿名 ¥200 

34  丁小微 ¥200 

35  章震平 ¥200 

36  张福明 ¥200 

37  赵宇国 ¥200 

38  徐芳 ¥200 

39  陈炳 ¥200 

40  钟芳华 ¥200 

41  丁淑珂 ¥200 

42  潘加嘉 ¥100 

43  方佩辉 ¥200 

44  许建松 ¥200 

45  龚美华 ¥200 

46  蒋文浩 ¥200 

47  黄刘洞 ¥200 

48  张磊 ¥200 

49  陈晓琴 ¥200 

50  潘草奇 ¥200 

51  杨德明 ¥200 

52  王强 ¥200 

53  卢鹏程 ¥200 

54  吴荣华 ¥100 

55  王剑平 ¥300 

56  陈炜 ¥200 

57  匿名 ¥200 

58  邵国强 ¥500 

59  刘正洪（POS） ¥1,000 

60  康健（POS） ¥500 

61  程谷明 ¥200 

62  张晓华 ¥200 

63  徐佳 ¥200 

64  周顺良 ¥200 

65  刘洪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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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胡琴娥 ¥200 

67  王得俊 ¥200 

68  王玉琪 ¥200 

69  沈君明 ¥200 

70  林朝阳 ¥200 

71  李泓 ¥200 

72  周志水 ¥200 

73  杨英梅 ¥200 

74  匿名 ¥300 

75  匿名 ¥200 

76  孙中刚 ¥200 

77  杨冬妹 ¥200 

78  孙磊 ¥200 

79  吴婷婷 ¥200 

80  刘孝松 ¥200 

81  刘小冬 ¥200 

82  李铁 ¥200 

83  何山峰 ¥200 

84  刘洋 ¥200 

85  徐华 ¥200 

86  匿名 ¥200 

87  张韦唯 ¥200 

88  何雄 ¥200 

89  张燕青 ¥500 

90  天海青 ¥200 

91  王鹏杰 ¥200 

92  陆春波 ¥200 

93  张捷频 ¥200 

94  王丽 ¥200 

95  张建忠 ¥200 

96  方均珍 ¥200 

97  卢旻 ¥200 

98  李逢琼 ¥200 

99  刘爰颖 ¥200 

100  徐俊 ¥200 

101  丁建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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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韩寿兴 ¥200 

103  梁尚德 ¥200 

104  叶彬彬 ¥200 

105  乔丽玲 ¥200 

106  陈其平 ¥1,000 

107  张鑫 ¥200 

108  匿名 ¥200 

109  汤云海 ¥200 

110  孙蔚婷 ¥200 

111  郑致捷 ¥200 

112  董健民 ¥200 

113  匿名 ¥200 

114  叶德松 ¥200 

115  袁鑫 ¥100 

116  庄勇 ¥100 

117  匿名 ¥360 

118  陈希 ¥200 

119  陈善新 ¥200 

120  宋佳文 ¥100 

121  时英永 ¥1,000 

122  张宜宗 ¥400 

123  周瑱敏 ¥200 

124  匿名 ¥100 

125  翁庄美 ¥200 

126  张正永 ¥500 

127  乔宁 ¥200 

128  姚杰 ¥40 

129  陆岳 ¥200 

130  刘蓉文 ¥50 

131  匿名 ¥100 

132  蒋旭 ¥200 

133  杨若海 ¥200 

134  曹钦 ¥200 

135  徐阳 ¥200 

136  程隆才 ¥200 

137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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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艾勇强 ¥500 

139  匿名 ¥200 

140  金雪峰 ¥200 

141  匿名 ¥200 

142  陈洁 ¥200 

143  上海联尔 ¥200 

144  殷雄 ¥200 

145  周剑锋（POS） ¥200 

146  李忆池 ¥200 

147  翁才明 ¥300 

148  戴海亮 ¥200 

149  周涛 ¥200 

150  沈蓝诀 ¥200 

151  匿名 ¥200 

152  王晓强 ¥250 

153  刘惠明 ¥200 

154  钱莉莉 ¥200 

155  钟建强 ¥200 

156  陈德超 ¥200 

157  刘剑文 ¥200 

158  王佳 ¥200 

159  陈国英 ¥200 

160  匿名 ¥200 

161  匿名 ¥300 

162  徐超 ¥200 

163  杨震宇 ¥200 

164  匿名 ¥200 

165  方芸 ¥200 

166  王守军 ¥200 

167  庄文荣 ¥200 

168  汪晶 ¥1,000 

169  仇静坚 ¥200 

170  陆济洪 ¥200 

171  匿名 ¥200 

172  吴俊强 ¥200 

173  张海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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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曹建伟 ¥200 

175  唐瑞平 ¥200 

176  齐冬焱 ¥200 

177  匿名 ¥200 

178  李清 ¥200 

179  蔡奕卿 ¥200 

180  朱珺英 ¥200 

181  徐威 ¥200 

182  孙伟 ¥100 

183  陆萄杰 ¥100 

184  吕翔 ¥100 

185  黄真 ¥500 

186  周婷 ¥200 

187  匿名 ¥1,000 

188  赵菊芳 ¥200 

189  王丽君 ¥40 

190  贺致荣 ¥200 

191  王权臣 ¥200 

192  成语 ¥200 

193  李守全 ¥100 

194  谢远鹏 ¥200 

195  李光耀 ¥200 

196  管一平 ¥200 

197  张舒悦 ¥200 

198  陆盈音 ¥200 

199  方晓星 ¥200 

200  关鹏 ¥200 

201  侯方 ¥200 

202  华波 ¥200 

203  匿名 ¥200 

204  潘蓉昀 ¥200 

205  任一清 ¥200 

206  王震华 ¥200 

207  刘文君 ¥200 

208  诸建芳/潘都 ¥200 

209  凯艺林 ¥360 



                                                                                                                                                              
 

121    
 

210  王延政 ¥200 

211  朱国武 ¥200 

212  周玉群 ¥200 

213  花红兰 ¥200 

214  梅堃 ¥200 

215  匿名 ¥200 

216  程洲 ¥200 

217  匿名 ¥200 

218  李雅君 ¥200 

219  孙桂玲 ¥200 

220  龚勋 ¥200 

221  袁平 ¥200 

222  匿名 ¥200 

223  宜雪松 ¥200 

224  刘军 ¥200 

225  潘成立 ¥200 

226  匿名 ¥200 

227  庄勇 ¥100 

228  赵能 ¥200 

229  徐庆元/良元物业 ¥200 

230  蒋辉 ¥200 

231  郑晓珍 ¥200 

232  石超瑜 ¥300 

233  王靖 ¥200 

234  严立志 ¥200 

235  傅明霞 ¥200 

236  田小宁 ¥500 

237  冯拥辉 ¥200 

238  艾景平 ¥200 

239  顾燕蕴 ¥200 

240  冯鹏程 ¥200 

241  季涛 ¥100 

242  张黎 ¥200 

243  夏成忠 ¥200 

244  谭立春 ¥200 

245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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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吴宏 ¥500 

247  苏荣进 ¥200 

248  常宗好/夏洪 ¥200 

249  陈信学 ¥200 

250  陈信毅 ¥200 

251  陆冯华 ¥200 

252  庄文荣 ¥200 

253  邱弘 ¥200 

254  章劲松 ¥200 

255  匿名 ¥100 

256  张伟亮 ¥1,000 

257  何天友 ¥200 

258  金华忠 ¥200 

259  徐磊 ¥200 

260  孙奕萍 ¥200 

261  梅会琴 ¥200 

262  周漫江 ¥200 

263  马晓俊 ¥200 

264  郑家琦 ¥200 

265  周艳 ¥200 

266  茅佳忠 ¥200 

267  陈瑛 ¥200 

268  苏三芹 ¥200 

269  鲍广才 ¥200 

270  赵菲菲 ¥50 

271  曹梓楠 ¥200 

272  林晓冬 ¥200 

273  沈轶群 ¥200 

274  梁勇 ¥200 

275  袁昄 ¥200 

276  童立明 ¥200 

277  仲萌 ¥200 

278  包佳全 ¥200 

279  胡瑞芬 ¥200 

280  张伟 ¥200 

281  黄元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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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匿名 ¥200 

283  施振阳 ¥200 

284  匿名 ¥200 

285  李玉合 ¥300 

286  李慧 ¥200 

287  蔡小红 ¥200 

288  林海瑛 ¥200 

289  张柏青 ¥200 

290  陈玲凤 ¥200 

291  袁鑫 ¥100 

292  季涛 ¥100 

293  钱志海 ¥200 

294  周喜旺 ¥200 

295  陈海军 ¥200 

296  冯智 ¥200 

297  林俊中 ¥200 

298  祁雪梅 ¥200 

299  杨蒂诗 ¥200 

300  王茹 ¥200 

301  朱惠 ¥200 

302  陈炳章 ¥200 

303  张佳聪 ¥200 

304  黄文镇 ¥200 

305  徐仁环 ¥200 

306  周亥良 ¥200 

307  滕建 ¥200 

308  王舜 ¥300 

309  匿名 ¥200 

310  张琦 ¥200 

311  郑芳贞 ¥200 

312  王晓卫 ¥200 

313  周玲 ¥200 

314  智敏 ¥200 

315  吴亚萍 ¥200 

316  徐寅 ¥100 

317  王洪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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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朱千中 ¥100 

319  常春勋 ¥100 

320  张道海 ¥100 

321  张俊 ¥100 

322  庄晔 ¥100 

323  冯芳 ¥100 

324  陈玉珍 ¥100 

325  朱兴敏 ¥100 

326  陈敏达 ¥100 

327  许静 ¥100 

328  管夏夏 ¥100 

329  陆晓兰 ¥100 

330  卫静 ¥100 

331  葛从安 ¥100 

332  储小华 ¥100 

333  朱爱兰 ¥100 

334  吴忠勤 ¥100 

335  曹根东 ¥100 

336  顾国平 ¥100 

337  楼海平 ¥100 

338  方均杨 ¥100 

339  黄晓晖 ¥100 

340  宝泓二手车 ¥2,840 

341  泓马会 ¥4,700 

342  众国宝泓 ¥31,360 

  总计 Total ¥11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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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3/Index table 53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efei Polyf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宗林 ¥200 

2  徐青(王冰洋) ¥150 

3  高艳 ¥200 

4  张华林(李董升) ¥500 

5  张贤发 ¥200 

6  周经林 ¥200 

7  李美 ¥200 

8  闪红军 ¥300 

9  朱士明 ¥100 

10  邱国娟 ¥500 

11  徐超(施明翠) ¥100 

12  李小俊 ¥100 

13  王立勇 ¥100 

14  王友红 ¥200 

15  周凤银 ¥100 

16  刘晓燕 ¥500 

17  吕宝明 ¥100 

18  吴雪龙 ¥1,000 

19  葛蔚 ¥100 

20  张碧亭 ¥500 

21  姜沙沙 ¥200 

22  王立松 ¥200 

23  聂虎 ¥100 

24  唐振 ¥200 

25  胡俊云 ¥100 

26  田善明 ¥100 

27  韩成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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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本菊 ¥200 

29  崔保生(丁丽丽) ¥100 

30  李开明 ¥200 

31  张世超 ¥100 

32  上官华 ¥400 

33  蒋校林(蒋帅) ¥300 

34  李敏 ¥100 

35  朱伟 ¥500 

36  靳常英 ¥300 

37  谌亚欢 ¥200 

38  陈彬 ¥500 

39  刘恩祥 ¥200 

40  车荣鑫 ¥200 

41  刘修洋 ¥200 

42  邹怀玲 ¥200 

43  田增才 ¥300 

44  陈修文 ¥500 

45  尤俊 ¥200 

46  丁仁华(汪为翠) ¥100 

47  高雷 ¥200 

48  江胜 ¥100 

49  李亚立(戴之伯) ¥400 

50  陈一瑄 ¥300 

51  夏家松 ¥100 

52  路明 ¥100 

53  夏远俊 ¥200 

54  余龙祥 ¥300 

55  李朋超 ¥200 

56  解修菊 ¥300 

57  许晓慧 ¥100 

58  石海峡 ¥100 

59  陈世勇 ¥100 

60  席劲松 ¥200 

61  吴丽风(姜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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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孙勇 ¥200 

63  王顺育 ¥100 

64  汪元所 ¥100 

65  江守霞 ¥200 

66  石宏霞 ¥100 

67  郑升 ¥200 

68  陈俊岭 ¥100 

69  薛庆涛 ¥100 

70  付琴庆 ¥500 

71  方伟 ¥100 

72  黄松 ¥200 

73  王书明 ¥100 

74  尚文 ¥100 

75  廖洋(潘雪杰) ¥200 

76  耿伟 ¥100 

77  张国平 ¥200 

78  董新义 ¥100 

79  瞿顶洲 ¥100 

80  庄得元 ¥200 

81  杨帆 ¥100 

82  朱莉 ¥200 

83  汪冰(余洪光) ¥100 

84  马文静 ¥100 

85  茆程喜 ¥200 

86  凌必银(柯文江) ¥100 

87  唐麒霖 ¥100 

88  程静 ¥100 

89  王玉婕 ¥200 

90  叶晓燕 ¥100 

91  胡先进 ¥200 

92  余方存 ¥200 

93  梅华 ¥100 

94  朱宏杰 ¥200 

95  高璐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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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梁程程 ¥100 

97  刘伟 ¥150 

98  温跃霞 ¥100 

99  胡晓东 ¥150 

100  朱业斌 ¥200 

101  解贵银 ¥150 

102  阮仁武 ¥240 

103  李云平 ¥230 

104  陈本金 ¥200 

105  汤文婷 ¥200 

106  张明 ¥180 

107  刘立福(朱桂银) ¥250 

108  姚晓蕾 ¥100 

109  储如厚 ¥100 

110  何宏芬 ¥200 

111  岳付琼 ¥200 

112  李春军 ¥100 

113  柯志君 ¥100 

114  陈延宏 ¥100 

115  李兵 ¥100 

116  凌鸣 ¥200 

117  张杉杉 ¥150 

118  富宇(裴琮勇) ¥150 

119  康大虎 ¥100 

120  张军 ¥200 

121  胡海全(王成江) ¥220 

122  王猛 ¥360 

123  邵潇潇 ¥100 

124  李学转 ¥100 

125  顾萌萌 ¥100 

126  刘其平 ¥100 

127  程敏 ¥150 

128  朱孟非 ¥130 

129  杜飞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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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李明(杜和山) ¥150 

131  刘丽华 ¥100 

132  王康记 ¥100 

133  周宗好 ¥100 

134  朱克胜 ¥500 

135  张以树 ¥400 

136  陆艳 ¥100 

137  阮亚军 ¥100 

138  王刚（李联友） ¥100 

139  李宏 ¥100 

140  秦侠 ¥100 

141  文震 ¥150 

142  汪立军 ¥225 

143  周代文 ¥200 

144  黄学斌 ¥200 

145  王惠 ¥150 

146  蒋彬 ¥200 

147  张玉山 ¥500 

148  孙勇 ¥500 

149  朱函翠 ¥100 

150  陈宝 ¥600 

151  曹廷军 ¥300 

152  陈鸿斌 ¥280 

153  侯昕荣 ¥600 

154  陆文化 ¥800 

155  刁发民 ¥300 

156  黄岭 ¥300 

157  朱献珍 ¥100 

158  陈文群 ¥200 

159  张燕燕 ¥100 

160  王学珍 ¥200 

161  马节章 ¥500 

162  王芳 ¥300 

163  李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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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朱昆 ¥100 

165  朱克洋 ¥100 

166  姚树松 ¥200 

167  胡晓云 ¥300 

168  卢志培 ¥165 

169  胡冉冉 ¥150 

170  朱红霞 ¥200 

171  孙琼 ¥260 

172  胡先龙 ¥158 

173  姚德军 ¥600 

174  张东 ¥400 

175  王郑 ¥400 

176  张玉侠 ¥300 

177  訾雯丹 ¥300 

178  沈韬 ¥260 

179  高芝萍 ¥380 

180  张先晓 ¥600 

181  崔居山 ¥200 

182  席晓波 ¥100 

183  高宇 ¥100 

184  樊凯 ¥100 

185  李来治 ¥200 

186  查寅 ¥300 

187  王莉 ¥300 

188  夏宏胜 ¥200 

189  高强 ¥500 

190  张艳玲 ¥400 

191  齐六一 ¥400 

192  范进 ¥300 

193  王俊富 ¥300 

194  张玉梅 ¥500 

195  顾可仑 ¥200 

196  方红东 ¥300 

197  完永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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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张健 ¥100 

199  彭道品 ¥200 

200  刘泉红 ¥400 

201  陈明烨 ¥300 

202  王忠 ¥300 

203  陈鑫 ¥200 

204  孙柏 ¥200 

205  侯章磊 ¥600 

206  陈仁喜 ¥600 

207  程磊 ¥200 

208  彭洪才 ¥260 

209  元翔 ¥180 

210  陈魁杰 ¥100 

211  韩玲玲 ¥300 

212  刘文姝 ¥300 

213  林佳佳 ¥200 

214  王存伟 ¥100 

215  郭艳 ¥200 

216  余虹 ¥500 

217  阮敏 ¥300 

218  董勇 ¥500 

219  蒋一鸣 ¥500 

220  叶磊 ¥200 

221  王萍 ¥200 

222  杜振新 ¥300 

223  王正言 ¥300 

224  高旭东 ¥800 

225  周业凯 ¥400 

226  刘立萍 ¥200 

227  张红 ¥200 

228  穆君 ¥100 

229  孙式利 ¥200 

230  汪敏 ¥100 

231  张云鹏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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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唐琛 ¥300 

233  张雪 ¥200 

234  王宇旋 ¥360 

235  王春玲 ¥500 

236  蔡善祥 ¥300 

237  王丹丹 ¥300 

238  杨振亚 ¥800 

239  周结斌 ¥500 

240  夏嫣玫 ¥200 

241  司家园 ¥300 

242  董斌 ¥300 

243  张匀瑕 ¥700 

244  徐丽 ¥400 

245  李莹 ¥200 

246  胡卫军 ¥600 

247  王秀甫 ¥1,000 

248  马畅 ¥800 

249  盛辉 ¥200 

250  郑纬 ¥200 

251  黄德武 ¥200 

252  张军 ¥200 

253  马兰 ¥300 

254  刘犇 ¥200 

255  杨玲 ¥200 

256  石晓琴 ¥300 

257  章祺 ¥500 

258  吕孝芳(孙业林） ¥200 

259  许鸣 ¥500 

260  王家梅 ¥200 

261  夏海荣 ¥200 

262  郑礼梅 ¥200 

263  徐新兵 ¥200 

264  杨亚彬 ¥300 

265  程小丽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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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莫家银 ¥400 

267  朱万存 ¥400 

268  孙仕瑜 ¥200 

269  胡文广 ¥320 

270  凌俐 ¥300 

271  孟超 ¥200 

272  崔磊(董丽娟) ¥200 

273  肖菊(刘晓运) ¥100 

274  孟亮 ¥200 

275  瞿林斌 ¥200 

276  张华威 ¥300 

277  黄文胜 ¥300 

278  周玲 ¥200 

279  王伟 ¥200 

280  裴莉 ¥200 

281  高毅 ¥500 

282  虞丽 ¥200 

283  袁绪皖 ¥200 

284  谢页平 ¥380 

285  史茂顺 ¥200 

286  胡虎 ¥200 

287  庞士银 ¥280 

288  段文俊 ¥200 

289  尚海燕 ¥200 

290  周华运 ¥200 

291  阮怀婧 ¥200 

292  徐兰华 ¥100 

293  邵梅 ¥500 

294  范宸铭 ¥500 

295  李亮(汪仁传) ¥200 

296  彭俊 ¥300 

297  鲁智 ¥400 

298  陈开宇 ¥200 

299  黄文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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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陈娟 ¥300 

301  王洪梅 ¥300 

302  陈科(李欣倩) ¥200 

303  牛祝红 ¥500 

304  花蕾 ¥200 

305  罗国福 ¥350 

306  江春笋 ¥200 

307  周振彬 ¥200 

308  蔡金添 ¥300 

309  魏勇 ¥300 

310  黄安才 ¥300 

311  吕文峰 ¥200 

312  储岳政 ¥200 

313  王磊 ¥500 

314  何叶 ¥200 

315  郑毅 ¥200 

316  孙葛敏 ¥200 

317  李运 ¥300 

318  侯泽华 ¥100 

319  盘耀平 ¥200 

320  刘娟 ¥300 

321  孔军 ¥200 

322  邓杰 ¥500 

323  瞿林娟 ¥118 

324  张健 ¥200 

325  王楠竹 ¥200 

326  汪锋琴 ¥300 

327  王贺观 ¥400 

328  朱纯革 ¥200 

329  袁萍 ¥280 

330  张翠英(裴世东) ¥300 

331  段春菊 ¥200 

332  卫昕 ¥300 

333  吕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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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高翔 ¥300 

335  谷化峰 ¥300 

336  梁澎 ¥200 

337  王建香 ¥200 

338  叶林 ¥200 

339  尹玉金 ¥400 

340  方泽旭 ¥400 

341  郭荣霞 ¥500 

342  满尊兵(李五四) ¥300 

343  周永 ¥500 

344  赵云 ¥200 

345  陆玉芝 ¥100 

346  周振 ¥300 

347  王玉梅 ¥100 

348  陈浩 ¥100 

349  孟海燕 ¥500 

350  余红红 ¥200 

351  余国威(吕学萍) ¥200 

352  汪浩 ¥200 

353  朱祥俊 ¥200 

354  孙圆圆 ¥500 

355  黄为民 ¥200 

356  李艳 ¥400 

357  李武 ¥400 

358  黄兆平 ¥200 

359  亓林 ¥200 

360  合肥宝利丰 ¥20,164 

  总计 Total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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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4/Index table 54 

      

合肥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efei X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800 

2  匿名 ¥500 

3  匿名 ¥350 

4  匿名 ¥600 

5  王树峰 ¥1,000 

6  孔德争 ¥550 

7  何文龙 ¥800 

8  周鹏玉 ¥300 

9  赵玉珍 ¥200 

10  徐敏 ¥100 

11  杨松 ¥600 

12  杨耀云 ¥700 

13  韩家北 ¥800 

14  李艳娇 ¥600 

15  邓江丽 ¥450 

16  王群 ¥650 

17  杨宇松 ¥550 

18  李泉 ¥800 

19  刘卫东 ¥600 

20  吴权胜 ¥500 

21  杨霞 ¥550 

22  程跃进 ¥650 

23  凌先志 ¥350 

24  张子婷 ¥800 

25  程文 ¥1,000 

26  姚明 ¥800 

27  魏贺松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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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邸侃 ¥600 

29  邱瑜蓉 ¥500 

30  马英杰 ¥400 

31  葛章菊 ¥800 

32  李前进 ¥600 

33  焦跟洋 ¥1,000 

34  姚加连 ¥800 

35  王琳 ¥600 

36  廖平静 ¥550 

37  王瑞君 ¥450 

38  王苗苗 ¥650 

39  陈驰 ¥700 

40  郑亚岚 ¥800 

41  岳世敏 ¥1,000 

42  章勇维 ¥600 

43  彭明 ¥800 

44  刑志如 ¥600 

45  王勇 ¥450 

46  姚伟 ¥350 

47  叶启兵 ¥800 

48  刘晨 ¥700 

49  王义涛 ¥900 

50  王逸欣 ¥600 

51  王建平 ¥600 

52  王广杰 ¥550 

53  张闻瑞 ¥800 

54  刘凤启 ¥600 

55  蔡志新 ¥300 

56  章功学 ¥200 

57  孙婷婷 ¥600 

58  黄业发 ¥350 

59  盛小燕 ¥650 

60  鲍正平 ¥850 

61  吕琴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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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郑家虎 ¥800 

63  张建 ¥1,000 

64  王益萍 ¥500 

65  徐友龙 ¥600 

66  李小玲 ¥400 

67  王培 ¥800 

68  程涉峰 ¥600 

69  徐丽莉 ¥900 

70  郭杰 ¥1,000 

71  徐赫 ¥600 

72  苗英 ¥800 

73  管小青 ¥700 

74  毛吉顺 ¥600 

75  丁建平 ¥1,000 

76  谢文 ¥600 

77  谢羽 ¥800 

78  郝颖磊 ¥600 

79  李宗元 ¥1,000 

80  童庆川 ¥800 

81  李兵 ¥600 

82  苗飞 ¥900 

83  高见 ¥500 

84  孙冬冬 ¥900 

85  马广智 ¥800 

86  宣锐锋 ¥600 

87  王汉英 ¥550 

88  姚克英 ¥400 

89  何春林 ¥800 

90  黄卫军 ¥600 

91  饶新花 ¥1,000 

92  李典虎 ¥900 

93  苏月霜 ¥800 

94  张宏 ¥500 

95  陈超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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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刘青 ¥750 

97  梁建 ¥650 

98  王理论 ¥600 

99  郭磊 ¥800 

100  刘翠珍 ¥900 

101  何爱民 ¥600 

102  陈明超 ¥800 

103  卢仕如 ¥1,000 

104  江岷康 ¥900 

105  姚晨晨 ¥650 

106  史晓宇 ¥800 

107  田金林 ¥600 

108  何方 ¥800 

109  张振兴 ¥650 

110  吕上 ¥700 

111  陈庆兵 ¥800 

112  翟秋珍 ¥1,000 

113  胡长生 ¥800 

114  金利杭 ¥600 

115  周瑶 ¥800 

116  孙燕燕 ¥500 

117  邱梅 ¥650 

118  丁根生 ¥900 

119  张平 ¥650 

  总计 Total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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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5/Index table 55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hu Polysh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小平 ¥5,500 

2  郑坤 ¥3,000 

3  淘金 ¥3,000 

4  牛齐 ¥2,000 

5  马明扬 ¥1,360 

6  周玲玲 ¥800 

7  程晓雨 ¥700 

8  杜军 ¥660 

9  王剑 ¥400 

10  夏大伟 ¥500 

11  吕斐斐  ¥1,000 

12  皇甫尚旻  ¥1,000 

13  秦亚敏 ¥500 

14  骆愿诚 ¥500 

15  谢平 ¥1,000 

16  吴子虎 ¥400 

17  何春梅 ¥400 

18  周永发 ¥200 

19  张先玉 ¥360 

20  方世运 ¥200 

21  王启祥 ¥1,000 

22  黄义文 ¥1,000 

23  金继彬 ¥500 

24  秦基云 ¥1,000 

25  贾洪青 ¥1,000 

26  刘宗飞 ¥500 

27  毛士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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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陶军 ¥500 

29  吴伟 ¥1,000 

30  陈新平 ¥1,600 

31  严云鹤 ¥500 

32  吴显柏 ¥500 

33  王宇 ¥1,800 

34  朱信华 ¥1,000 

35  许维勤 ¥1,000 

36  朱克勤 ¥500 

37  夏巢凤 ¥370 

38  方宁义 ¥400 

39  李国忠 ¥200 

40  李业华 ¥200 

41  韦开年 ¥1,500 

42  范琳琳 ¥200 

43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900 

  总计 Total ¥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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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6/Index table 56 

      

太仓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cang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杰 ¥1,750 

2  胡健康 ¥750 

3  景秀峰 ¥2,000 

4  毛建刚 ¥600 

5  苏冰彬 ¥600 

6  李新闪 ¥800 

7  刘强 ¥1,280 

8  匿名 ¥500 

9  匿名 ¥800 

10  李商雅 ¥650 

11  黄容 ¥3,360 

12  吴春杰 ¥600 

13  刘谭谭 ¥100 

14  柯常林 ¥1,100 

15  刘镇 ¥100 

16  宋玉军 ¥600 

17  姚刚 ¥300 

18  徐雪芳 ¥300 

19  薛晓艳 ¥600 

20  陈三明 ¥600 

21  胡小华 ¥300 

22  闵建国 ¥100 

23  孙庆阳 ¥600 

24  马良生 ¥500 

25  孙振岗 ¥300 

26  王晓红 ¥100 

27  毛高峰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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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沈国兵 ¥300 

29  宋玲玲 ¥500 

30  杨建彪 ¥800 

31  沈月忠 ¥300 

32  陈慧  ¥600 

33  黄怡 ¥1,200 

34  邵少锋 ¥300 

35  苏方东 ¥500 

36  张亮  ¥300 

37  徐侃 ¥800 

38  陆佳 ¥600 

39  陈涛 ¥500 

40  王李娜 ¥300 

41  王丽敏 ¥300 

42  匿名 ¥500 

43  于远航 ¥300 

44  杨丽花 ¥500 

45  严美玉 ¥900 

46  吴锦云 ¥800 

47  沈红梅 ¥200 

48  闵捷 ¥500 

49  姜承华 ¥200 

50  匿名 ¥600 

51  王朝正 ¥200 

  总计 Total ¥3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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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7/Index table 57 

      

张家港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苏州阿尔太机械有限公司 ¥154 

2  钱志刚 ¥108.74 

3  张家港市港城通用泵联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249 

4  杨永飞 ¥65 

5  何国锋 ¥95 

6  陈虎 ¥100 

7  沙建法 ¥500 

8  赵淑芳 ¥200 

9  陈世明 ¥1,000 

10  潘雪娟 ¥379.94 

11  金德 ¥200 

12  许明 ¥573 

13  盛益明 ¥133 

14  吴宇 ¥500 

15  郭元东 ¥213 

16  王玉芳 ¥339.91 

17  夏玉萍 ¥406 

18  李惠 ¥200 

19  蔡金华 ¥200 

20  黄新江 ¥362.41 

21  江苏嘉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2 

22  杜建 ¥159.58 

23  江苏德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438 

24  朱明 ¥200.08 

25  张家港保税区吉泰贸易有限公司 ¥60.94 

26  易涛 ¥200 

27  陆正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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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孙建云 ¥222.38 

29  吴宗兴 ¥363.42 

30  高杰 ¥200 

31  宋宏洲 ¥227.54 

32  张家港市保税区王氏运输有限公司 ¥85 

33  浦剑新 ¥253.84 

34  张家港市长宜进出口有限公司 ¥220 

35  殷琪 ¥357 

36  侯维忠 ¥600 

37  潘志国 ¥100 

38  蒋轲 ¥61 

39  包计放 ¥1,000 

40  张家港市新鑫模塑有限公司 ¥40 

41  朱炜 ¥100 

42  张家港宝华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674.40 

43  张家港市草原春羊绒服饰有限公司 ¥100 

44  隆晓初 ¥80 

45  张卫东 ¥210 

46  朱长久 ¥1,000 

47  谌章兵 ¥70 

48  汤红昌 ¥24.54 

49  黄国华 ¥40 

50  陈新芬 ¥319.92 

51  黄荣 ¥100 

52  庄曙波 ¥100 

53  王月琴 ¥10,000 

54  沈辰 ¥200 

55  邬佳伟 ¥40 

56  陈军 ¥200 

57  张家港保税区向阳制管有限公司 ¥2,000 

58  吴浩 ¥500 

59  潘彬 ¥40 

60  朱岳兵 ¥40 

61  石永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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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志明 ¥200 

63  姜伟忠 ¥200 

64  邹静芬 ¥114 

65  朱玉水 ¥40 

66  孙建凯 ¥142 

67  叶蓁 ¥80 

68  徐洪才 ¥2,000 

69  张家港市金钟纸行 ¥70.93 

70  钱又东 ¥40 

71  王荣华 ¥200 

72  庞骏 ¥500 

73  吴艳 ¥600 

74  倪荣元 ¥200 

75  曹振华 ¥200 

76  张小燕 ¥524 

77  钱建晓 ¥200 

78  张家港市楠鑫科技有限公司 ¥2,000 

79  周玲 ¥200 

80  顾婕 ¥40 

81  聂峰 ¥200 

82  陈国锋 ¥200 

83  顺通制线 ¥40 

84  江阴市豪菊服饰有限公司 ¥40 

85  郭健行 ¥40 

86  冯红春 ¥40 

87  王雯 ¥40 

88  陆清 ¥303.41 

89  徐增寿 ¥200 

90  王海风 ¥40 

91  沈护东 ¥40 

92  沈健 ¥40 

93  印杰 ¥40 

94  卞峰 ¥200 

95  杨龙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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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夏礼得 ¥86 

97  蔡霞 ¥200 

98  唐黎 ¥200 

99  张弘涛 ¥600 

100  闵新华 ¥200 

101  何国明 ¥400 

102  江阴新东亚 ¥200 

103  陈建峰 ¥100 

104  唐建平 ¥600 

105  潘红妹 ¥40 

106  赵维 ¥20 

107  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 ¥160 

108  张家港市鑫业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70.85 

109  陈奇 ¥1,000 

110  葛汝清 ¥40 

111  胡亚娟 ¥41 

112  许霞慈 ¥40 

113  郭荣 ¥36 

  总计 Total ¥40,0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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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8/Index table 58 

      

常熟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sh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常熟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500 

2  周敏艳 ¥100 

  总计 ¥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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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59/Index table 59 

      

苏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u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伟杰 ¥200 

2  沈秀敏 ¥200 

3  吴志萍 ¥200 

4  周立波 ¥200 

5  梁爱雪 ¥200 

6  杨建峰 ¥200 

7  凌平平 ¥200 

8  范文进 ¥200 

9  康克勤 ¥200 

10  郑家平 ¥200 

11  孙红林 ¥200 

12  柳清杨 ¥200 

13  廖小余 ¥200 

14  苏州奥森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200 

15  潘攀 ¥200 

16  黄燕芬 ¥200 

17  盛金凤 ¥200 

18  费振东 ¥200 

19  陈惠东 ¥200 

20  李宗平 ¥200 

21  高云华 ¥200 

22  李子瑜 ¥200 

23  钱仁江 ¥200 

24  陈清莉 ¥200 

25  高荣 ¥200 

26  陆绞 ¥200 

27  史春燕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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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徐玉兰 ¥200 

29  赵涛 ¥200 

30  陆卉 ¥200 

31  宋斌 ¥200 

32  周嘉莉 ¥200 

33  蒋永灿 ¥200 

34  郑馨捷 ¥200 

35  凌丽 ¥200 

36  吴越华 ¥200 

37  曾荫知 ¥200 

38  张家港保税区鼎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 

39  朱俊方 ¥200 

40  殷文 ¥200 

41  岳玲 ¥200 

42  苏州穿云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200 

43  王丽娟 ¥200 

44  陈卫琴 ¥200 

45  陈川 ¥200 

46  张敏吉 ¥200 

47  顾奇 ¥200 

48  邬海韵 ¥200 

49  瞿张斌 ¥200 

50  张向东 ¥200 

51  苏州市卫星燃化有限公司 ¥200 

52  陈为均 ¥200 

53  王峰 ¥200 

54  苏明辉 ¥200 

55  张梅林 ¥200 

56  卢海燕 ¥200 

57  张汉平 ¥200 

58  梁象伟 ¥200 

59  苏州世联机电有限公司 ¥200 

60  张家港市茂华涂装有限公司 ¥200 

61  张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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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孙洋 ¥200 

63  李鹏 ¥200 

64  江家友 ¥200 

65  桂龙太 ¥200 

66  姜睿 ¥200 

67  陆芳芳 ¥200 

68  苏州骏宝行 ¥80,550 

  总计 Total ¥9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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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0/Index table 60 

      

苏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uzho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劳培雷 ¥400 

2  张贤芝 ¥150 

3  张芹 ¥200 

4  姚海明 ¥150 

5  周建东 ¥720 

6  杨翔 ¥200 

7  陈雅君 ¥516 

8  冯毅 ¥150 

9  谢运杰 ¥100 

10  刘响 ¥100 

11  沈碧妤(王君) ¥500 

12  杨家荣 ¥100 

13  昆山铁生机械有限公司 ¥200 

14  刘守杰 ¥330 

15  周红峰 ¥120 

16  孟军 ¥200 

17  吴柏树 ¥120 

18  徐丙中 ¥500 

19  苏溪 ¥500 

20  王龙 ¥100 

21  刘汗青 ¥200 

22  周磊 ¥220 

23  苏州圣恒塑业有限公司  ¥200 

24  徐晨逸 ¥200 

25  周苏丹 ¥200 

26  吴江华 ¥200 

27  李成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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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奕 ¥200 

29  任银霞 ¥200 

30  钱建林 ¥200 

31  苏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6,674 

  总计 Total ¥94,050 
 

  



                                                                                                                                                              
 

154    
 

后表 61/Index table 61 

      

苏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uzhou Xinbaohang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苏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780 

2  匿名 ¥600 

3  匿名 ¥800 

4  匿名 ¥800 

5  匿名 ¥800 

6  匿名 ¥800 

7  匿名 ¥800 

8  匿名 ¥800 

9  匿名 ¥2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200 

12  匿名 ¥200 

13  匿名 ¥200 

14  匿名 ¥200 

15  匿名 ¥200 

16  匿名 ¥200 

17  匿名 ¥200 

18  匿名 ¥200 

19  匿名 ¥200 

20  匿名 ¥200 

21  匿名 ¥200 

22  匿名 ¥200 

23  匿名 ¥200 

24  匿名 ¥200 

25  匿名 ¥200 

26  匿名 ¥200 

27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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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200 

29  匿名 ¥200 

30  匿名 ¥200 

31  匿名 ¥200 

32  匿名 ¥200 

33  匿名 ¥200 

34  匿名 ¥200 

35  匿名 ¥200 

36  匿名 ¥200 

37  匿名 ¥200 

38  匿名 ¥300 

39  匿名 ¥300 

40  匿名 ¥300 

41  匿名 ¥300 

42  匿名 ¥300 

43  匿名 ¥300 

44  匿名 ¥300 

45  匿名 ¥300 

46  匿名 ¥300 

47  匿名 ¥320 

48  匿名 ¥500 

49  匿名 ¥500 

50  匿名 ¥500 

51  匿名 ¥500 

52  匿名 ¥500 

53  匿名 ¥500 

54  匿名 ¥600 

55  匿名 ¥600 

56  匿名 ¥1,000 

57  匿名 ¥1,000 

58  匿名 ¥1,000 

59  匿名 ¥1,000 

60  匿名 ¥1,000 

61  匿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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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匿名 ¥1,000 

63  匿名 ¥1,000 

64  匿名 ¥1,000 

65  匿名 ¥1,000 

66  匿名 ¥1,200 

67  匿名 ¥1,500 

68  匿名 ¥1,500 

69  匿名 ¥1,000 

70  匿名 ¥1,500 

  总计 Total ¥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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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2/Index table 62 

      

吴江宝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jiang Baozhi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吴江宝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7,350 

  总计 Total ¥2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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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3/Index table 63 

      

温州市好达机电有限公司 

Wenzhou Municipality Haoda Mechanical & Electronic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戴若舟 ¥200 

2  周潮 ¥200 

3  温州隆盛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300 

4  宋小澜 ¥200 

5  郑晓勇 ¥500 

6  程燕 ¥500 

7  浙江华宇电子有限公司 ¥200 

8  连新祥 ¥200 

9  高黔 ¥2,000 

10  黄小平 ¥200 

11  黄爱忠 ¥200 

12  张秀銮 ¥200 

13  李思思 ¥200 

14  蔡金达 ¥200 

15  余先生 ¥100 

16  黄女士 ¥100 

17  金峰 ¥200 

18  朱向南 ¥200 

19  陈先生 ¥200 

20  黄冬冬 ¥100 

21  徐先生 ¥100 

22  黄先生 ¥200 

23  倪发余 ¥200 

24  郑梁 ¥100 

25  徐先生 ¥100 

26  周序叙 ¥100 

27  郑先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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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先生 ¥200 

29  陈春来 ¥200 

30  徐盈盈 ¥200 

31  邵巧花 ¥200 

32  郑铭炎 ¥200 

33  谢嫦嫦 ¥200 

34  秦泰 ¥200 

35  章爱美 ¥500 

36  腾海鹏 ¥200 

37  苗益曼 ¥200 

38  葛玲鸟 ¥300 

39  谢丹 ¥200 

40  胡贤锋 ¥200 

41  李玉林 ¥200 

42  管力 ¥200 

43  王志强 ¥200 

44  鲍丽君 ¥200 

45  王华弟 ¥200 

46  温州市好达机电有限公司 ¥98,800 

  总计 Total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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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4/Index table 64 

      

温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Wenzhou Haode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仇梅娥 ¥200 

2  徐顺满 ¥300 

3  施黎翔 ¥200 

4  金国 ¥200 

5  周建义 ¥300 

6  黄爱亮 ¥500 

7  叶雪萍 ¥200 

8  李哲龙 ¥200 

9  胡亦梁 ¥200 

10  王远翔 ¥800 

11  林勇 ¥1,000 

12  杨世秀 ¥1,000 

13  周小秋 ¥800 

14  江慧 ¥200 

15  胡相样 ¥2,000 

16  马珊珊 ¥500 

17  周芳琼 ¥200 

18  温州市国璋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1,000 

19  张金汉 ¥200 

20  徐展东 ¥1,700 

21  余月平 ¥1,500 

22  季艳艳 ¥500 

23  杨爱真 ¥200 

24  陈芸 ¥1,000 

25  徐斌 ¥200 

26  杨欢喜 ¥1,000 

27  麻天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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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苗苗 ¥300 

29  冯洁 ¥200 

30  崔岩其 ¥360 

31  陈智祥 ¥200 

32  姜小豹 ¥200 

33  林杰 ¥1,000 

34  叶海萧 ¥500 

35  应宗海 ¥200 

36  陈怡 ¥500 

37  余众如 ¥800 

38  鸿洋集团有限公司 ¥200 

39  周扬 ¥200 

40  邹茜茜 ¥100 

41  张应许 ¥100 

42  戴小武 ¥200 

43  韩晓崇 ¥200 

44  黄丽秋 ¥200 

45  黄雪奇 ¥200 

46  朱照宇 ¥200 

47  林源剑 ¥200 

48  余冲 ¥200 

49  陈伟黎 ¥150 

50  池海 ¥100 

51  彭先生 ¥200 

52  潘卓琦 ¥200 

53  池胡 ¥100 

54  郑丹 ¥100 

55  张策 ¥100 

56  伊志洪 ¥500 

57  王丽威 ¥300 

58  陈瑞珍 ¥500 

59  张苗苗 ¥360 

60  应顺乾 ¥200 

61  詹松标 ¥500 



                                                                                                                                                              
 

162    
 

62  涂光松 ¥200 

63  王爱玉 ¥200 

64  周日彩 ¥500 

65  尹宜宜 ¥200 

66  温州市盟洲阀门有限公司 ¥1,000 

67  张树岳 ¥200 

68  曾呈钱 ¥500 

69  胡晓东 ¥1,000 

70  戴伊男 ¥200 

71  叶克明 ¥200 

72  孙通文 ¥200 

73  郭涵 ¥200 

74  吴柳香 ¥200 

75  金伊丽 ¥300 

76  倪红宇 ¥400 

77  张筱芸 ¥200 

78  周武 ¥200 

79  陈春燕 ¥1,000 

80  黄建 ¥500 

81  金未央 ¥200 

82  乐清市佳禾电器厂 ¥1,000 

83  曹荣耀 ¥200 

84  杨明耀 ¥500 

85  陈继珍 ¥500 

86  温州康都机电有限公司 ¥300 

87  叶进飞 ¥1,000 

88  廖洪快 ¥200 

89  张作璋 ¥300 

90  肖昌开 ¥1,000 

91  邹建成 ¥500 

92  袁慧栩 ¥200 

93  潘翀霄 ¥200 

94  缪圣豪 ¥200 

95  林云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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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宋旭静 ¥200 

97  张慈 ¥200 

98  黄时珍 ¥1,000 

99  李胜群 ¥500 

100  戴珂 ¥200 

101  王凌智 ¥500 

102  陈坚 ¥400 

103  林灵凤 ¥500 

104  王茂展 ¥1,000 

105  胡荷飞 ¥200 

106  胡侠华 ¥500 

107  鲁胜武 ¥100 

108  厉良钢 ¥200 

109  祁东城 ¥200 

110  温州耀义贸易有限公司 ¥200 

111  陈剑信 ¥500 

112  郑陆杨 ¥500 

113  刘化干 ¥500 

114  张同刚 ¥200 

115  林宏开 ¥200 

116  童思久 ¥200 

117  倪克龙 ¥800 

118  朱映欢 ¥200 

119  黄军彬 ¥500 

120  张衡 ¥500 

121  李志远 ¥500 

122  方立舒 ¥200 

123  黄建克 ¥500 

124  温州川洋电器有限公司 ¥200 

125  白晨晨 ¥200 

126  汪燕燕 ¥200 

127  姜小玲 ¥200 

128  沈斌 ¥100 

129  王靖磊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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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王华龙 ¥200 

131  应豪 ¥200 

132  林爱芝 ¥200 

133  黄直斌 ¥200 

134  章志权 ¥500 

135  陈文波 ¥200 

136  徐学环 ¥380 

137  高常剑 ¥200 

138  金敏 ¥200 

139  陈建华 ¥200 

140  李群 ¥500 

141  林江萍 ¥200 

142  季飞英 ¥200 

143  温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43,450 

  总计 Total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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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5/Index table 65 

      

温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enzhou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叶永德 ¥200 

2  匿名 ¥200 

3  匿名 ¥1,000 

4  叶玉占 ¥1,000 

5  周亦俏 ¥1,000 

6  陈朋贤 ¥200 

7  匿名 ¥797 

8  匿名 ¥300 

9  郭显铜 ¥1,000 

10  郑飞鹏 ¥500 

11  应泽富 ¥1,501 

12  匿名 ¥800 

13  匿名 ¥350 

14  匿名 ¥3,288 

15  郑巨海 ¥238 

16  李勇 ¥600 

17  匿名 ¥2,000 

18  胡泓韬 ¥900 

19  南安建 ¥300 

20  金振仁 ¥300 

21  汤旭琴 ¥100 

22  钱成托 ¥200 

23  金芬芬 ¥300 

24  夏邦海 ¥66 

25  匿名 ¥100 

26  施立强 ¥600 

27  匿名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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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325 

29  匿名 ¥325 

30  陈良村 ¥300 

31  匿名 ¥1,800 

32  林新芝 ¥500 

33  匿名 ¥200 

34  匿名 ¥300 

35  匿名 ¥1,200 

36  匿名 ¥200 

37  匿名 ¥966 

38  匿名 ¥500 

39  匿名 ¥500 

40  吴静 ¥1,000 

41  陈郦聃 ¥500 

42  匿名 ¥103 

43  林永 ¥200 

44  夏锡海 ¥600 

45  蔡齐行 ¥200 

46  姚晓 ¥385 

47  匿名 ¥200 

48  匿名 ¥200 

49  匿名 ¥242 

50  葛兆莹 ¥1,058 

51  匿名 ¥255 

52  匿名 ¥3 

53  朱培丹 ¥1,000 

54  匿名 ¥200 

55  匿名 ¥200 

56  黄冬冬 ¥325 

57  宋圣友 ¥500 

58  薛璐 ¥200 

59  匿名 ¥400 

60  张新新 ¥3,000 

61  匿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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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爱心人士 ¥510 

63  匿名 ¥700 

64  匿名 ¥1,500 

65  胡陈春 ¥500 

66  匿名 ¥300 

67  王从银 ¥300 

68  屠若化 ¥340 

69  林雪洁 ¥300 

70  匿名 ¥1,208 

71  葛兆莹 ¥2,000 

72  张望远 ¥1,290 

73  匿名 ¥700 

74  匿名 ¥57 

75  匿名 ¥1,208 

76  葛兆莹 ¥2,000 

77  匿名 ¥300 

78  匿名 ¥1,000 

79  匿名 ¥1,000 

80  张新新 ¥2,000 

81  匿名 ¥1,000 

82  林昌燕 ¥300 

83  郑霄腾 ¥700 

84  高海玲 ¥300 

85  周亦俏 ¥1,000 

86  陈朋贤 ¥200 

87  匿名 ¥797 

88  匿名 ¥300 

89  郭显铜 ¥1,000 

90  匿名 ¥900 

91  匿名 ¥300 

92  郑飞鹏 ¥500 

93  应泽富 ¥1,501 

94  汤旭琴 ¥100 

95  匿名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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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钱成托 ¥200 

97  金芬芬 ¥300 

98  陈洁洁 ¥500 

99  匿名 ¥300 

100  夏邦海 ¥66 

101  匿名 ¥100 

102  施立强 ¥600 

103  匿名 ¥463 

104  匿名 ¥500 

105  匿名 ¥239 

106  匿名 ¥300 

107  匿名 ¥600 

108  匿名 ¥361 

109  蔡忠宝 ¥500 

110  匿名 ¥285 

111  刘文栋 ¥200 

112  匿名 ¥512 

113  匿名 ¥100 

114  匿名 ¥200 

115  匿名 ¥300 

116  郑浩 ¥100 

117  匿名 ¥500 

118  虞勤 ¥600 

119  黄少艳 ¥300 

120  林新芝 ¥500 

121  匿名 ¥200 

122  林洋 ¥100 

123  匿名 ¥200 

124  匿名 ¥300 

125  孔建中 ¥300 

126  匿名 ¥300 

127  黄少艳 ¥400 

128  匿名 ¥325 

129  匿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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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陈良村 ¥300 

131  匿名 ¥1,800 

132  徐建丽 ¥200 

133  吴利盈 ¥200 

134  吴冬 ¥200 

135  林建人 ¥400 

136  朱张微 ¥200 

137  郑建皖 ¥200 

138  周仙环 ¥200 

139  李楚 ¥200 

140  钱益拉 ¥200 

141  温州市名邦服饰有限公司 ¥200 

142  金国龙 ¥200 

143  周璇 ¥200 

144  陈锦良 ¥200 

145  余翔 ¥200 

146  王妙琼 ¥200 

147  王良海 ¥200 

148  金朋程 ¥200 

  总计 Total ¥8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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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6/Index table 66 

      

温州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enzhou Li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饶敏 ¥500 

2  范剑益 ¥52 

3  陈晓峰 ¥66 

4  周秀琴 ¥300 

5  柯林策 ¥200 

6  夏阿芬 ¥1,000 

7  张帽 ¥100 

8  陈云飞 ¥500 

9  方绪立 ¥600 

10  匿名 ¥100 

11  王节 ¥200 

12  颜志钢 ¥500 

13  王俊 ¥200 

14  王晓燕 ¥200 

15  郑建华 ¥500 

16  陈如 ¥800 

17  陈民 ¥12 

18  黄华市 ¥200 

19  孔国雄 ¥200 

20  龚利梅 ¥500 

21  马存富 ¥1,500 

22  姜克余 ¥800 

23  黄良敏 ¥500 

24  张伟光 ¥1,000 

25  包秀力 ¥300 

26  郑郑 ¥800 

27  金炳银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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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靖洲 ¥200 

29  陈鸽 ¥500 

30  林美华 ¥500 

31  王素微 ¥500 

32  吴东旭 ¥500 

33  匿名 ¥16 

34  胡起众 ¥10 

35  陈明锋 ¥200 

36  朱书广 ¥500 

37  余斌 ¥300 

38  黄清平 ¥1,000 

39  林剑奔 ¥1,000 

40  董翀翊 ¥800 

41  陈均 ¥300 

42  翁寿华 ¥500 

43  林银海 ¥50 

44  樊海婴 ¥100 

45  廖宝晨 ¥20 

46  赵勇 ¥200 

47  王春生 ¥500 

48  李重威 ¥300 

49  吴旭东 ¥200 

50  倪一慧 ¥800 

51  陈利珍 ¥800 

52  姜胜珍 ¥200 

53  陈焕天 ¥500 

54  刘佳 ¥500 

55  潘海峰 ¥2 

56  匿名 ¥2 

57  黄雪玲 ¥800 

58  周锋 ¥200 

59  杨德业 ¥10 

60  倪一慧 ¥800 

61  苏立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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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黄玺豪 ¥100 

63  刘白晶 ¥200 

64  朱国良 ¥6,000 

65  胡安定 ¥30 

66  潘兵 ¥200 

67  吴文彦 ¥200 

68  李淳怡 ¥500 

69  许家新 ¥100 

70  郑建略 ¥300 

71  叶增安 ¥591 

72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云鹰皮鞋厂 ¥9 

73  赵威 ¥200 

74  张晓峰 ¥20 

75  钱继跃 ¥800 

76  邓世忠 ¥200 

77  林梅荣 ¥200 

78  黄建汉 ¥500 

79  季小飞 ¥10 

80  孔国雄 ¥200 

81  陈斌荣 ¥1,702 

82  吴敏国 ¥800 

83  饶明生 ¥500 

84  周志训 ¥458 

85  陈定茂 ¥200 

86  柯声波 ¥500 

87  刘珍 ¥300 

88  龚海娟 ¥200 

89  仇明珍 ¥100 

90  丰理强 ¥1,000 

91  李震川 ¥32 

92  杜新好 ¥200 

93  卢巧巧 ¥800 

94  方建文 ¥20 

95  蔡仁童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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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李彩平 ¥200 

97  陈嫦娇 ¥500 

98  金和平 ¥800 

99  方晓珍 ¥300 

100  温州市億领服饰有限公司（胡紫娟） ¥800 

101  杨军 ¥500 

102  林胜岳 ¥300 

103  董爱云 ¥200 

104  陆晋浩 ¥500 

105  金李斌 ¥38 

106  陈 琰 ¥200 

107  张小荣 ¥800 

108  曹怡君 ¥100 

109  潘恩弟 ¥1,000 

110  胡潆心 ¥1,000 

111  裘健 ¥200 

112  王晓湖 ¥124.48 

113  李逢春 ¥2 

114  沈登华 ¥100 

115  陈茜茜 ¥500 

116  黄昌毅 ¥80 

117  陈云飞 ¥440 

118  黄小迪 ¥200 

119  李主杰 ¥500 

120  林和平 ¥200 

121  吴文州 ¥1,300 

122  匿名 ¥3 

123  温州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2,865.52 

  总计 Total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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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7/Index table 67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zhou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朱鹏 ¥1,000 

2  应永国 ¥1,000 

3  葛红峰 ¥200 

4  郑学治 ¥100 

5  李永彬 ¥200 

6  郑菊青 ¥200 

7  魏微 ¥200 

8  项金超 ¥300 

9  陈赟花 ¥200 

10  徐伟军 ¥200 

11  林成芳 ¥200 

12  王翔 ¥300 

13  匿名 ¥200 

14  朱爱福 ¥1,000 

15  张琪钰/张卫林 ¥500 

16  徐嘉鸿/徐亨福 ¥200 

17  林国凯 ¥200 

18  王皖飞 ¥200 

19  许成哲/许美增 ¥200 

20  阮鹏俏/阮善宝 ¥200 

21  陈军海 ¥1,000 

22  陈勇 ¥200 

23  钟一鸣 ¥200 

24  陈橼 ¥1,000 

25  阮雪利 ¥1,000 

26  王涛 ¥200 

27  曹聪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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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瞿岗岗 ¥100 

29  天台县银兴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200 

30  许洪萍 ¥200 

31  张艳红 ¥100 

32  王准 ¥200 

33  金贤斌 ¥200 

34  罗小菲/黄优峰 ¥200 

35  许才霞 ¥500 

36  陈勇 ¥200 

37  李军 ¥300 

38  赵红梅 ¥300 

39  项建伟 ¥500 

40  徐林国 ¥1,000 

41  陈超 ¥300 

42  郑崇超 ¥200 

43  吴儒思 ¥200 

44  徐道森 ¥200 

45  刘胜 ¥200 

46  上官兆送 ¥200 

47  李毅 ¥200 

48  何新樟 ¥200 

49  王殿东 ¥200 

50  匿名 ¥200 

51  匿名 ¥600 

52  严海峰 ¥440 

53  陈海姣 ¥400 

54  王丽 ¥350 

55  管伟杰 ¥500 

56  严宏云 ¥3,000 

57  周成 ¥200 

58  苏荣建 ¥200 

59  匿名 ¥200 

60  张兴银 ¥200 

61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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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游昌辉 ¥200 

63  匿名 ¥600 

64  储小妹 ¥200 

65  匿名 ¥200 

66  孙德宝 ¥200 

67  绍兴市恒盛机械厂 ¥200 

68  台州鑫来电缆有限公司 ¥2,000 

69  林立先 ¥200 

70  杨陇冬 ¥300 

71  郑宏建 ¥200 

72  朱剑江 ¥2,800 

73  杨平阳 ¥200 

74  吴思晨/黄美丽 ¥200 

75  董青 ¥200 

76  沈君琪 ¥500 

77  台州金久传动带有限公司 ¥300 

78  陈峰 ¥100 

79  江奔 ¥1,000 

80  黄元考 ¥500 

81  徐艺玲 ¥200 

82  叶珊英 ¥200 

83  王魁 ¥200 

84  韦莉莉 ¥200 

85  罗华亮 ¥200 

86  张荣 ¥200 

87  张希华 ¥300 

88  李桂清 ¥500 

89  匿名 ¥1,200 

90  裘志刚 ¥100 

91  颜云定 ¥1,200 

92  阮继伟 ¥200 

93  石丽玲 ¥100 

94  杨平阳 ¥200 

95  汪春花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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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台州市精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 

97  林继善 ¥500 

98  罗丹 ¥200 

99  浙江万彩塑化有限公司 ¥400 

100  傅林静 ¥200 

101  周建友 ¥200 

102  市场活动 ¥490 

103  徐艺玲 ¥200 

104  施君飞 ¥860 

105  施国英 ¥600 

106  洪敏芳 ¥200 

107  匿名 ¥1,500 

108  周萍 ¥500 

109  倪修斌 ¥200 

110  罗军 ¥100 

111  杨旦荻 ¥1,000 

112  匿名 ¥200 

113  宋月达/高永和 ¥900 

114  匿名 ¥200 

115  张锦鸣 ¥5,000 

116  李卫国 ¥1,020 

117  项建波 ¥460 

118  章国斌 ¥200 

119  沈海强 ¥200 

120  徐静 ¥200 

121  王小红 ¥200 

122  林敏华 ¥200 

123  施苗青 ¥400 

124  陶曼迪 ¥200 

125  赵燕 ¥200 

126  浙江华荣模具有限公司 ¥500 

127  林远苗 ¥350 

128  郁淼峰 ¥600 

129  徐丽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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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林茜茜 ¥500 

131  梁利英 ¥2,000 

132  黄远 ¥200 

133  魏丹婷 ¥200 

134  王杨清 ¥200 

135  江昌升 ¥300 

136  李惠方 ¥200 

137  王宇 ¥200 

138  三门县世泰实业有限公司 ¥800 

139  周恩国 ¥100 

140  韦梦 ¥200 

141  金欣含 ¥200 

142  步作为 ¥300 

143  吴雅斐 ¥200 

144  丁金英 ¥200 

145  邱李丹 ¥300 

146  三门县世泰实业有限公司 ¥200 

147  李晓东 ¥640 

148  赵巧丽 ¥200 

149  李尤宝 ¥500 

150  臧敏 ¥300 

151  林丽丽 ¥300 

152  陶小健 ¥200 

153  玉环顺富橡塑有限公司 ¥200 

154  洪灵平 ¥200 

155  谢勇 ¥500 

156  汤华 ¥200 

157  陈平 ¥200 

158  袁丽萍 ¥200 

159  晁博 ¥400 

160  蒋友平 ¥500 

161  关海滨 ¥200 

162  赵丽霞 ¥200 

163  华国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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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戴敏娟 ¥200 

165  蔡尚兵 ¥100 

166  虞夏生 ¥200 

167  薛琳 ¥200 

168  朱李 ¥200 

169  蒋正喜 ¥200 

170  陈伟 ¥200 

171  蔡岳良 ¥100 

172  黄超 ¥200 

173  黄浦江 ¥1,300 

174  李丰立 ¥200 

175  王松林 ¥500 

176  张龙梅 ¥700 

177  黄剑波 ¥400 

178  朱玲红 ¥1,100 

179  张世玄/江苏澳龙实业 ¥200 

180  邓美仙 ¥1,000 

181  陈爱青 ¥3,000 

182  蔡建挺 ¥200 

183  任散散 ¥200 

  总计 Total ¥79,510 
 

  



                                                                                                                                                              
 

180    
 

后表 68/Index table 68 

      

台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Taizhou Haode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温岭市钢锋冲件有限公司 ¥200 

2  许天栋 ¥200 

3  汪灵桂 ¥200 

4  何姜益 ¥300 

5  毛玲敏 ¥200 

6  张辉军 ¥200 

7  金笑羽 ¥150 

8  方茜茜 ¥200 

9  邵再卡 ¥200 

10  台州市诚超机械模具邮箱公司 ¥300 

11  台州市黄岩海博工艺品厂 ¥200 

12  浙江雄鹏机械有限公司 ¥200 

13  王其佳 ¥200 

14  赵灵珊 ¥300 

15  沈焕火 ¥200 

16  台州市辉腾电子有限公司 ¥200 

17  王仁焕 ¥150 

18  黄林峰 ¥300 

19  莫均斌 ¥250 

20  葛士军 ¥350 

21  戴春华 ¥300 

22  周荣凯 ¥100 

23  台州万豪鞋业有限公司 ¥400 

24  狄祖堂 ¥50 

25  章明剑 ¥100 

26  章岸飞 ¥100 

27  丁春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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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葛立强 ¥100 

29  郑典敏 ¥200 

30  陈健 ¥200 

31  滕秀美 ¥500 

32  温岭市启源工艺品厂 ¥200 

33  吴莎莎 ¥200 

34  吴维岳 ¥300 

35  朱鎏婷 ¥200 

36  张彩菊 ¥200 

37  余琦 ¥200 

38  洪君阳 ¥200 

39  金林军 ¥200 

40  匿名 ¥200 

41  匿名 ¥490 

42  匿名 ¥200 

43  匿名 ¥610 

44  匿名 ¥370 

45  匿名 ¥520 

46  匿名 ¥300 

47  匿名 ¥650 

48  匿名 ¥100 

49  匿名 ¥500 

50  匿名 ¥100 

51  匿名 ¥300 

52  匿名 ¥300 

53  匿名 ¥400 

54  匿名 ¥100 

55  匿名 ¥300 

56  匿名 ¥100 

57  匿名 ¥300 

58  匿名 ¥60 

59  三门环达公路设施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何亚丽） ¥200 

60  匿名 ¥200 

61  潘巨盛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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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罗日海 ¥200 

63  王彩平 ¥200 

64  项晓媚 ¥100 

65  刘小红 ¥200 

66  台州市路桥区全明塑料有限公司 ¥200 

67  台州欧尔达铜业有限公司 ¥200 

68  蒋兴德 ¥300 

69  许小武 ¥200 

70  张贤民 ¥200 

71  阮玲飞 ¥200 

72  李剑洪 ¥200 

73  林如德 ¥200 

74  李斌 ¥200 

75  骆定文 ¥200 

76  王国军 ¥100 

77  张小明 ¥100 

78  李金娥 ¥200 

79  贺菊珍 ¥200 

80  郑建兵 ¥200 

81  唐小平 ¥200 

82  翁晓逢 ¥200 

83  周永都 ¥200 

84  倪锦忠 ¥200 

85  王晓亚 ¥100 

86  孙晶晶 ¥200 

87  李林方 ¥300 

88  郑芳 ¥200 

89  陈列 ¥200 

90  匿名 ¥600 

91  匿名 ¥300 

92  匿名 ¥300 

93  匿名 ¥300 

94  匿名 ¥300 

95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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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匿名 ¥100 

97  匿名 ¥300 

98  匿名 ¥300 

99  匿名 ¥100 

100  匿名 ¥700 

101  匿名 ¥300 

102  匿名 ¥600 

103  匿名 ¥100 

104  匿名 ¥400 

105  匿名 ¥100 

106  匿名 ¥100 

107  匿名 ¥100 

108  匿名 ¥200 

109  匿名 ¥300 

110  匿名 ¥300 

111  匿名 ¥100 

112  匿名 ¥300 

113  匿名 ¥300 

114  匿名 ¥300 

115  匿名 ¥100 

116  匿名 ¥500 

117  匿名 ¥200 

118  匿名 ¥500 

119  匿名 ¥200 

120  匿名 ¥100 

121  匿名 ¥100 

122  匿名 ¥100 

123  匿名 ¥150 

124  匿名 ¥200 

125  匿名 ¥150 

126  匿名 ¥200 

127  匿名 ¥150 

128  匿名 ¥200 

129  匿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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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匿名 ¥300 

131  匿名 ¥100 

132  匿名 ¥100 

133  匿名 ¥300 

134  匿名 ¥300 

135  匿名 ¥100 

136  匿名 ¥100 

137  匿名 ¥100 

138  匿名 ¥100 

139  匿名 ¥100 

140  匿名 ¥300 

141  匿名 ¥300 

142  匿名 ¥100 

143  匿名 ¥380 

144  匿名 ¥300 

145  匿名 ¥360 

146  匿名 ¥100 

147  匿名 ¥80 

148  匿名 ¥200 

149  匿名 ¥100 

150  台州市路桥奔志链条制造有限公司（陈小富） ¥200 

151  蔡桢 ¥200 

152  台州东达机电有限公司 ¥200 

153  陈君 ¥100 

154  孙学文 ¥200 

155  匿名 ¥200 

156  周林建 ¥200 

157  王先玉 ¥200 

158  吴玲珍 ¥200 

159  马增勇 ¥190 

160  陈惠珍 ¥200 

161  台州市黄岩天惠模具有限公司 ¥200 

162  蒋雪红 ¥200 

163  吕相红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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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洪铭优 ¥150 

165  李伟红 ¥200 

166  台州市黄岩正杨模具厂 ¥200 

167  周玲娣 ¥200 

168  台州锦湖置业有限公司 ¥200 

169  梁红君 ¥100 

170  曹云鹏 ¥300 

171  金荷素 ¥200 

172  方灵华 ¥200 

173  蔡西军 ¥300 

174  项则兴 ¥100 

175  吴正飞 ¥200 

176  浙江瑞格铜业有限公司 ¥200 

177  陈云敖 ¥150 

178  陈盛慧 ¥200 

179  匿名 ¥100 

180  匿名 ¥100 

181  匿名 ¥100 

182  匿名 ¥100 

183  匿名 ¥100 

184  匿名 ¥100 

185  匿名 ¥100 

186  匿名 ¥100 

187  匿名 ¥100 

188  匿名 ¥300 

189  匿名 ¥300 

190  匿名 ¥100 

191  匿名 ¥100 

192  匿名 ¥100 

193  匿名 ¥200 

194  匿名 ¥100 

195  匿名 ¥300 

196  匿名 ¥100 

197  匿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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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匿名 ¥100 

199  匿名 ¥400 

200  匿名 ¥100 

201  匿名 ¥100 

202  匿名 ¥100 

203  台州泓海塑业有限公司 ¥200 

204  刘斌 ¥200 

205  邱素葱 ¥200 

206  庄淑霞 ¥200 

207  徐小明 ¥200 

208  郑泽斌 ¥200 

209  余鸣法 ¥200 

210  许国华 ¥200 

211  许晓卫 ¥200 

212  韩霜 ¥100 

213  王婷婷 ¥200 

214  陈清华 ¥100 

215  洪倩倩 ¥200 

216  苏为平 ¥200 

217  台州巨力工具有限公司 ¥200 

218  匿名 ¥200 

219  匿名 ¥200 

220  匿名 ¥200 

221  朱奕平 ¥300 

222  庞永辉 ¥200 

223  郑美亚 ¥300 

224  葛学娣 ¥150 

225  温岭市东风汽车配件 ¥150 

226  林娇 ¥200 

227  鲍智斌 ¥200 

228  丁益民 ¥200 

229  陈楠 ¥200 

230  上海科华燃料工业有限公司 ¥200 

231  蔡阳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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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匿名 ¥400 

233  匿名 ¥60 

234  丁玲环 ¥200 

235  朱华云 ¥200 

236  柳婉伟 ¥200 

237  陈世民 ¥200 

238  陈玟妤 ¥200 

239  陈观涛 ¥200 

240  潘星宇 ¥100 

241  牧童集团有限公司 ¥200 

242  李霞 ¥150 

243  陈盼 ¥150 

244  蒋福华 ¥200 

245  朱妙林 ¥200 

246  丁浩 ¥200 

247  林立明 ¥200 

248  温岭市益益电机铁芯制造有限公司 ¥200 

249  汪千红 ¥100 

250  李小龙 ¥200 

251  陈伟丽 ¥200 

252  张增伟 ¥200 

253  匿名 ¥200 

254  匿名 ¥180 

255  黄菊媚 ¥200 

256  黄岩城关华光塑料厂 ¥200 

257  陶益铭 ¥200 

258  应帅 ¥200 

259  孙建伟 ¥200 

260  浙江普轩特机电有限公司 ¥300 

261  钱云菊 ¥200 

262  朱再云 ¥300 

263  王丽红 ¥200 

264  冯缨钦 ¥150 

265  於安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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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陈赛 ¥200 

267  项池良 ¥200 

268  杨迪 ¥300 

269  潘国崇 ¥200 

270  严丽婷 ¥100 

271  郑瑞华 ¥100 

272  叶雪燕 ¥200 

273  张伟明 ¥200 

274  罗鸣 ¥200 

275  匿名 ¥340 

276  匿名 ¥100 

277  匿名 ¥200 

278  匿名 ¥100 

279  匿名 ¥45 

280  匿名 ¥1,700 

281  匿名 ¥4,915 

282  台州好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2,000 

  总计 Total ¥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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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69/Index table 69 

      

台州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zhou Li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林丽 ¥200 

2  林涛 ¥200 

3  陈学君 ¥200 

4  陈花蓉 ¥200 

5  匿名 ¥200 

6  陈珍娟 ¥200 

7  杨智杰 ¥200 

8  王敏旦 ¥200 

9  赵玲杰 ¥200 

10  柳鹏 ¥160 

11  林晓伟 ¥300 

12  陈美球 ¥40 

13  陈云珍 ¥200 

14  梁雪梨 ¥50 

15  叶懿宣 ¥100 

16  浙江巨霸焊接有限公司 ¥300 

17  蒋招荣 ¥40 

18  苏保中 ¥200 

19  胡领辉 ¥50 

20  叶文志 ¥100 

21  林金娟 ¥100 

22  匿名 ¥500 

23  林小唐 ¥200 

24  朱宇迪 ¥100 

25  阮金玲 ¥100 

26  台州力宝行 ¥53,210 

  总计 Total ¥5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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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0/Index table 70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ishui Baoshun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950 

  总计 Total ¥4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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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1/Index table 71 

      

瑞安市宝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Rui’an Baolo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500 

2  贾李丹 ¥750 

3  匿名 ¥550 

4  匿名 ¥490 

5  匿名 ¥670 

6  匿名 ¥520 

7  匿名 ¥760 

8  匿名 ¥900 

9  匿名 ¥490 

10  匿名 ¥890 

11  匿名 ¥780 

12  匿名 ¥550 

13  何荷 ¥980 

14  缪敏华 ¥990 

15  贾道富 ¥1,000 

16  曾丽仙  ¥490 

17  曾小芳 ¥780 

18  林小敏 ¥660 

19  叶国龙  ¥880 

20  匿名 ¥900 

21  匿名 ¥530 

22  匿名 ¥900 

23  匿名 ¥1,000 

24  匿名 ¥880 

25  匿名 ¥950 

26  钱云英 ¥600 

27  匿名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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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760 

29  匿名 ¥880 

30  匿名 ¥900 

31  匿名 ¥1,500 

32  匿名 ¥700 

33  匿名 ¥560 

34  匿名 ¥1,000 

35  匿名 ¥650 

36  匿名 ¥880 

37  匿名 ¥780 

38  陈岳任 ¥990 

39  陈亦枢 ¥1,000 

40  阮臣连 ¥1,600 

41  蔡昌国 ¥1,080 

42  黄荣峰 ¥700 

43  匿名 ¥550 

44  许青锋  ¥650 

45  郑龙 ¥850 

46  蔡永富 ¥680 

47  徐秀丽  ¥660 

48  匿名 ¥860 

49  匿名 ¥650 

50  匿名 ¥880 

51  匿名 ¥780 

52  匿名 ¥500 

53  匿名 ¥660 

54  匿名 ¥450 

55  匿名 ¥350 

56  匿名 ¥1,500 

57  匿名 ¥580 

58  戴文福  ¥790 

59  陈宗严 ¥1,800 

60  项建格 ¥500 

61  匿名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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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匿名 ¥200 

63  匿名 ¥680 

64  蔡华丰 ¥1,000 

65  裘思蔚  ¥990 

66  王琼 ¥800 

67  林丽  ¥450 

68  孙晓钦 ¥790 

69  周侃 ¥980 

70  杨小溪 ¥680 

71  匿名 ¥900 

72  匿名 ¥1,000 

73  匿名 ¥350 

74  匿名 ¥690 

75  匿名 ¥700 

76  匿名 ¥850 

77  林秀华  ¥850 

78  匿名 ¥550 

79  匿名 ¥700 

80  匿名 ¥750 

81  傅露瑶 ¥1,200 

82  匿名 ¥890 

83  匿名 ¥1,000 

84  匿名 ¥700 

85  匿名 ¥550 

86  匿名 ¥650 

87  匿名 ¥900 

88  匿名 ¥700 

89  匿名 ¥900 

90  匿名 ¥350 

91  鲁奶时 ¥700 

92  郑希挺 ¥400 

93  匿名 ¥700 

94  匿名 ¥890 

95  匿名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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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匿名 ¥1,500 

97  廖銮菊 ¥350 

98  王照锋 ¥550 

99  郑进勇 ¥880 

100  李海吟 ¥900 

101  林和平 ¥800 

102  匿名 ¥900 

103  匿名 ¥700 

104  匿名 ¥1,000 

105  匿名 ¥890 

106  匿名 ¥560 

107  周如如 ¥660 

108  徐贤章  ¥530 

109  徐顺益 ¥1,200 

110  陈瑞晓 ¥880 

111  匿名 ¥550 

112  匿名 ¥990 

113  匿名 ¥700 

114  匿名 ¥500 

115  匿名 ¥570 

116  匿名 ¥660 

117  匿名 ¥580 

118  匿名 ¥700 

119  匿名 ¥950 

120  匿名 ¥590 

121  匿名 ¥880 

122  贾志富 ¥660 

123  黄忠义 ¥700 

124  匿名 ¥1,000 

125  匿名 ¥900 

126  匿名 ¥690 

127  匿名 ¥880 

  总计 Total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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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2/Index table 72 

      

常州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zhou Baoz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包建松 ¥800 

2  蔡伟宏 ¥500 

3  蔡靖 ¥900 

4  陈萍华 ¥600 

5  戴建军 ¥800 

6  丁志平 ¥500 

7  范志刚 ¥800 

8  高全 ¥1,200 

9  葛菊花 ¥500 

10  葛建新 ¥800 

11  顾龙夫 ¥500 

12  郭建红 ¥800 

13  焦政 ¥900 

14  华旸 ¥500 

15  李明 ¥600 

16  李东伟 ¥500 

17  李健 ¥500 

18  柳红砖 ¥700 

19  陆小芬 ¥800 

20  陆小兵 ¥1,200 

21  陆毅 ¥600 

22  费立新 ¥1,200 

23  储晨钢 ¥1,500 

24  陈梁一 ¥1,000 

25  杭益 ¥1,200 

26  华津 ¥1,500 

27  黄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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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季留平 ¥2,000 

29  简小兵 ¥1,800 

30  蒋立刚 ¥1,600 

31  蒋磊 ¥2,500 

32  蒋虹方 ¥3,500 

33  任小波 ¥2,800 

34  史建春 ¥3,000 

35  孙飞 ¥3,000 

36  唐芬红 ¥4,500 

37  唐军 ¥5,000 

38  王丽 ¥6,000 

39  王国平 ¥4,500 

40  王文书 ¥3,200 

41  吴亚男 ¥3,800 

42  杨军方 ¥1,200 

43  袁军 ¥1,200 

44  赵亮 ¥1,500 

45  周静 ¥1,500 

46  袁国忠 ¥2,800 

47  张弘平 ¥3,000 

48  张亚美 ¥5,000 

49  姚玉 ¥8,000 

50  常州宝尊 ¥21,200 

  总计 Total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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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3/Index table 73 

      

常州新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zhou Xin Baozun Automotives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4,000 

2  匿名 ¥3,000 

3  常州新宝尊 ¥63,000 

  总计 Total ¥80,000 
 

  



                                                                                                                                                              
 

198    
 

后表 74/Index table 74 

      

南通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antong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秦健 ¥1,000 

2  吴金其 ¥3,500 

3  南通市通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姜卫 ¥4,000 

4  萧一楠 ¥2,000 

5  王红兵 ¥6,000 

6  吴先生 ¥800 

7  施东卫 ¥2,000 

8  严国琪 ¥2,000 

9  徐小青 ¥1,000 

10   王利华 ¥1,000 

11  张军 ¥500 

12  曹艳梅 ¥1,000 

13  戴颖颖 ¥1,000 

14  王素玉 ¥2,000 

15  倪荣华 ¥1,000 

16  鞠林田 ¥18,000 

17  许晨阳 ¥1,000 

18  崔晔 ¥500 

19  许峰锐 ¥1,000 

20  李水花 ¥1,000 

21  徐鑫焱 ¥1,000 

22  仲丽琴 ¥1,000 

23  陈万宏 ¥1,000 

24  葛仁楼 ¥500 

25  李峰华 ¥1,000 

26  严小东 ¥2,000 

27  帅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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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顾海霞 ¥500 

29  于海姬 ¥500 

30  周勇 ¥1,000 

31  秦春晖 ¥1,000 

32  江兵 ¥1,000 

33  乙荣浩 ¥1,000 

34  毛建伟 ¥1,000 

35  管冬泉 ¥500 

36  单建峰 ¥1,000 

37  邱静静 ¥1,000 

38  匿名 ¥500 

39  匿名 ¥500 

40  匿名 ¥6,000 

  总计 Total ¥73,300 
 

  



                                                                                                                                                              
 

200    
 

后表 75/Index table 75 

      

无锡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xi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无锡市河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70 

2  赵永芳 ¥300 

3  无锡波儿发净化设备厂 ¥300 

4  无锡市长江液压缸厂 ¥350 

5  孙忠翠 ¥338.89 

6  无锡市润飞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200 

7  费忠新 ¥200 

8  崔伯森 ¥400 

9  徐克瑞 ¥400 

10  无锡锦腾丰机械设备厂 ¥385.85 

11  陆丽 ¥200 

12  蒋正伟 ¥300 

13  无锡市恒达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400 

14  薛正建 ¥200 

15  范佳颖 ¥200 

16  蒋正荣 ¥200 

17  张磊磊 ¥400 

18  王文亚 ¥500 

19  无锡市华庄太湖石油化工加油有限公司 ¥150 

20  袁日荣 ¥200 

21  林应镳 ¥200 

22  黄细萍 ¥230.81 

23  徐李平 ¥400 

24  无锡惠德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00 

25  无锡蓝海电机有限公司 ¥300 

26  无锡万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 

27  朱凌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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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乃恩 ¥400 

29  张德育 ¥400 

30  王剑波 ¥200 

31  张恒 ¥350 

32  陈玉行 ¥150 

33  孙从伟 ¥400 

34  许仁贤 ¥350 

35  无锡天奇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350 

36  马晓林 ¥350 

37  刘学克 ¥400 

38  王银玲 ¥400 

39  郑晨 ¥400 

40  王厚芹 ¥350 

41  郭立新 ¥200 

42  郝名刚 ¥273.20 

43  无锡琳翊怡然商贸有限公司 ¥400 

44  贾国强 ¥200 

45  无锡市雪浪反应釜厂 ¥400 

46  刘怀金 ¥200 

47  无锡环亚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450 

48  颜婧冰 ¥400 

49  王洪庆 ¥122.05 

50  无锡市永邦除湿设备有限公司 ¥400 

51  唐群亮 ¥380 

52  许猛 ¥350 

53  严威 ¥200 

54  蒋蓉蓉 ¥500 

55  江苏冯骏律师事务所 ¥151 

56  王建君 ¥400 

57  无锡市赛福特科技有限公司 ¥400 

58  无锡耀新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380 

59  孔艳 ¥325.65 

60  无锡特邦商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0 

61  无锡恒益电器配件厂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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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薛燕飞 ¥75.80 

63  张延 ¥400 

64  黄俊 ¥400 

65  沈颖 ¥66 

66  陈铮 ¥300 

67  沈虎 ¥150 

68  陈尧 ¥400 

69  李淑萍 ¥400 

70  无锡鑫宝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00 

71  顾健 ¥350 

72  沈兴国 ¥200 

73  无锡成龙制衣有限公司 ¥380 

74  许旭刚 ¥350 

75  冯玉萍 ¥500 

76  许庆 ¥200 

77  无锡市佳叶科技有限公司 ¥550 

78  孙腊香 ¥400 

79  陈怡 ¥350 

80  张勤 ¥400 

81  朱启欣 ¥380 

82  陈英 ¥400 

83  季爽飞 ¥400 

84  徐彬 ¥200 

85  蔡兴章 ¥200 

86  徐仁昌 ¥400 

87  无锡华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50 

88  向跃庭 ¥350 

89  无锡荣诚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00 

90  徐晓 ¥400 

91  无锡市昌源物资有限公司 ¥300 

92  顾毅天 ¥350 

93  顾翊枫 ¥300 

94  季正明 ¥400 

95  吴静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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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黄小红 ¥200 

97  陆佳 ¥400 

98  李友禄 ¥350 

99  无锡市浦深轴承有限公司 ¥400 

100  无锡明贤机械有限公司 ¥200 

101  王少凤 ¥350 

102  无锡绿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0.06 

103  全淳 ¥400 

104  无锡市万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 

105  邓卫波 ¥400 

106  陈晓杰 ¥400 

107  无锡市立川科技有限公司 ¥200 

108  无锡长德手套有限公司 ¥300 

109  无锡市天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00 

110  季芸 ¥300 

111  无锡市张泾文化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350 

112  陆彦芬 ¥320 

113  无锡市万丰保护膜有限公司 ¥200 

114  无锡市江南不锈钢特种材料厂 ¥500 

115  徐觉 ¥400 

116  王党院 ¥30 

117  贾懋 ¥30 

118  蔡霞 ¥300 

119  孙建国 ¥72.62 

120  沈燕艳 ¥400 

121  陈轶 ¥200 

122  张健 ¥400 

123  无锡市繁龙钢制品有限公司 ¥300 

124  季美玲 ¥150 

125  徐英 ¥200 

126  龚一飞 ¥350 

127  无锡市丰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0 

128  郭红 ¥400 

129  无锡市鹤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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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夏剑峰 ¥400 

131  王云鹤 ¥400 

132  无锡市景悦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200 

133  无锡市朗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150 

134  徐恺利 ¥200 

135  黄琪 ¥200 

136  无锡嘉裕投资有限公司 ¥400 

137  凌忠祥 ¥694 

138  无锡金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350 

139  王伟 ¥400 

140  王金汇 ¥43 

141  沈启晨 ¥350 

142  王兴龙 ¥10.90 

143  陈洁 ¥400 

144  陆静洲 ¥400 

145  邹宜伶 ¥400 

146  吴迪 ¥200 

147  朱翊琪 ¥400 

148  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 ¥150 

149  无锡宝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400 

150  郭海浪 ¥350 

151  陆乔君 ¥238.10 

152  黄海 ¥350 

153  孙政 ¥200 

154  王徙轹 ¥200 

155  无锡市君琰商贸有限公司 ¥500 

156  丁昳瑶 ¥200 

157  无锡丽华艺术有限公司 ¥300 

158  钱华 ¥350 

159  周琴霞 ¥400 

160  王建勤 ¥500 

161  周露 ¥500 

162  杜涛亚 ¥200 

163  陈俊俊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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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毛建华 ¥400 

165  周东升 ¥78 

166  无锡市松元模塑有限公司 ¥400 

167  肖梅 ¥200 

168  冯晨晓 ¥350 

169  陈伟 ¥350 

170  柏泉荣 ¥350 

171  陈丽丽 ¥100 

172  张雪 ¥200 

173  董晓华 ¥400 

174  陈季春 ¥400 

175  周惠云 ¥350 

176  无锡恒力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100 

177  无锡市立创动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0 

178  赵希彦 ¥200 

179  无锡市中信天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0 

180  无锡博大工程接卸制造有限公司 ¥200 

181  肖晓炜 ¥200 

182  裘峻豪 ¥350 

183  姜华安 ¥200 

184  许国民 ¥550 

185  无锡市高达制衣有限公司 ¥350 

186  无锡市蓝力机床有限公司 ¥200 

187  陆桂芳 ¥200 

188  周晓安 ¥150 

189  谢晓玲 ¥200 

190  张建新 ¥400 

191  无锡市康之佳贸易有限公司 ¥200 

192  许桂花 ¥200 

193  何少时 ¥200 

194  刘金课 ¥500 

195  钱洁 ¥400 

196  程力涵 ¥400 

197  过丽芳 ¥200 



                                                                                                                                                              
 

206    
 

198  无锡恩贝儿众合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0 

199  殷微微 ¥200 

200  张晓钦 ¥200 

201  张轩 ¥400 

202  朱希瑶 ¥300 

203  王兆俊 ¥81.43 

204  陆怡 ¥350 

205  江阴市裕顺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 ¥200 

206  徐军 ¥400 

207  臧正立 ¥400 

208  宜兴市翀宇合成革材料有限公司 ¥400 

209  尤梦娇 ¥200 

210  秦坚 ¥200 

211  傅秀倩 ¥200 

212  无锡市新裕滚针轴承有限公司 ¥500 

213  王文庆 ¥400 

214  顾蕾 ¥350 

215  高娅 ¥350 

216  孙天虹 ¥350 

217  无锡市新大隆机器制造厂 ¥400 

218  徐进 ¥400 

219  张方 ¥3,051.07 

220  汤慧英 ¥6,751.75 

221  江苏润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222  许晶晶 ¥2,700 

223  无锡惠盟贸易有限公司 ¥39.87 

  总计 Total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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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6/Index table 76 

      

无锡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xi Baoz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杨冬 ¥1,000 

2  杨颖华 ¥2,000 

3  王华军 ¥1,140 

4  吴昊 ¥540 

5  方世斋 ¥844 

6  朱琰 ¥1,080 

7  吴列峰 ¥670 

8  林国金 ¥540 

9  许腾 ¥500 

10  熊小庆 ¥540 

11  夏恒兵 ¥540 

12  顾其妹 ¥220 

13  唐咏 ¥814 

14  唐咏 ¥276 

15  马笑匀 ¥14,000 

16  无锡宝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0,296 

  总计 Total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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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7/Index table 77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ixing Polyfin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周锋 ¥800 

2  匿名 ¥100 

3  钱露 ¥100 

4  孙洪芳 ¥100 

5  潘锡芝 ¥200 

6  匿名 ¥200 

7  钱丽春 ¥1,000 

8  查锡应 ¥200 

9  匿名 ¥1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200 

12  董志平 ¥500 

13  匿名 ¥200 

14  宜兴冰雪制冷 ¥800 

15  吴俊生 ¥20 

16  李建峰 ¥500 

17  匿名 ¥20 

18  匿名 ¥800 

19  李建峰 ¥200 

20  史如兰 ¥200 

21  张锡民 ¥300 

22  王文军 ¥300 

23  匿名 ¥300 

24  王文军 ¥300 

25  周玉敏 ¥200 

26  朱国平 ¥500 

27  陈亚英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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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800 

29  匿名 ¥184 

30  匿名 ¥500 

31  匿名 ¥200 

32  匿名 ¥200 

33  周康 ¥200 

34  黄平津 ¥700 

35  明成环保 ¥200 

36  匿名 ¥500 

37  鹏瑶环保 ¥50 

38  匿名 ¥100 

39  吴尧 ¥200 

40  通利化工 ¥200 

41  蒋亚芳 ¥180 

42  钱娇 ¥200 

43  马超 ¥150 

44  蒋顺芬 ¥200 

45  匿名 ¥19 

46  谢文娇 ¥100 

47  匿名 ¥200 

48  戴秋云 ¥200 

49  蔡江涛 ¥100 

50  华杰 ¥100 

51  蒋关萍 ¥600 

52  匿名 ¥100 

53  张经历 ¥74 

54  范荣仙 ¥200 

55  王叶明 ¥40 

56  陆荣保 ¥100 

57  蒋杏新 ¥500 

58  余星辰 ¥500 

59  李飞 ¥500 

60  庄瑾英 ¥100 

61  徐法平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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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陈国琴 ¥300 

63  陆秋菊 ¥100 

64  芮建 ¥500 

65  梅总 ¥100 

66  匿名 ¥200 

67  奚群 ¥500 

68  朱有平 ¥100 

69  杨租斌 ¥100 

70  朱莉 ¥500 

71  范志华 ¥100 

72  杨琦 ¥300 

73  慧芳 ¥800 

74  曹云琴 ¥700 

75  庄胜芳 ¥600 

76  季文芳 ¥300 

77  自愿者 ¥113 

78  王坤法 ¥200 

79  杨文俊 ¥400 

80  蒋志军 ¥340 

81  杨忠军 ¥300 

82  许杏君 ¥250 

83  自愿者 ¥650 

84  自愿者 ¥700 

85  季红 ¥200 

86  朱洪兵 ¥160 

87  邵莉 ¥200 

88  史云飞 ¥250 

89  自愿者 ¥520 

90  徐校娟 ¥100 

91  李海新 ¥300 

92  顾晓英 ¥100 

93  叶添福 ¥200 

94  汤超 ¥200 

95  朱锡斌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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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周鹏 ¥200 

97  徐黎霞 ¥100 

98  王俏杨 ¥200 

99  陈建 ¥476 

100  潘俊栋 ¥424 

101  毛庆胜 ¥200 

102  自愿者 ¥476 

103  邵云 ¥100 

104  自愿者 ¥800 

105  自愿者 ¥900 

106  陈君琴 ¥344 

107  薛专科 ¥400 

108  史琴芬 ¥200 

109  单永根 ¥300 

110  郑周乐 ¥300 

111  自愿者 ¥800 

112  闵建芳 ¥200 

113  孙志军 ¥160 

114  戴海荣 ¥100 

115  许诚 ¥200 

116  张国军 ¥200 

117  杨专心 ¥300 

118  自愿者 ¥650 

119  自愿者 ¥800 

120  自愿者 ¥850 

121  自愿者 ¥800 

122  自愿者 ¥850 

  总计 Total ¥40,000 
 

  



                                                                                                                                                              
 

212    
 

后表 78/Index table 78 

      

江阴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angyin Baoze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斌 ¥790 

2  匿名 ¥400 

3  杜成华 ¥88 

4  梅剑锋、谢春玲 ¥500 

5  蒋懿 ¥300 

6  王宝明 ¥300 

7  江阴交广汽车俱乐部 ¥1,000 

8  江阴立升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1,000 

9  匿名 ¥1,370 

10  汤惠华 ¥200 

11  吴锡兴 ¥300 

12  许芳英 ¥200 

13  喻锦花 ¥500 

14  薛晟寅 ¥300 

15  匿名 ¥435 

16  卢飞飞 ¥300 

17  周月萍 ¥200 

18  吴碧 ¥500 

19  王慧萍 ¥200 

20  江阴市意凯奇服帽有限公司 ¥800 

21  高新 ¥300 

22  江阴硅普搪瓷有限公司 ¥300 

23  孟庆国 ¥300 

24  严婷 ¥500 

25  匿名 ¥1,061 

26  匿名 ¥62 

27  江阴市顾氏彩印铝箔有限公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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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何慧 ¥1,800 

29  黄斌 ¥300 

30  沈洁 ¥300 

31  李燕君 ¥300 

32  黄晓伟 ¥500 

33  钱杏李 ¥500 

34  张伟 ¥300 

35  匿名 ¥125 

36  堵小微 ¥500 

37  唐菊芬 ¥500 

38  吴燕红 ¥200 

39  顾雪强 ¥300 

40  陈向丹 ¥300 

41  史先涛 ¥300 

42  陆巍 ¥2,000 

43  江苏省雄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3,000 

44  吴静 ¥525.60 

45  潘志燕 ¥300 

46  上海甫誉工贸有限公司 ¥2,000 

47  上海努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00 

48  江阴市喜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500 

49  徐锋 ¥600 

50  朱斌 ¥300 

51  蔡沈红 ¥300 

52  薛春燕 ¥1,000 

53  吴军德 ¥300 

54  匿名 ¥200 

5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5,000 

56  匿名 ¥20,000 

57  江阴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243.43 

  总计 Total ¥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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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79/Index table 79 

      

泰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Taizho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先生 ¥1,000 

2  曹军 ¥1,000 

3  蔡先生 ¥600 

4  陈刚 ¥1,000 

5  翟先生 ¥1,000 

6  董国生 ¥800 

7  丁慧萍 ¥1,000 

8  顾先生 ¥1,500 

9  刘伟 ¥1,000 

10  徐建林 ¥1,100 

11  严先生 ¥900 

12  章女士 ¥2,000 

13  张先生 ¥5,000 

14  葛先生 ¥2,000 

15  栾中成 ¥1,500 

16  孙柯 ¥4,000 

17  李女士 ¥500 

18  马先生 ¥2,000 

19  季先生 ¥700 

20  田先生 ¥1,000 

21  苏文武 ¥2,500 

22  宗女士 ¥2,000 

23  泰州信宝行 ¥10,120 

  总计 Total ¥4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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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0/Index table 80 

      

南京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anjing Xingzh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95,000 

  总计 Total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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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1/Index table 81 

      

南京宁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Nanjing Ningbao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南京英特嘉宇工厂自动化有限公司 ¥200 

2  潘晓琴 ¥200 

3  李平 ¥200 

4  张彬彬 ¥200 

5  孟小松 ¥200 

6  张小燕 ¥200 

7  葛云晖 ¥200 

8  陈亮铭 ¥200 

9  孙峰 ¥200 

10  王慧萍 ¥360 

11  周建兵 ¥200 

12  茆荣军 ¥200 

13  虞玮 ¥200 

14  刘艳苏 ¥500 

15  苏亮 ¥200 

16  刘燕 ¥200 

17  韩晖 ¥200 

18  陈光武 ¥200 

19  洪兆连 ¥200 

20  王佩琴 ¥200 

21  杨庆 ¥100 

22  樊洋洋 ¥3,000 

23  周鹏 ¥200 

24  汤仁杰（彭莉莉 ） ¥200 

25  曹斌 ¥200 

26  南京万润达 ¥200 

27  王义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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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京普洛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3,900 

29  广德信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0 

30  南京高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00 

31  梅燕 ¥400 

32  仇小玲 ¥200 

33  陈静 ¥200 

34  肖志宾 ¥200 

35  陈萍 ¥200 

36  彭学山 ¥200 

37  付春香 ¥200 

38  袁芳 ¥200 

39  刘洁 ¥2,000 

40  乐慧 ¥500 

41  张梦夏 ¥500 

42  刘芬 ¥200 

43  王丽萍 ¥400 

44  吴珺 ¥200 

45  侯彬 ¥500 

46  王历斌 ¥200 

47  赵小五 ¥300 

48  王军 ¥500 

49  侯彬 ¥500 

50  王生福 ¥200 

51  王慧 ¥200 

52  吕玉华 ¥200 

53  马剑 ¥400 

54  张静静 ¥200 

55  扬州富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0 

56  苏俊生 ¥200 

57  魏飞 ¥3,000 

58  张欣瑜 ¥200 

59  张伟 ¥200 

60  南京泽荣金属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100 

61  张艳（张孝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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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范华 ¥5,000 

63  汪永和 ¥4,000 

64  杨庆 ¥20 

65  吕智跃 ¥1,000 

66  周海霞 ¥200 

67  王奕宁 ¥200 

68  王庆兵 ¥640 

69  马鞍山中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 

70  史修林 ¥200 

71  倪桂红 ¥500 

72  朱慧君 ¥162 

73  杨大成 ¥200 

74  杜明欢 ¥200 

75  姜娟 ¥250 

76  邢建国 ¥200 

77  赖良洁 ¥200 

78  朱永芝 ¥100 

79  王文林 ¥200 

80  冯博 ¥200 

81  狄万胜 ¥200 

82  朱亮 ¥200 

83  郑保生 ¥200 

84  张亚 ¥740 

85  孟庆勇 ¥200 

86  南京恒昌汽贸公司 ¥200 

87  王金娥 ¥200 

88  张永术 ¥1,000 

89  邢华伟 ¥200 

90  孙楠 ¥500 

91  程洪升 ¥500 

92  曾贤敏 ¥200 

93  吴明凤 ¥200 

94  李榛 ¥200 

95  韩翠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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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祝静 ¥1,000 

97  梁婕 ¥200 

98  陶利霞 ¥1,000 

99  姚剑清 ¥300 

100  万冬 ¥200 

101  李明静 ¥500 

102  邢益虎 ¥200 

103  周春宏 ¥3,000 

104  沙翼 ¥200 

105  袁俊海 ¥200 

106  高九文 ¥200 

107  美丽华企 ¥200 

108  泰威逊（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200 

109  刘祥贵 ¥200 

110  杨柳 ¥200 

111  孙政 ¥80 

112  刘万永 ¥80 

113  文静 ¥200 

114  张海成 ¥200 

115  冠亚装饰 ¥200 

116  朱璇 ¥200 

117  于小冬 ¥1,000 

118  叶继权 ¥200 

119  李政 ¥200 

120  梁桂梅 ¥500 

121  黄兆标 ¥500 

122  端培 ¥365 

123  曹秋陵 ¥1,000 

124  伟伟 ¥1,000 

125  刘跃永 ¥300 

126  岳晓康 ¥300 

127  黄彦 ¥200 

128  夏存智 ¥400 

129  陈睿 ¥600 



                                                                                                                                                              
 

220    
 

130  吴亚东 ¥500 

131  胡岚 ¥200 

132  宋永伟 ¥400 

133  王玲 ¥600 

134  俞跃 ¥200 

135  徐德智 ¥500 

136  南京斯拜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1,150 

137  南京斯拜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38  南京斯拜达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13,000 

139  黄永梅 ¥2,300 

140  符宁 ¥1,900 

141  陈光武 ¥1,600 

142  张熀松 ¥3,500 

143  陈鸣 ¥3,500 

144  钱永云 ¥12,000 

145  管忠华 ¥500 

146  刘扬 ¥500 

147  宋玉国 ¥500 

148  杨真龙 ¥500 

149  王荣利 ¥1,000 

150  汪文君 ¥200 

151  刘梁 ¥500 

  总计 Total ¥13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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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2/Index table 82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anjing Polyfine Automotives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2,000 

2  南京国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 

3  倪志明 ¥4,000 

4  刘玉凤 ¥2,000 

5  李伟 ¥2,000 

6  李小平 ¥2,000 

7  王伟 ¥200 

8  沈琳 ¥1,000 

9  姚伟 ¥200 

10  匿名 ¥1,900 

11  匿名 ¥1,000 

12  赵莎莎 ¥500 

13  蔡登亮 ¥200 

14  匿名 ¥30,000 

15  匿名 ¥22,500 

  总计 Total ¥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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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3/Index table 83 

      

徐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Xuzhou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6,000 

2  匿名 ￥6,000 

3  匿名 ￥5,000 

4  匿名 ￥5,000 

5  匿名 ￥5,000 

6  匿名 ￥5,000 

7  匿名 ￥3,500 

8  匿名 ￥3,000 

9  匿名 ￥3,000 

10  匿名 ￥2,500 

11  匿名 ￥2,500 

12  匿名 ￥2,500 

13  匿名 ￥2,500 

14  匿名 ￥2,500 

15  匿名 ￥2,500 

16  匿名 ￥2,500 

17  匿名 ￥2,500 

18  匿名 ￥2,500 

19  匿名 ￥2,500 

20  匿名 ￥2,500 

21  匿名 ￥2,500 

22  匿名 ￥2,500 

23  匿名 ￥2,500 

24  匿名 ￥2,000 

25  匿名 ￥2,000 

26  匿名 ￥1,500 

27  匿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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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1,000 

29  匿名 ￥1,000 

30  匿名 ￥1,000 

31  匿名 ￥500 

32  匿名 ￥500 

33  匿名 ￥500 

34  匿名 ￥500 

35  徐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350 

  总计 Total ￥124,350 
 

  



                                                                                                                                                              
 

224    
 

后表 84/Index table 84 

      

镇江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Zhenjiang Bowdex Automotive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江苏潮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5,000 

2  杨汝琴 ¥800 

3  曹伟鑫 ¥550 

4  徐静 ¥1,000 

5  徐文军 ¥500 

6  史龙保 ¥1,800 

7  王平 ¥1,000 

8  丁新华 ¥200 

9  陈国良 ¥1,000 

10  镇江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5,600 

  总计 Total ¥3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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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5/Index table 85 

      

扬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angzho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江苏奥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2  徐泉 ¥100 

3  扬州奥特隆无纺布有限公司 ¥100 

4  田启芳 ¥200 

5  郭德明 ¥200 

6  陈峰 ¥100 

7  许育平 ¥200 

8  金德中 ¥200 

9  扬州市华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 

10  董平 ¥100 

11  张振茂 ¥200 

12  刘兴荣 ¥200 

13  徐敏 ¥100 

14  李飞 ¥100 

15  江苏通宇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100 

16  杨蕾 ¥100 

17  陈世峰 ¥100 

18  扬州润诚金属化工有限公司 ¥100 

19  付学支 ¥100 

20  扬州鑫岳物资有限公司 ¥100 

21  孙乃东 ¥100 

22  江苏长江钢业重工有限公司 ¥200 

23  姚宝云 ¥100 

24  张文俊 ¥100 

25  常先锋 ¥100 

26  朱培文 ¥100 

27  李建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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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华定森 ¥200 

29  郝辉芳 ¥150 

30  贾后香 ¥200 

31  张广兵 ¥200 

32  王淮安 ¥200 

33  贾锋 ¥100 

34  潘路 ¥100 

35  吴晶 ¥100 

36  扬州晶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00 

37  高邮市宇航化工机械厂 ¥100 

38  周伟 ¥100 

39  樊卫红 ¥100 

40  李发芝 ¥200 

41  邵美琴 ¥100 

42  谢爱东 ¥100 

43  陆粉林 ¥100 

44  李明 ¥200 

45  陈毓琳 ¥100 

46  扬州三新怡和机械有限公司 ¥300 

47  赵秋羽 ¥100 

48  叶梅 ¥100 

49  史源川 ¥200 

50  吕长平 ¥100 

51  姚兴辉 ¥100 

52  刘陈彪 ¥200 

53  鲍山花 ¥100 

54  王红 ¥100 

55  李盛杰 ¥100 

56  陈诚 ¥200 

57  顾亚平 ¥200 

58  洪超 ¥200 

59  刘欧 ¥200 

60  高宗华 ¥200 

61  钱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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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周远驭 ¥200 

63  黄振陆 ¥200 

64  陈俊 ¥100 

65  宣晓明 ¥200 

66  赵蕊 ¥100 

67  常美琴 ¥100 

68  吴俊玲 ¥200 

69  张建军 ¥200 

70  扬州市五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71  周宝玉 ¥200 

72  陈旭 ¥200 

73  钱生龙 ¥100 

74  唐慧 ¥100 

75  巫忠兵 ¥100 

76  潘亮 ¥100 

77  陈军 ¥100 

78  扬州奔宇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100 

79  成家佳 ¥100 

80  陶如兵 ¥100 

81  冯庆 ¥100 

82  天长市宏嘉电子有限公司 ¥100 

83  钱广妹 ¥200 

84  沈志恒 ¥100 

85  池玉彬 ¥200 

86  孙坚 ¥100 

87  陆素珍 ¥100 

88  蔡冰 ¥100 

89  于洋 ¥200 

90  夏萍 ¥200 

91  江怀庆 ¥200 

92  陈冲 ¥200 

93  匡正军 ¥200 

94  谈建荣 ¥200 

95  姜文朝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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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陆文婷 ¥100 

97  宋伍刚 ¥100 

98  尤美霞 ¥100 

99  涂媛媛 ¥100 

100  吴萍 ¥100 

101  孙海燕 ¥200 

102  谈慧 ¥100 

103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有限公司 ¥100 

104  姚静 ¥100 

105  蔡四清 ¥100 

106  王超 ¥100 

107  陆安喜 ¥100 

108  扬州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0,450 

  总计 Total ¥45,200 
 

  



                                                                                                                                                              
 

229    
 

后表 86/Index table 86 

      

淮安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uai'an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淮安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5,550 

  总计 Total ¥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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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7/Index table 87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hu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500 

2  匿名 ¥200 

3  匿名 ¥200 

4  汪涛 ¥300 

5  匿名 ¥200 

6  匿名 ¥200 

7  匿名 ¥300 

8  匿名 ¥300 

9  匿名 ¥3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300 

12  匿名 ¥300 

13  匿名 ¥200 

14  匿名 ¥300 

15  匿名 ¥400 

16  匿名 ¥300 

17  匿名 ¥200 

18  匿名 ¥1,500 

19  匿名 ¥500 

20  匿名 ¥1,500 

21  匿名 ¥400 

22  匿名 ¥600 

23  匿名 ¥1,000 

24  匿名 ¥1,200 

25  匿名 ¥200 

26  匿名 ¥200 

27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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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200 

29  匿名 ¥2,000 

30  匿名 ¥200 

31  匿名 ¥300 

32  匿名 ¥400 

33  匿名 ¥200 

34  匿名 ¥300 

35  匿名 ¥300 

36  匿名 ¥200 

37  匿名 ¥500 

38  匿名 ¥400 

39  匿名 ¥200 

40  匿名 ¥300 

41  匿名 ¥200 

42  匿名 ¥300 

43  匿名 ¥600 

44  匿名 ¥2,500 

45  匿名 ¥600 

46  匿名 ¥500 

47  匿名 ¥600 

48  匿名 ¥1,500 

49  匿名 ¥2,000 

50  匿名 ¥300 

51  匿名 ¥300 

52  匿名 ¥500 

53  匿名 ¥600 

54  匿名 ¥600 

55  匿名 ¥800 

56  匿名 ¥600 

57  匿名 ¥300 

58  匿名 ¥2,000 

59  匿名 ¥500 

60  匿名 ¥500 

61  匿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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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匿名 ¥300 

63  匿名 ¥500 

64  匿名 ¥300 

65  匿名 ¥200 

66  匿名 ¥200 

67  匿名 ¥500 

68  匿名 ¥200 

69  匿名 ¥500 

70  匿名 ¥400 

71  匿名 ¥300 

72  匿名 ¥500 

73  匿名 ¥300 

74  匿名 ¥400 

75  匿名 ¥300 

76  匿名 ¥500 

77  匿名 ¥600 

78  匿名 ¥300 

79  匿名 ¥300 

80  匿名 ¥200 

81  匿名 ¥300 

82  匿名 ¥400 

83  匿名 ¥600 

84  匿名 ¥500 

85  匿名 ¥200 

86  匿名 ¥500 

87  匿名 ¥200 

88  匿名 ¥400 

89  匿名 ¥3,000 

90  匿名 ¥400 

91  匿名 ¥3,000 

92  匿名 ¥400 

93  匿名 ¥300 

94  匿名 ¥500 

95  匿名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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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匿名 ¥3,000 

97  匿名 ¥300 

98  匿名 ¥500 

99  匿名 ¥600 

100  匿名 ¥800 

101  匿名 ¥600 

102  匿名 ¥400 

103  匿名 ¥200 

104  匿名 ¥600 

105  匿名 ¥400 

106  匿名 ¥400 

107  匿名 ¥300 

108  匿名 ¥300 

109  匿名 ¥500 

110  匿名 ¥500 

111  匿名 ¥300 

112  匿名 ¥500 

113  匿名 ¥500 

114  匿名 ¥200 

115  匿名 ¥500 

116  匿名 ¥300 

117  匿名 ¥600 

118  匿名 ¥300 

119  匿名 ¥300 

120  匿名 ¥400 

121  匿名 ¥500 

122  匿名 ¥600 

123  匿名 ¥2,000 

124  匿名 ¥3,500 

125  匿名 ¥300 

126  匿名 ¥3,000 

127  匿名 ¥800 

128  匿名 ¥400 

129  匿名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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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匿名 ¥400 

131  匿名 ¥500 

132  匿名 ¥500 

133  匿名 ¥400 

134  匿名 ¥600 

135  匿名 ¥700 

136  匿名 ¥2,000 

137  匿名 ¥5,000 

138  匿名 ¥600 

139  匿名 ¥400 

140  匿名 ¥5,000 

141  匿名 ¥500 

142  匿名 ¥600 

143  匿名 ¥2,000 

144  匿名 ¥1,000 

145  匿名 ¥2,000 

146  匿名 ¥600 

147  匿名 ¥800 

148  匿名 ¥200 

149  匿名 ¥200 

150  匿名 ¥500 

151  匿名 ¥43,400 

  总计 Total ¥1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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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8/Index table 88 

      

杭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ng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周冠芳 ¥500 

2  杭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1,500 

  总计 Total ¥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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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89/Index table 89 

      

杭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ngzhou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吴勇刚 ¥500 

2  来春华 ¥500 

3  匿名 ¥800 

4  陶焦强 ¥1,000 

5  郭磊 ¥500 

6  彭晓斌 ¥500 

7  匿名 ¥1,000 

8  匿名 ¥1,000 

9  沈中杰 ¥500 

10  杭州大正化纤技术研究院 ¥500 

11  陶导 ¥500 

12  严华涨 ¥500 

13  范东良 ¥1,000 

14  翁杨青 ¥800 

15  李忠云 ¥500 

16  王春生 ¥800 

17  黄敏超 ¥500 

18  李琪 ¥500 

19  匿名 ¥1,000 

20  郑佳 ¥500 

21  王唯 ¥500 

22  徐国庆 ¥300 

23  廖志翔 ¥800 

24  钱浅学 ¥1,000 

25  严林芳 ¥500 

26  匿名 ¥1,000 

27  占顺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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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朱盼盼 ¥1,000 

29  张月平 ¥500 

30  胡江波 ¥200 

31  张水生 ¥800 

32  陈雅平 ¥600 

33  张海东 ¥600 

34  匿名 ¥1,000 

35  葛利峰 ¥600 

36  姚小平 ¥800 

37  施月庆 ¥600 

38  马一女 ¥600 

39  匿名 ¥600 

40  匿名 ¥1,000 

41  李龙崽 ¥2,000 

42  张惠勇 ¥2,000 

43  程小冬 ¥200 

44  赵雅萍 ¥200 

45  谈百先 ¥200 

46  朱震东 ¥500 

47  密寅 ¥300 

48  匿名 ¥1,000 

49  许文泉 ¥200 

50  罗永斌 ¥100 

51  范冬良 ¥500 

52  杨利芳 ¥500 

53  蒋欣廷 ¥300 

54  张政 ¥500 

55  单燕 ¥300 

56  匿名 ¥1,000 

57  倪凌燕 ¥800 

58  朱福明 ¥800 

59  胡建明 ¥500 

60  楼守诚 ¥300 

61  陈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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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灵君 ¥500 

63  黄艳 ¥300 

64  周丽萍 ¥400 

65  高华美 ¥300 

66  韩临肖 ¥500 

67  任栋 ¥300 

68  汪勤良 ¥300 

69  张亚敏 ¥300 

70  孙建江 ¥800 

71  刘睿 ¥500 

72  周庆艺 ¥500 

73  徐佳 ¥300 

74  邱华 ¥500 

75  陈幼仙 ¥300 

76  谭宜 ¥3,300 

77  金建华 ¥800 

78  李亚芳 ¥500 

79  刘丽东 ¥500 

80  匿名 ¥500 

81  匿名 ¥1,000 

82  薛刚 ¥1,500 

83  倪水雁 ¥800 

84  郭军 ¥500 

85  傅岳兴 ¥800 

86  来月娥 ¥1,500 

87  王佳利 ¥300 

88  孙军林 ¥500 

89  张婧 ¥1,300 

90  任加炳 ¥800 

91  许洋峰 ¥500 

92  张乐燕 ¥300 

93  涂文政 ¥300 

94  虞金水 ¥900 

95  白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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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薛维 ¥500 

97  赵玉霞 ¥600 

98  倰趁 ¥800 

99  毛纪迪 ¥500 

100  徐建 ¥500 

101  朱叶萍 ¥500 

102  阮伟萍 ¥500 

103  章韵燕 ¥500 

104  富菜良 ¥800 

105  俞芬 ¥800 

106  方明江 ¥500 

107  傅松成 ¥500 

108  匿名 ¥500 

109  匿名 ¥500 

110  李国祥 ¥500 

111  徐郑峰 ¥500 

112  祝选梅 ¥500 

113  丁渊 ¥500 

114  驻晨芳 ¥500 

115  匿名 ¥1,000 

116  沈莉莉 ¥500 

117  王平峰 ¥600 

118  王更生 ¥800 

119  杨俊伟 ¥800 

120  匿名 ¥800 

121  匿名 ¥800 

122  王唯 ¥1,500 

123  曹刚 ¥500 

124  匿名 ¥1,600 

125  陈丽君 ¥500 

126  匿名 ¥600 

127  匿名 ¥580 

128  匿名 ¥300 

129  匿名 ¥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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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Total ¥1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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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0/Index table 90 

      

杭州宝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ng Zhou Baoro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方明 ¥500 

2  陈涛 ¥200 

3  周宗贵 ¥200 

4  任雪锋 ¥200 

5  谢卫勤 ¥500 

6  孟琦 ¥500 

7  郭倩娜 ¥200 

8  方永平 ¥500 

9  王文标 ¥200 

10  吕明俊 ¥500 

11  程琛 ¥500 

12  吴魏伟 ¥500 

13  沈忠明 ¥200 

14  胡曦颖 ¥500 

15  周叶晋 ¥500 

16  冯火青 ¥500 

17  杨慧 ¥200 

18  钟华芬 ¥500 

19  严东 ¥500 

20  陈建敏 ¥500 

21  林益军 ¥500 

22  林志成 ¥500 

23  程泽炳 ¥200 

24  毛梅君 ¥500 

25  张帆 ¥500 

26  谢毅 ¥200 

27  童呈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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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梁海明 ¥500 

29  褚辛江 ¥200 

30  周初六 ¥500 

31  章耀勇 ¥200 

32  姜章 ¥400 

33  徐小单 ¥500 

34  李燕 ¥200 

35  余涌浩 ¥400 

36  徐伟峰 ¥500 

37  王哲法 ¥200 

38  陈纪林 ¥400 

39  周洁 ¥400 

40  邵卫红 ¥200 

41  姜磊 ¥500 

42  金妙亚 ¥200 

43  章正惠 ¥500 

44  易碧华 ¥500 

45  任亚峰 ¥200 

46  杭州联合测绘有限公司  ¥500 

47  曹坚 ¥400 

48  叶立峰 ¥500 

49  徐宝德 ¥500 

50  许树生 ¥200 

51  张蕾 ¥500 

52  周阿良 ¥500 

53  蒋建国 ¥200 

54  单萧龙 ¥500 

55  杭州王瑞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500 

56  张军 ¥200 

57  芮文君 ¥500 

58  黄琴 ¥500 

59  李如英 ¥200 

60  朱震 ¥500 

61  陈海凤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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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袁辉 ¥200 

63  杭州杭丝时装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 

64  钱哲妮 ¥300 

65  张建芬 ¥200 

66  马式地 ¥500 

67  沈丽君 ¥200 

68  邵逸夫医院 ¥500 

69  陈国荣 ¥500 

70  张荣华 ¥400 

71  王慧新 ¥200 

72  邱雯 ¥200 

73  蒋晓芸 ¥500 

74  王晴雷 ¥200 

75  高金荣 ¥500 

76  许国平 ¥200 

77  魏楠 ¥200 

78  王康存 ¥200 

79  赵均明 ¥200 

80  盛庆福 ¥200 

81  柯利利 ¥200 

82  周浩 ¥200 

83  鲁月红 ¥200 

84  朱少精 ¥600 

85  赵世民 ¥200 

86  许晓 ¥200 

87  吴阿聪 ¥600 

88  陈晓波 ¥2,000 

89  谢俊 ¥2,000 

90  高尔平 ¥200 

91  林君琴 ¥200 

92  娄延亮 ¥500 

93  程蔚 ¥200 

94  周秀敏 ¥200 

95  李俊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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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李晓芬 ¥400 

97  沈洁 ¥200 

98  胡亚红 ¥6,000 

99  沈际颖 ¥200 

100  洪贤芳 ¥500 

101  项鹏飞 ¥200 

102  程建军 ¥200 

103  郭莲 ¥200 

104  敬清波 ¥500 

105  余静子 ¥200 

106  刘欣耘 ¥200 

107  郭敏 ¥500 

108  高春梅 ¥200 

109  胡莹 ¥500 

110  乐益锋 ¥200 

111  许文 ¥500 

112  诸利琴 ¥500 

113  陈稼 ¥500 

114  杭州凌天物资有限公司 ¥500 

115  杭州长冶钢铁有限公司 ¥500 

116  陈峰 ¥400 

117  殷海波 ¥200 

118  钟强 ¥500 

119  许文子 ¥500 

120  汤茗桧 ¥200 

121  徐季芳 ¥500 

122  俞银新 ¥400 

123  王敏 ¥400 

124  王小飞 ¥500 

125  陈有福 ¥500 

126  沈张熠 ¥200 

127  何双君 ¥200 

128  葛欢平 ¥500 

129  申屠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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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郑玲萍 ¥200 

131  王美芳 ¥400 

132  赵良子 ¥400 

133  王栋 ¥300 

134  周华龙 ¥500 

135  俞小华 ¥500 

136  许磊 ¥200 

137  李伟东 ¥500 

138  胡映利 ¥200 

139  沈崇三 ¥500 

140  珠海市嘉合企业有限公司驻杭州办事处 ¥200 

141  林曦 ¥200 

142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500 

143  金维明 ¥500 

144  蔡彬 ¥500 

145  高晓红 ¥200 

146  黄飞建 ¥400 

147  宋峰 ¥200 

148  张晓洪 ¥200 

149  李灵敏 ¥600 

150  应子林 ¥200 

151  陈丹丹 ¥500 

152  潘智慧 ¥600 

153  杭州品格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0 

154  宋晓凤 ¥200 

155  贾英 ¥200 

156  陈启瑺 ¥500 

157  姚克勤 ¥600 

158  张欢 ¥200 

159  薛冬 ¥500 

160  赖建福 ¥500 

161  竺胡明 ¥200 

162  浙江楚言贸易有限公司 ¥500 

163  陈红薇 ¥500 



                                                                                                                                                              
 

246    
 

164  杭州华南电子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500 

165  郭程璐 ¥500 

166  练市 BMW 童悦之家落成活动募款 ¥23,500 

167  CRM 安吉温泉滑雪自驾游活动募款 ¥4,500 

168  市场部媒体答谢会募款 ¥9,000 

169  宝荣 golf 球队联赛义卖募款 ¥8,500 

  总计 Total ¥1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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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1/Index table 91 

      

杭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州销售分公司 

Hangzhou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 Huzhou 

Sales Branch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33,000 

  总计 Total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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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2/Index table 92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uzhou Baoji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邓莉平 ¥200 

2  鲍颖慧 ¥200 

3  宋李敏 ¥200 

4  施建荣 ¥200 

5  杨霞燕 ¥200 

6  盛小瑶 ¥200 

7  胡伟玉 ¥200 

8  沈勇勇 ¥200 

9  钱晓萍 ¥200 

10  吴新华 ¥200 

11  张亨云 ¥200 

12  倪超超 ¥200 

13  唐安陶 ¥200 

14  潘巧林 ¥200 

15  杨永华 ¥200 

16  刘晶 ¥200 

17  陆苏秦 ¥200 

18  汤圣华 ¥200 

19  沈成伟 ¥200 

20  张斌杰 ¥200 

21  胡淑芳 ¥200 

22  杨丽 ¥200 

23  韦孝勤 ¥200 

24  张传宏 ¥200 

25  张万猛 ¥200 

26  黄世利 ¥200 

27  程根会 ¥200 



                                                                                                                                                              
 

249    
 

28  张海林 ¥200 

29  胡国萍 ¥200 

30  周月红 ¥200 

31  韩荣华 ¥200 

32  朱爱玉 ¥200 

33  李魏 ¥200 

34  房宏强 ¥200 

35  郑晓慧 ¥200 

36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37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38  施新法 ¥200 

39  张静江 ¥200 

40  王玉连 ¥200 

41  沈晓巍 ¥200 

42  湖州华夏商城开发有限公司 ¥200 

43  许超慧 ¥200 

44  孙新娥 ¥200 

45  周慧恩 ¥200 

46  吴亚勤 ¥200 

47  吴水萍 ¥200 

48  张虹虹 ¥200 

49  吴国美 ¥200 

50  卢洪生 ¥200 

51  贺晶晶 ¥200 

52  严涛涛 ¥200 

53  张梦竹 ¥200 

54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55  郑建文 ¥200 

56  周慧丽 ¥200 

57  陈亮 ¥200 

58  潘叶红 ¥200 

59  潘国英 ¥200 

60  沈水群 ¥200 

61  闵建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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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陈委 ¥200 

63  王德胜 ¥200 

64  李建忠 ¥200 

65  王建国 ¥200 

66  顾百花 ¥200 

67  张慧芳 ¥200 

68  陆国华 ¥200 

69  毛乾震 ¥200 

70  费志良 ¥200 

71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72  吴惠良 ¥200 

73  杨成武 ¥200 

74  郁其仙 ¥200 

75  徐长福 ¥200 

76  褚年根 ¥200 

77  张建林 ¥200 

78  胡景涛 ¥200 

79  朱兴 ¥200 

80  林晴 ¥200 

81  孙奇锋 ¥200 

82  王玉莲 ¥200 

83  柏磊 ¥200 

84  陈龙 ¥200 

85  宋晓东 ¥200 

86  龚正红 ¥200 

87  李杰 ¥200 

88  蔡志福 ¥200 

89  沈空 ¥200 

90  纪光晴 ¥200 

91  马海勤 ¥200 

92  杨照聪 ¥200 

93  朱国强 ¥200 

94  赵建荣 ¥200 

95  李小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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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柴青菡 ¥200 

97  贺淦英 ¥200 

98  金伟苇 ¥200 

99  张惠萍 ¥200 

100  薛斌 ¥200 

101  顾雪根 ¥200 

102  陆红琴 ¥200 

103  汤学胜 ¥200 

104  费国栋 ¥200 

105  沈丽萍 ¥200 

106  王悦欣 ¥200 

107  沈梁 ¥200 

108  陶爱林 ¥200 

109  张章谦 ¥200 

110  李建新 ¥200 

111  金忠华 ¥200 

112  吴丽萍 ¥200 

113  潘洪伟 ¥200 

114  吴超能 ¥200 

115  沈琳 ¥200 

116  王土发 ¥200 

117  陈庆阳 ¥200 

118  姚周平 ¥200 

119  宋俊 ¥200 

120  上海滢星广告有限公司 ¥200 

121  来志豪 ¥200 

122  华丹丹 ¥200 

123  马志刚 ¥200 

124  夏惠超 ¥200 

125  顾英 ¥200 

126  丁海龙 ¥200 

127  徐水田 ¥200 

128  李枫林 ¥200 

129  宋鑫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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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周华妹 ¥200 

131  王纯青 ¥200 

132  韩银龙 ¥200 

133  谈琛妍 ¥200 

134  吕健书 ¥200 

135  田应强 ¥200 

136  阮国斌 ¥200 

137  高悦 ¥200 

138  毕然 ¥200 

139  赵安樵 ¥200 

140  戴禹琪 ¥200 

141  蒋祖于 ¥200 

142  沈刘俊 ¥200 

143  吴侃 ¥200 

144  陈旭红 ¥200 

145  李广健 ¥200 

146  黄坤才 ¥200 

147  潘华锋 ¥200 

148  付秋华 ¥200 

149  朱根平 ¥200 

150  马刚 ¥200 

151  徐新培 ¥200 

152  闵慧芬 ¥200 

153  沈建祥 ¥200 

154  林俊福 ¥200 

155  方丽萍 ¥200 

156  柏建德 ¥200 

157  张大兴 ¥200 

158  李阿三 ¥200 

159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160  沈杰 ¥200 

161  沈莉英 ¥200 

162  沈钥 ¥200 

163  吴宏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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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王金 ¥200 

165  吴霄峰 ¥200 

166  周延风 ¥200 

167  陈建英 ¥200 

168  严建峰 ¥200 

169  华军 ¥200 

170  曹伟星 ¥200 

171  湖州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172  郑亚玲 ¥200 

173  黄国英 ¥200 

174  湖州久通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200 

175  徐伟强 ¥200 

176  金嗣琦 ¥200 

177  邱伟丽 ¥200 

178  丁炜 ¥200 

179  蔡建明 ¥200 

180  邱斌 ¥200 

181  谷世艾 ¥200 

182  吴若颖 ¥200 

183  曹亚妮 ¥200 

184  林森 ¥200 

185  张娆 ¥200 

186  吴铭 ¥200 

187  张玉花 ¥200 

188  周肖虹 ¥200 

189  陈永鑫 ¥200 

190  郎婷 ¥200 

191  孔培勇 ¥200 

192  洪松良 ¥200 

193  钱晶 ¥200 

194  邓荣 ¥200 

195  叶建红 ¥200 

196  杨玉成 ¥200 

197  童银璐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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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章君权 ¥200 

199  唐深海 ¥200 

200  沈丽燕 ¥200 

201  管康富 ¥200 

202  安吉绿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0 

203  张雅芬 ¥200 

204  陈冠新 ¥200 

205  柴轻 ¥200 

206  吴振宇 ¥200 

207  钱文元 ¥200 

208  丁艳 ¥200 

209  蔡萍 ¥200 

210  张仁义 ¥200 

211  陆晓虹 ¥200 

212  严林文 ¥200 

213  周小云 ¥200 

214  刘琴 ¥200 

215  长兴奥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200 

216  杨明华 ¥200 

217  周林华 ¥200 

218  朱利忠 ¥200 

219  孔德猛 ¥3,200 

220  史政庭 ¥3,200 

  总计 Total ¥50,000 
 

  



                                                                                                                                                              
 

255    
 

后表 93/Index table 93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oxing Baoshun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何建军 ¥1,000 

2  付庆标 ¥1,200 

3  韩城峰 ¥1,000 

4  沈阳 ¥1,000 

5  屠立均 ¥800 

6  陈强 ¥1,000 

7  沈烨 ¥200 

8  金志良 ¥1,000 

9  管钊芳 ¥1,000 

10  蔡玉红 ¥1,000 

11  尉建李 ¥1,000 

12  蒋盛 ¥100 

13  绍兴市舜思纺织有限公司 ¥1,000 

14  宋磊 ¥1,000 

15  浙江中科仪器有限公司 ¥300 

16  杨一萍 ¥1,000 

17  王关明 ¥800 

18  周建频 ¥1,000 

19  孙剑雯 ¥200 

20  陈思达 ¥1,000 

21  杨洲 ¥1,000 

22  谢金木 ¥1,000 

23  平国建 ¥1,000 

24  王雅淇 ¥1,000 

25  高国兴 ¥1,000 

26  绍兴县德旺纺织有限公司 ¥1,000 

27  骆文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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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宣海军 ¥1,000 

29  童小明 ¥1,000 

30  边建良 ¥1,000 

31  宋四根 ¥1,000 

32  段伟伟 ¥300 

33  曹淑敏 ¥1,000 

34  卢雨梦 ¥1,000 

35  朱文 ¥200 

36  张丹妮 ¥500 

37  陈莉莉 ¥1,000 

38  钱桂华 ¥500 

39  赵崇谦 ¥500 

40  董树枫 ¥1,000 

41  施国兴 ¥700 

42  张利惠 ¥1,000 

43  沈建荣 ¥1,000 

44  都海 ¥700 

45  吕金叶 ¥1,000 

46  潘洁挺 ¥300 

47  冯竹华 ¥800 

48  陈红娟 ¥500 

49  绍兴县慧歌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 

50  斯海忠 ¥500 

51  吴峰 ¥1,000 

52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1,000 

53  李云峰 ¥1,000 

54  王雅芳 ¥600 

55  朱新华 ¥500 

56  姚秀美 ¥200 

57  庞永胜 ¥600 

58  张见兵 ¥500 

59  傅迪苗 ¥500 

60  马剑锋 ¥400 

61  屠立均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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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马海英 ¥500 

63  赵云 ¥500 

64  王丽娜 ¥5 

65  李寅虎 ¥100 

66  徐柳芳 ¥500 

67  高佳丽 ¥1,000 

68  余芳 ¥500 

69  华绍鹏 ¥500 

70  徐惠娟 ¥800 

71  商张明 ¥500 

72  孟夫强 ¥200 

73  王军 ¥100 

74  沈叶 ¥500 

75  章成荣 ¥500 

76  朱劲刚 ¥500 

77  潘金江 ¥500 

78  钟雪英 ¥500 

79  朱传云 ¥100 

80  秦妙灿 ¥800 

81  葛若茜 ¥40 

82  舒颖 ¥200 

83  周晓燕 ¥600 

84  宣骆娟 ¥500 

85  王飞 ¥500 

86  杨树地 ¥800 

87  郑红梅 ¥1,000 

88  黄铜锋 ¥1,000 

89  王越标 ¥500 

90  绍兴市皓天服饰有限公司 ¥800 

91  廖美英 ¥200 

92  陈立彪 ¥1,000 

93  芦洪娣 ¥500 

94  费健 ¥100 

95  蔡雪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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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郭周敏 ¥500 

97  姚合营 ¥800 

98  庄晓安 ¥800 

99  陈荣海 ¥2,000 

100  茅炳江 ¥800 

101  扬凌志 ¥800 

102  卜倩 ¥800 

103  周国贤 ¥100 

104  丁春虹 ¥865 

105  赵浩然 ¥50 

106  陶建林 ¥360 

107  陈晓燕 ¥875 

108  王再峰 ¥500 

109  陈潇 ¥200 

110  祁兴海 ¥200 

111  洪益军 ¥40 

112  李炯明 ¥500 

113  郑斌 ¥500 

114  董聿炎 ¥200 

115  沈崇庆 ¥200 

116  马春辉 ¥200 

117  许立明 ¥200 

118  潘凯 ¥40 

119  章莹莹 ¥500 

120  劳雅芳 ¥50 

121  李英 ¥500 

122  娄国海 ¥800 

123  曾铁君 ¥500 

124  戴建华 ¥500 

125  陈振波 ¥800 

126  朱宏 ¥100 

127  蒋永华 ¥500 

128  陈国芳 ¥500 

129  钱德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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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绍兴丹诺贸易有限公司 ¥500 

131  施彩仙 ¥40 

132  竺金枝 ¥500 

133  陈剑莉 ¥500 

134  段若愚 ¥800 

135  顾茶英 ¥500 

136  费宇航 ¥50 

137  李浩 ¥500 

138  绍兴市强心纺织品有限公司 ¥500 

139  谢文富 ¥98 

140  许芳丽 ¥500 

141  王鹂 ¥500 

142  吴拥军 ¥200 

143  蒋承东 ¥1,000 

144  许操 ¥1,000 

145  王张琪 ¥865 

146  骆开颜 ¥1,000 

147  林川 ¥1,000 

148  蔡建峰 ¥1,000 

149  宋小惠 ¥800 

150  朱栋洁 ¥300 

151  匿名 ¥3,000 

152  匿名 ¥6,000 

153  匿名 ¥3,000 

154  匿名 ¥1,800 

155  匿名 ¥2,000 

156  匿名 ¥1,000 

157  匿名 ¥6,000 

158  匿名 ¥3,000 

159  匿名 ¥3,000 

160  匿名 ¥1,600 

161  匿名 ¥7,732 

  总计 Total ¥1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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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4/Index table 94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oxing Baochen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汪小君 ¥35,445 

2  匿名 ¥200 

3  蒋建伟 ¥500 

4  林春华 ¥260 

5  屠爱嫦 ¥500 

6  金磊 ¥220 

7  冯宗卫 ¥100 

8  曹俊 ¥55 

9  宣坚强 ¥300 

10  郑正会 ¥200 

11  刘荣芝 ¥1,000 

12  赵烨 ¥350 

13  王江君 ¥200 

14  林国炜 ¥200 

15  吴建虎 ¥200 

16  张鑫 ¥200 

17  金定奎 ¥500 

18  毛万军 ¥200 

19  匿名 ¥200 

20  朱琦 ¥500 

21  匿名 ¥200 

22  邬枭健 ¥1,000 

23  李国娟 ¥200 

24  陆小均 ¥1,000 

25  周奇梅 ¥200 

26  王萌萌 ¥200 

27  胡颖颖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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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许斌 ¥4,000 

29  杜虹飞 ¥200 

30  杨燕 ¥200 

31  金妍妍 ¥200 

32  何越华 ¥200 

33  高利方 ¥200 

34  谢乐静 ¥200 

35  陈祥丽 ¥200 

36  章政江 ¥200 

37  倪建忠 ¥200 

38  唐金艳 ¥200 

39  赵建军 ¥200 

40  叶卫良 ¥500 

41  吴春雨 ¥260 

42  赵秀丽 ¥500 

43  沈海英 ¥200 

44  张娟 ¥200 

45  王伟锋 ¥200 

46  陆大伟 ¥360 

47  尉淼娟 ¥200 

48  金者畴 ¥200 

49  鄢泽泽 ¥200 

50  冯望和 ¥800 

51  李月琴 ¥200 

52  陈娟 ¥200 

53  朱焕章 ¥200 

54  匿名 ¥500 

  总计 Total ¥5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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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5/Index table 95 

      

嘉兴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axing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嘉善联羽服饰有限公司 ¥200 

2  匡健 ¥2,000 

3  王华明 ¥200 

4  嘉兴市依诺服饰有限公司 ¥200 

5  缪陈荣 ¥200 

6  李勇杰 ¥2,800 

7  郭马燕 ¥200 

8  王斌 ¥200 

9  李英 ¥200 

10  浙江长红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0 

11  徐铖初 ¥200 

12  刘丽芬 ¥200 

13  戴毅偲 ¥200 

14  倪建华 ¥200 

15  海盐兴元电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0 

16  顾光英 ¥200 

17  黄岗 ¥200 

18  殷刘顺 ¥200 

19  张月红 ¥200 

20  谢建杰 ¥200 

21  平湖市杰之星箱包有限公司 ¥200 

22  周燕 ¥400 

23  陈志林 ¥200 

24  戴凯建 ¥200 

25  陈洁 ¥200 

26  嘉兴人民剧院 ¥400 

27  嘉兴市三越印务有限公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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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邵程程 ¥400 

29  陈永杰 ¥200 

30  倪新英 ¥200 

31  朱中华 ¥200 

32  王业民 ¥200 

33  杨岁群 ¥200 

34  鲍青云 ¥200 

35  陆凯丽 ¥200 

36  王平 ¥200 

37  郭传所 ¥200 

38  张云珍 ¥200 

39  钱卫清 ¥200 

40  向一彦 ¥200 

41  嘉兴三甫灵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 

42  钟娟 ¥200 

43  沈菊芬 ¥200 

44  史琴 ¥200 

45  张筱洁 ¥600 

46  伍仕平 ¥200 

47  海宁市富仕手套有限公司 ¥200 

48  杨晓彪 ¥1,000 

49  高国俊 ¥200 

50  徐铭 ¥600 

51  黄方里 ¥200 

52  孙君晓 ¥200 

53  梁伟刚 ¥600 

54  张凯敏 ¥200 

55  仲雅丽 ¥200 

56  胡霄雯 ¥200 

57  宣建定 ¥200 

58  黄易 ¥200 

59  朱咏梅 ¥200 

60  姚利仙 ¥200 

61  匡莉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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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紫霞 ¥200 

63  陆芳英 ¥200 

64  潘海明 ¥200 

65  冯江 ¥200 

66  张靓 ¥200 

67  张云涛 ¥200 

68  陆金良 ¥200 

69  宋小燕 ¥200 

70  吴启凤 ¥200 

71  施声浩 ¥200 

72  朱鑫焕 ¥200 

73  周平 ¥200 

74  单国明 ¥200 

75  毛靓岚 ¥200 

76  曹峥 ¥200 

77  张海棠 ¥200 

78  沈琼 ¥200 

79  沈吉 ¥200 

80  严伟平 ¥200 

81  蔡明金 ¥400 

82  甘建国 ¥600 

83  方晓亮 ¥200 

84  曾令花 ¥400 

85  邬建林 ¥200 

86  谢春梅 ¥200 

87  章春燕 ¥200 

88  陆鹏飞 ¥200 

89  水恒祥 ¥200 

90  张淑琴 ¥200 

91  张建明 ¥200 

92  张忠明 ¥400 

93  王予廷 ¥200 

94  金海忠 ¥200 

95  章仁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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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沈永斌 ¥200 

97  翁峥青 ¥200 

98  嘉兴市光大塑业有限公司 ¥200 

99  周艳文 ¥400 

100  陈勤涛 ¥200 

101  陈玉良 ¥200 

102  陈欢 ¥200 

103  姚松强 ¥200 

104  贾立民 ¥200 

105  钱岗 ¥200 

106  陶力峰 ¥200 

107  杨勇红 ¥200 

108  杨志丰 ¥1,000 

109  蔡志远 ¥200 

110  汪俊梅 ¥200 

111  黄海丰 ¥200 

112  钱桂华 ¥200 

113  王祥荣 ¥600 

114  张惠芳 ¥200 

115  赵燕 ¥200 

116  顾弢 ¥200 

117  庄福根 ¥200 

118  张南平 ¥200 

119  俞小蓓 ¥200 

120  赵文明 ¥200 

121  严浩 ¥200 

122  虞利利 ¥200 

123  夏民飞 ¥200 

124  李永杰 ¥200 

125  彭守炼 ¥200 

126  徐月红 ¥200 

127  冯源 ¥200 

128  嘉善创亿植绒有限公司 ¥200 

129  郝士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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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金洪源 ¥200 

131  金燕 ¥200 

132  张丽红 ¥200 

133  刘丽萍 ¥200 

134  嘉兴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5,750 

  总计 Total ¥7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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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6/Index table 96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axing Baohua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濮金花 ¥500 

2  陆益锋 ¥500 

3  毛华飞 ¥500 

4  刘建亮 ¥1,000 

5  李建明 ¥100 

6  赵万春 ¥120 

7  夏煜侃 ¥200 

8  夏鑫涛 ¥200 

9  王焕华 ¥750 

10  平湖市恒嘉铸业有限公司 ¥100 

11  张瑞新 ¥500 

12  张建平 ¥100 

13  唐夷 ¥2,000 

14  陆恒飞 ¥500 

15  储琴飞 ¥300 

16  蒲天平 ¥100 

17  锦宏金属（翟小英） ¥500 

18  博美纺织（王斌） ¥500 

19  欧泰纺织（朱效蕾） ¥50 

20  嘉兴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柯青） ¥500 

21  蒋信良 ¥500 

22  边雅珍 ¥500 

23  胡廷华 ¥200 

24  星云电子 ¥100 

25  徐建国 ¥200 

26  薛云 ¥300 

27  庄佳华 ¥500 



                                                                                                                                                              
 

268    
 

28  黄林根 ¥200 

29  胡佳 ¥500 

30  匿名 ¥500 

31  张子萍 ¥200 

32  匿名 ¥1,500 

33  马沈浩 ¥100 

34  沈建林 ¥300 

35  匿名 ¥1,000 

36  匿名 ¥1,000 

37  李萌雅 ¥500 

38  匿名 ¥500 

39  匿名 ¥100 

40  金炜康 ¥200 

41  匿名 ¥300 

42  张建伟 ¥500 

43  徐菊仙 ¥500 

44  沈丹丽 ¥500 

45  都良海 ¥300 

46  徐晖 ¥500 

47  张雷星 ¥500 

48  赵建平 ¥500 

49  姚弼峰 ¥500 

50  刘春 ¥1,000 

51  许永红 ¥500 

52  徐建根 ¥500 

53  孔祥忠 ¥500 

54  钱林涛 ¥500 

55  张王明 ¥500 

56  潘得记 ¥500 

57  陈福林 ¥500 

58  吴石磊 ¥500 

59  俞学范 ¥500 

60  吴晓燕 ¥500 

61  傅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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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朱飚 ¥500 

63  李石 ¥500 

64  何文超 ¥500 

65  贾福恺 ¥500 

66  冯晓东 ¥500 

67  叶奇 ¥500 

68  余小凡 ¥500 

69  朱春飞 ¥500 

70  方圆 ¥500 

71  钱沈寿 ¥500 

72  付伟林 ¥500 

73  查陈伟 ¥500 

74  张武炜 ¥500 

75  单颖聪 ¥500 

76  匿名客户 ¥7,490 

77  其他 ¥2,040 

  总计 Total ¥4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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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7/Index table 97 

      

金华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nhua Ju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楼鸣芳 ¥100 

2  应平锋 ¥581 

3  徐天法 ¥1,000 

4  胡金香 ¥2,500 

5  匿名 ¥1,000 

6  冯春勤 ¥1,000 

7  浙江三合化工有限公司 ¥1,000 

8  吴高清 ¥900 

9  胡剑光 ¥2,000 

10  叶根香 ¥3,000 

11  匿名 ¥3,000 

12  江凌 ¥200 

13  夏路 ¥150 

14  杨涛 ¥500 

15  陈丽辉 ¥1,000 

16  匿名 ¥1,129 

17  陈俊 ¥2,000 

18  吕晓 ¥150 

19  傅呈辉 ¥200 

20  周媛 ¥150 

21  周思纯 ¥200 

22  芦珊 ¥500 

23  周翔 ¥1,500 

24  匿名 ¥1,000 

25  金华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7,940 

  总计 Total ¥72,700 
  



                                                                                                                                                              
 

271    
 

后表 98/Index table 98 

      

永康市宝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ongkang Baoyi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有兴 ¥400 

2  何美宣 ¥400 

3  胡众强 ¥200 

4  沈徐静 ¥200 

5  胡建福 ¥100 

6  张美丽 ¥200 

7  杨琳娅 ¥400 

8  胡小江 ¥100 

9  胡美瑜 ¥80 

10  应荣祥 ¥1,000 

11  杜仁怀 ¥400 

12  王文交 ¥400 

13  胡映霞 ¥400 

14  蒋小超 ¥400 

15  施黎浩  ¥1,000 

16  胡月儿 ¥200 

17  胡小纲 ¥4,000 

18  施卓厓 ¥100 

19  吕朝阳 ¥100 

20  林绍芬 ¥60 

21  吴璐璐 ¥100 

22  胡宇航 ¥60 

23  李霞 ¥400 

24  钟华璐 ¥400 

25  姚开勇 ¥400 

26  黄冲红 ¥200 

27  朱宏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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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楼创 ¥600 

29  王洵泰 ¥20 

30  张锦巧 ¥2,000 

31  池江海 ¥1,600 

32  陈玫瑰 ¥1,000 

33  朱灵敏 ¥200 

34  周鹏 ¥240 

35  王美如 ¥400 

36  吕新喜 ¥400 

37  应加岳 ¥400 

38  黄苏仁 ¥400 

39  杜黎丽 ¥400 

40  黄广才 ¥400 

41  吴双峰 ¥400 

42  吴丽珍 ¥200 

43  李钢涛 ¥20,000 

44  李英 ¥400 

45  黄映红 ¥200 

46  赵林 ¥1,600 

47  周旭兴 ¥1,600 

48  林莲芬 ¥1,600 

49  周超斌 ¥3,200 

50  胡毅 ¥1,600 

51  赵姝玉 ¥1,600 

52  胡艺馨 ¥1,600 

53  胡金浩 ¥6,360 

54  叶晓明 ¥140 

55  李华昂 ¥600 

56  申屠文正 ¥2,000 

57  李葛云 ¥400 

58  应银虎 ¥400 

59  胡伟武 ¥40 

60  徐逸秀 ¥40 

61  朱妙女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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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朱观林 ¥200 

63  黄济康 ¥400 

64  马加良 ¥440 

65  彭丽君 ¥400 

66  程惠 ¥400 

67  永康市春涛工具有限公司 ¥400 

68  王福强 ¥440 

69  高标 ¥560 

70  吕蓓 ¥260 

71  程志 ¥400 

72  武义县安泰电机有限公司 ¥500 

73  徐晖 ¥400 

74  卢子荣 ¥600 

75  应明涛 ¥300 

  总计 Total ¥7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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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99/Index table 99 

      

慈溪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ixi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200 

2  匿名 ¥500 

3  匿名 ¥500 

4  匿名 ¥500 

5  匿名 ¥500 

6  匿名 ¥500 

7  匿名 ¥500 

8  匿名 ¥500 

9  匿名 ¥500 

10  匿名 ¥500 

11  匿名 ¥500 

12  匿名 ¥500 

13  匿名 ¥500 

14  匿名 ¥2,500 

15  匿名 ¥2,000 

16  匿名 ¥1,500 

17  匿名 ¥200 

18  匿名 ¥1,000 

19  匿名 ¥1,500 

20  匿名 ¥1,700 

21  匿名 ¥500 

22  匿名 ¥200 

23  匿名 ¥800 

24  匿名 ¥4,000 

25  匿名 ¥1,000 

26  匿名 ¥1,500 

27  匿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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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200 

29  匿名 ¥200 

30  匿名 ¥100 

31  匿名 ¥100 

32  匿名 ¥500 

33  匿名 ¥2,000 

34  匿名 ¥1,000 

35  匿名 ¥500 

36  匿名 ¥1,000 

37  匿名 ¥3,000 

38  匿名 ¥500 

39  匿名 ¥700 

40  匿名 ¥2,000 

41  匿名 ¥1,500 

42  匿名 ¥3,500 

43  匿名 ¥1,000 

44  慈溪盛合印染厂 ¥20,000 

45  慈溪古塘翊天广告 ¥5,000 

46  慈溪宝恒 ¥27,500 

  总计 Total ¥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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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0/Index table 100 

      

宁波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ingbo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施朝祺 ¥200 

2  蒋翔 ¥200 

3  梅茶叶 ¥200 

4  叶发财 ¥300 

5  钱素珍 ¥200 

6  沈钗妹 ¥200 

7  程飞 ¥200 

8  陈涛 ¥200 

9  王朝卫 ¥200 

10  徐松雷 ¥300 

11  何萍 ¥200 

12  俞裕云 ¥200 

13  俞丽君 ¥200 

14  孙健儿 ¥200 

15  刘绪全 ¥200 

16  高海潮 ¥600 

17  桑益民 ¥200 

18  李振斌 ¥500 

19  朱爱国 ¥200 

20  巴建斌 ¥200 

21  王峰 ¥200 

22  应颖 ¥200 

23  陈堃 ¥200 

24  王淑芬 ¥200 

25  蒋科 ¥200 

26  严倩 ¥200 

27  陈银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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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珍敏 ¥3,000 

29  朱国裔 ¥200 

30  陈夏芬 ¥200 

31  郭锋 ¥200 

32  马娇娜 ¥200 

33  叶冬梅 ¥200 

34  徐叨喜 ¥200 

35  陆国坤 ¥200 

36  薛智海 ¥200 

37  陈武欢 ¥200 

38  竹庆阳 ¥200 

39  张海英 ¥200 

40  余涛 ¥200 

41  殷志云 ¥50 

42  邢鹏 ¥50 

43  童秀娟 ¥200 

44  邱狄勇 ¥200 

45  毛佩琴 ¥200 

46  杨建 ¥100 

47  张彩玲 ¥500 

48  孙权 ¥100 

49  胡婉芳 ¥100 

50  金成赞 ¥200 

51  叶静达 ¥200 

52  潘永琴 ¥200 

53  周斌 ¥200 

54  翁亚君 ¥200 

55  单丹 ¥200 

56  林振飞 ¥200 

57  陈亚珍 ¥500 

58  曾小英 ¥200 

59  吴雪华 ¥200 

60  白甬明 ¥200 

61  林剑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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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阮雪峰 ¥500 

63  戴伟君 ¥100 

64  汪峰 ¥100 

65  王玲 ¥50 

66  邓刚 ¥200 

67  朱雪娇 ¥200 

68  任争胜 ¥3,000 

69  鲍根尧 ¥50 

70  张友元 ¥50 

71  王文跃 ¥100 

72  林恳 ¥500 

73  丁雨金 ¥500 

74  姚永南 ¥200 

75  王美芸 ¥300 

76  张小平 ¥300 

77  王慧娥 ¥200 

78  王琼 ¥400 

79  朱立能 ¥520 

80  应国意 ¥200 

81  周越维 ¥200 

82  彭丽英 ¥500 

83  徐巧明 ¥2,000 

84  朱玮 ¥200 

85  俞启东 ¥500 

86  黄冬冬 ¥200 

87  陈燕波 ¥2,000 

88  钟乐敏 ¥200 

89  倪园明 ¥200 

90  徐大刚 ¥200 

91  石君飞 ¥1,000 

92  景俐丽 ¥200 

93  任维娜 ¥200 

94  孙乾 ¥200 

95  张志军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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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韩兰素 ¥300 

97  桑健 ¥200 

98  汪祖根 ¥3,000 

99  杨波 ¥200 

100  陈静娜 ¥3,000 

101  庞正平 ¥200 

102  何志伟 ¥400 

103  邵美珍 ¥500 

104  卓尚英 ¥300 

105  杨星 ¥200 

106  王彬莹 ¥300 

107  翁明杰 ¥200 

108  马佳 ¥200 

109  陈海光 ¥500 

110  蒋海光 ¥200 

111  郑益 ¥200 

112  周波 ¥200 

113  赵伟国 ¥500 

114  陈家铜 ¥200 

115  潘海波 ¥200 

116  叶秀程 ¥300 

117  吴峰 ¥3,000 

118  丁大红 ¥1,000 

119  陈智莹 ¥2,000 

120  郑海燕 ¥300 

121  余春波 ¥300 

122  胡斌 ¥1,000 

123  沈央明 ¥200 

124  贺艳 ¥200 

125  邬夏莲 ¥200 

126  蒋忠甫 ¥200 

127  贺薇 ¥200 

128  何燕珍 ¥200 

129  杜旭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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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张一平 ¥500 

131  王红艳 ¥200 

132  费林立 ¥200 

133  李常东 ¥200 

134  李伟业 ¥300 

135  孙艳 ¥200 

136  许鹏 ¥200 

137  范海艇 ¥200 

138  王琼 ¥100 

139  孔君杰 ¥500 

140  单忠良 ¥300 

141  周亚莉 ¥200 

142  贝国忠 ¥300 

143  廖文霞 ¥200 

144  董海浩 ¥200 

145  胡清清 ¥200 

146  张大川 ¥200 

147  许思思 ¥200 

148  严海芽 ¥100 

149  蔡燕芬 ¥1,000 

150  张春梅 ¥300 

151  胡金利 ¥1,000 

152  邬雅萍 ¥200 

153  邵幼伟 ¥200 

154  张惠彪 ¥200 

155  邬自国 ¥300 

156  潘瑛 ¥100 

157  陈莉红 ¥200 

158  王春波 ¥200 

159  周慈良 ¥200 

160  刘敏 ¥200 

161  吴国平 ¥1,000 

162  潘赛真 ¥200 

163  王信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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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沈雁伟 ¥500 

165  陈丹艳 ¥200 

166  邵璐梦 ¥200 

167  杜小容 ¥200 

168  阮春波 ¥300 

169  黄伟锋 ¥300 

170  王新娟 ¥200 

171  周颖 ¥200 

172  庄生玉 ¥1,000 

173  占宝日 ¥200 

174  王乘素 ¥200 

175  邵华忠 ¥300 

176  周钰莹 ¥200 

177  孙洪论 ¥500 

178  余佳倩 ¥200 

179  孙晓燕 ¥300 

180  宁波美侬咖啡机有限公司 ¥200 

181  潘炯 ¥200 

182  岑旭强 ¥1,000 

183  张燕 ¥200 

184  吴永利 ¥200 

185  陈明 ¥200 

186  叶瑛 ¥200 

187  王定伟 ¥200 

188  尤君叶 ¥200 

189  洪基光 ¥500 

190  任怀全 ¥200 

191  陈军利 ¥200 

192  徐枫 ¥200 

193  胡勇强 ¥300 

194  赖雄伟 ¥200 

195  钱国芳 ¥200 

196  陈卓兴 ¥200 

197  陈安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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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张幼波 ¥200 

199  裴玉芹 ¥300 

200  徐兴安 ¥200 

201  周丹薇 ¥200 

202  阮海军 ¥200 

203  徐丹 ¥200 

204  黄琼琼 ¥200 

205  徐娜 ¥200 

206  杜程斐 ¥200 

207  葛琳琳 ¥200 

208  任迪云 ¥200 

209  陈艳 ¥200 

210  陈玉利 ¥200 

211  戴占利 ¥200 

212  陈肖眉 ¥200 

213  崔丹燕 ¥200 

214  胡耀定 ¥200 

215  楼科强 ¥200 

216  镡景洋 ¥500 

217  魏军 ¥200 

218  励亚云 ¥200 

219  王勇 ¥200 

220  马懿勇 ¥1,000 

221  陆刚 ¥200 

222  王霞 ¥200 

223  周红 ¥200 

224  王芸 ¥200 

225  黄晋东 ¥200 

226  朱晖 ¥200 

227  乔珊 ¥200 

228  张狄狄 ¥200 

229  王朝辉 ¥400 

230  冯忻 ¥200 

231  王春燕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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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傅丹琪 ¥200 

233  周进军 ¥200 

234  王玲 ¥200 

235  陈董侠 ¥200 

236  竺梅儿 ¥200 

237  陈亚华 ¥200 

238  朱挺 ¥200 

239  夏国斌 ¥200 

240  忻雅君 ¥300 

241  朱迪 ¥500 

242  王晓峰 ¥200 

243  邱璐璠 ¥200 

244  王琳 ¥300 

245  刘大海 ¥200 

246  俞宝玲 ¥200 

247  金笑梅 ¥300 

248  吴亚勤 ¥200 

249  陈秀英 ¥200 

250  林丹平 ¥300 

251  胡招荣 ¥200 

252  张亭 ¥200 

253  徐丹 ¥300 

254  黄建明 ¥200 

255  严丽丽 ¥50 

256  陈芬 ¥200 

257  徐安平 ¥200 

258  董杰 ¥200 

259  史丹莹 ¥50 

260  夏忠宝 ¥500 

261  乐光 ¥200 

262  唐苗杰 ¥200 

263  余康妹 ¥200 

264  夏芳莲 ¥200 

265  王家兵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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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岑利君 ¥300 

267  张爱娇 ¥200 

268  章继红 ¥200 

269  王雅 ¥100 

270  袁君荣 ¥500 

271  赵玮 ¥200 

272  李鸿斌 ¥200 

273  王晓萍 ¥500 

274  叶权斌 ¥300 

275  张磊 ¥200 

276  王翠玲 ¥200 

277  俞自能 ¥200 

278  邹祥荣 ¥200 

279  李强 ¥300 

280  郑梅庆 ¥200 

281  李军 ¥200 

282  唐雪英 ¥200 

283  黄伦耀 ¥200 

284  张国定 ¥200 

285  崔如青 ¥200 

286  王国华 ¥300 

287  朱玲玲 ¥200 

288  董美 ¥200 

289  章建华 ¥200 

290  求国勇 ¥200 

291  陈凤 ¥200 

292  陈秀英 ¥200 

293  林丹平 ¥300 

294  胡招荣 ¥200 

295  张亭 ¥200 

296  徐丹 ¥300 

297  蔡春英 ¥200 

298  李福子 ¥300 

299  金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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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陈建杰 ¥300 

301  徐丽萍 ¥50 

302  李妍 ¥300 

303  汪双保 ¥200 

304  郑伟明 ¥300 

305  朱良存 ¥300 

306  姜霞 ¥200 

307  陈盈 ¥300 

308  王新江 ¥200 

309  徐志刚 ¥2,000 

310  李加信 ¥200 

311  吴梅仙 ¥200 

312  王鸿宾 ¥500 

313  施刘平 ¥300 

314  杨亚珍 ¥200 

315  朱佳军 ¥200 

316  李波萍 ¥200 

317  石建辉 ¥300 

318  顾东一 ¥600 

319  胡倩咏 ¥200 

320  沈圆圆 ¥200 

321  吴克 ¥200 

322  林哲 ¥4,000 

323  陈骞 ¥2,000 

324  杨舒婷 ¥200 

325  王伟 ¥300 

326  杨扬 ¥200 

327  孙良琪 ¥200 

328  郑文革 ¥200 

329  凌亚红 ¥300 

330  崔志华 ¥200 

331  陈芳琴 ¥200 

332  朱波 ¥200 

333  孙建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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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魏威 ¥200 

335  金露静 ¥300 

336  李科斌 ¥200 

337  谢波 ¥200 

338  沈海英 ¥300 

339  荆铁平 ¥200 

340  姜斌 ¥200 

341  陈亚芬 ¥200 

342  夏贤云 ¥200 

343  杨颖 ¥200 

344  张演 ¥200 

345  孙建伦 ¥200 

346  冯盛华 ¥200 

347  马辉 ¥400 

348  何宇 ¥1,000 

349  诸葛仁义 ¥200 

350  王乘村 ¥250 

351  丁林 ¥300 

352  张浩辉 ¥500 

353  曹小龙 ¥300 

354  李秋岚 ¥200 

355  戴耀国 ¥200 

356  孙亚芬 ¥100 

  总计 Total ¥1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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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1/Index table 101 

      

宁波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ingbo Baoxi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马柏林先生 ¥1,800 

2  王奇娜女士 ¥2,000 

3  夏启华先生 ¥3,000 

4  胡贤挺先生 ¥2,800 

5  洪波先生 ¥3,800 

6  朱丽洁女士 ¥2,200 

7  黄晓曙先生 ¥3,800 

8  严望土先生 ¥1,800 

9  徐岍先生 ¥2,400 

10  汪一俊先生 ¥3,900 

11  陈瑞伟先生 ¥3,500 

12  刘莉女士 ¥1,800 

13  李鑫女士 ¥1,900 

14  虞忠先生 ¥2,000 

15  夏洪飞女士 ¥2,500 

16  杨淑芬女士 ¥1,600 

17  杨儿风女士 ¥2,400 

18  陈颖婕女士 ¥2,900 

19  陈军先生 ¥1,100 

20  李益妙女士 ¥1,500 

21  邬冠怡女士 ¥3,000 

22  徐敏女士 ¥3,000 

23  王曰平先生 ¥2,700 

24  陈滨先生 ¥4,400 

25  张舟潮先生 ¥2,200 

26  金未友先生 ¥1,900 

27  朱虹女士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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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孙丽娟女士 ¥3,600 

29  邵惠娣女士 ¥2,000 

30  陈启芬女士 ¥2,000 

31  李林娣女士 ¥800 

32  杜海宁女士 ¥2,000 

33  胡冰女士 ¥2,500 

34  王薇女士 ¥3,000 

35  秦利腾先生 ¥3,700 

36  宁波宝信 ¥22,000 

  总计 Total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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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2/Index table 102 

      

义乌市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iwu Xin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500 

2  匿名 ¥200 

3  匿名 ¥500 

4  匿名 ¥200 

5  匿名 ¥300 

6  匿名 ¥200 

7  匿名 ¥500 

8  匿名 ¥300 

9  匿名 ¥2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200 

12  匿名 ¥200 

13  匿名 ¥200 

14  匿名 ¥200 

15  匿名 ¥200 

16  匿名 ¥200 

17  匿名 ¥200 

18  匿名 ¥200 

19  匿名 ¥200 

20  匿名 ¥200 

21  匿名 ¥200 

22  匿名 ¥200 

23  匿名 ¥200 

24  匿名 ¥200 

25  匿名 ¥200 

26  匿名 ¥200 

27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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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匿名 ¥200 

29  匿名 ¥200 

30  匿名 ¥200 

31  匿名 ¥200 

32  匿名 ¥200 

33  匿名 ¥200 

34  匿名 ¥200 

35  匿名 ¥200 

36  匿名 ¥200 

37  匿名 ¥200 

38  匿名 ¥500 

39  匿名 ¥500 

40  匿名 ¥500 

41  匿名 ¥500 

42  匿名 ¥500 

43  匿名 ¥500 

44  匿名 ¥500 

45  匿名 ¥500 

46  匿名 ¥500 

47  匿名 ¥300 

48  匿名 ¥300 

49  匿名 ¥300 

50  匿名 ¥300 

51  匿名 ¥300 

52  匿名 ¥300 

53  匿名 ¥300 

54  匿名 ¥300 

55  匿名 ¥300 

56  匿名 ¥300 

57  匿名 ¥300 

58  匿名 ¥500 

59  匿名 ¥600 

60  匿名 ¥600 

61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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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匿名 ¥200 

63  匿名 ¥400 

64  匿名 ¥100 

65  匿名 ¥500 

66  匿名 ¥300 

67  匿名 ¥200 

68  匿名 ¥200 

69  匿名 ¥600 

70  匿名 ¥500 

71  匿名 ¥700 

72  匿名 ¥500 

73  匿名 ¥500 

74  匿名 ¥300 

75  匿名 ¥300 

76  匿名 ¥400 

77  匿名 ¥200 

78  匿名 ¥200 

79  匿名 ¥200 

80  匿名 ¥200 

81  匿名 ¥200 

82  匿名 ¥200 

83  匿名 ¥200 

84  匿名 ¥200 

85  匿名 ¥500 

86  匿名 ¥500 

87  匿名 ¥300 

88  匿名 ¥200 

89  匿名 ¥300 

90  匿名 ¥500 

91  匿名 ¥300 

92  匿名 ¥300 

93  匿名 ¥200 

94  匿名 ¥300 

95  匿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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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匿名 ¥200 

97  匿名 ¥500 

98  匿名 ¥200 

99  匿名 ¥300 

100  匿名 ¥300 

101  匿名 ¥200 

102  匿名 ¥200 

103  匿名 ¥300 

104  匿名 ¥300 

105  匿名 ¥300 

106  匿名 ¥400 

107  匿名 ¥500 

108  匿名 ¥400 

109  匿名 ¥200 

110  匿名 ¥300 

111  匿名 ¥300 

112  匿名 ¥300 

113  匿名 ¥600 

114  匿名 ¥200 

115  匿名 ¥500 

116  匿名 ¥300 

117  匿名 ¥500 

118  匿名 ¥300 

119  匿名 ¥300 

120  匿名 ¥400 

121  匿名 ¥300 

122  匿名 ¥500 

123  匿名 ¥200 

124  匿名 ¥300 

125  匿名 ¥300 

126  匿名 ¥300 

127  匿名 ¥300 

128  匿名 ¥300 

129  匿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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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匿名 ¥500 

131  匿名 ¥200 

132  匿名 ¥200 

133  匿名 ¥300 

134  匿名 ¥300 

135  匿名 ¥200 

136  匿名 ¥200 

137  匿名 ¥300 

138  匿名 ¥200 

139  匿名 ¥100 

140  匿名 ¥300 

141  匿名 ¥300 

142  匿名 ¥300 

143  匿名 ¥200 

144  匿名 ¥300 

145  匿名 ¥300 

146  匿名 ¥500 

147  匿名 ¥300 

148  匿名 ¥260 

149  匿名 ¥300 

150  匿名 ¥300 

151  匿名 ¥300 

152  匿名 ¥500 

153  匿名 ¥200 

154  匿名 ¥200 

155  匿名 ¥200 

156  匿名 ¥200 

157  匿名 ¥200 

158  匿名 ¥200 

159  匿名 ¥200 

160  匿名 ¥200 

161  匿名 ¥200 

162  匿名 ¥200 

163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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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匿名 ¥400 

165  匿名 ¥300 

166  匿名 ¥500 

167  匿名 ¥500 

168  匿名 ¥300 

169  匿名 ¥300 

170  匿名 ¥300 

171  匿名 ¥300 

172  匿名 ¥300 

173  匿名 ¥400 

174  匿名 ¥300 

175  匿名 ¥300 

176  匿名 ¥200 

177  匿名 ¥300 

178  匿名 ¥300 

179  匿名 ¥200 

180  匿名 ¥200 

181  匿名 ¥200 

182  匿名 ¥300 

183  匿名 ¥200 

184  匿名 ¥100 

185  匿名 ¥200 

186  匿名 ¥300 

187  匿名 ¥500 

188  匿名 ¥300 

189  匿名 ¥500 

190  匿名 ¥200 

191  匿名 ¥800 

192  匿名 ¥500 

193  匿名 ¥100 

194  匿名 ¥200 

195  匿名 ¥200 

196  匿名 ¥500 

197  匿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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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匿名 ¥500 

199  匿名 ¥200 

200  匿名 ¥200 

201  匿名 ¥200 

202  匿名 ¥200 

203  匿名 ¥200 

204  匿名 ¥300 

205  匿名 ¥500 

206  匿名 ¥300 

207  匿名 ¥300 

208  匿名 ¥200 

209  匿名 ¥200 

210  匿名 ¥500 

211  匿名 ¥300 

212  匿名 ¥300 

213  匿名 ¥300 

214  匿名 ¥300 

215  匿名 ¥300 

216  匿名 ¥200 

217  匿名 ¥200 

218  匿名 ¥100 

219  匿名 ¥200 

220  匿名 ¥200 

221  匿名 ¥300 

222  匿名 ¥300 

223  匿名 ¥200 

224  匿名 ¥300 

225  匿名 ¥200 

226  匿名 ¥200 

227  匿名 ¥400 

228  匿名 ¥200 

229  匿名 ¥200 

230  匿名 ¥200 

231  匿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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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匿名 ¥200 

233  匿名 ¥200 

234  匿名 ¥200 

235  匿名 ¥290 

236  匿名 ¥200 

  总计 Total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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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3/Index table 103 

      

余姚宝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uyao Bao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鲁雷杰 ¥100 

2  张以摇 ¥170 

3  赵伟星 ¥150 

4  马珊珊 ¥150 

5  褚小飞 ¥50 

6  徐骏卿 ¥500 

7  韩佳琦 ¥100 

8  崔杰 ¥100 

9  张咪露 ¥100 

10  章明捷 ¥100 

11  周园园 ¥100 

12  况保闻 ¥100 

13  龚碧君 ¥100 

14  郑宏霞 ¥150 

15  刘月 ¥300 

16  郝延波 ¥100 

17  翁海霞 ¥200 

18  谢建轻 ¥150 

19  钱佳月 ¥150 

20  余姚市宇欣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1,000 

21  黄城建 ¥100 

22  楼娜琼 ¥100 

23  钱佳月 ¥100 

24  王立珍 ¥100 

25  况保闻 ¥125 

26  富旭芳 ¥100 

27  湖南鸿昌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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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倪松鹤 ¥100 

29  郑渭安 ¥100 

30  匿名 ¥250 

31  周益波 ¥100 

32  罗友明 ¥170 

33  兴融担保 ¥500 

34  余姚市长恒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100 

35  方栋 ¥150 

36  周虹 ¥200 

37  况保闻 ¥1,250 

38  余姚市君乐纸箱厂 ¥150 

39  奕慧慧 ¥500 

40  宁波力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 

41  杜素青 ¥1,000 

42  余姚市舜涛水暖软管厂 ¥1,000 

43  匿名 ¥1,200 

44  王磊 ¥1,680 

45  余姚市日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0 

46  匿名 ¥253 

47  冯华芬 ¥100 

48  施军波 ¥1,000 

49  何健家 ¥500 

50  金泽平 ¥500 

51  叶胜利 ¥2,000 

52  陈菊芬 ¥1,000 

53  施芳园 ¥1,300 

54  匿名 ¥1,218 

55  王杜娟 ¥170 

56  匿名 ¥100 

57  吴兰珍 ¥500 

58  匿名 ¥1,500 

59  匿名 ¥1,500 

60  匿名 ¥1,500 

61  匿名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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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匿名 ¥1,500 

63  匿名 ¥1,500 

64  匿名 ¥1,500 

65  匿名 ¥1,500 

66  匿名 ¥1,500 

67  匿名 ¥1,500 

68  匿名 ¥1,500 

69  匿名 ¥1,500 

70  匿名 ¥1,500 

71  匿名 ¥1,500 

72  匿名 ¥2,500 

73  匿名 ¥10,764 

  总计 Total ¥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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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4/Index table 104 

      

义乌泓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iwu Ho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楼银海 ¥100 

2  吴小英 ¥300 

3  黄贤秀 ¥300 

4  王四妹 ¥100 

5  吴坚毅 ¥200 

6  丁永清 ¥200 

7  张建 ¥500 

8  邱汤松 ¥200 

9  裴毅 ¥200 

10  柳欢 ¥100 

11  王丽君 ¥500 

12  金晓虎 ¥500 

13  陈丰胜 ¥300 

14  颜建军 ¥500 

15  严晟晟 ¥500 

16  郑来根 ¥100 

17  吴鲜晓 ¥26,774 

18  黄俊 ¥17,716 

19  金颖艳 ¥100 

20  黄丽清 ¥100 

21  朱睦福 ¥100 

22  曾小西 ¥100 

23  郭涛 ¥100 

24  陈斌 ¥100 

25  杨俏敏 ¥200 

26  吴宇航 ¥200 

27  朱昌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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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俞旦拯 ¥100 

29  吴勤学 ¥300 

30  李伟 ¥300 

31  白娇燕 ¥200 

32  陈小燕 ¥200 

33  骆剑峰 ¥300 

34  何晓丹 ¥100 

35  吴晓旅 ¥300 

36  练星 ¥100 

37  张国宝 ¥200 

38  徐眺 ¥200 

39  胡瑞莹 ¥160 

40  金光强 ¥200 

41  傅祥庭 ¥500 

42  李桂村 ¥300 

43  刘江 ¥300 

44  张兰芳 ¥200 

45  张云子 ¥500 

46  张建勇 ¥200 

47  陈丽莉 ¥100 

48  唐世彪 ¥200 

49  蒋欣欣 ¥100 

50  楼萍 ¥300 

51  陆健 ¥200 

52  吴小兰 ¥200 

53  李靖 ¥200 

54  董天晔 ¥200 

55  宗锋云 ¥300 

56  廖水海 ¥200 

57  马利祥 ¥200 

58  王杭萍 ¥300 

59  曾伟 ¥100 

60  吴江英 ¥200 

61  吴小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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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金明 ¥300 

63  楼菲 ¥200 

64  盛静 ¥200 

65  赵江英 ¥200 

66  钟朝宴 ¥300 

67  刘珺 ¥100 

68  林忠汉 ¥200 

69  陈跃明 ¥200 

70  应智超 ¥100 

71  宗小梅 ¥100 

72  蒋志芳 ¥300 

73  游俊 ¥200 

74  朱学贵 ¥300 

75  马少林 ¥300 

76  金俊臻 ¥300 

77  陆康 ¥200 

78  竺璐璐 ¥50 

79  林帮泽 ¥200 

80  王小强 ¥200 

81  郭峰 ¥300 

82  杨德洪 ¥100 

83  龚英来 ¥200 

84  洪肖然 ¥200 

85  程良波 ¥200 

86  范琳琳 ¥200 

87  任虹刚 ¥200 

88  夏蓉 ¥100 

89  王叙斌 ¥100 

90  王春全 ¥200 

91  吴加意 ¥200 

92  杜娟 ¥200 

93  联利房产 ¥300 

94  美金娟 ¥100 

95  马孝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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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陈国良 ¥200 

97  杨军勇 ¥200 

  总计 Total ¥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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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5/Index table 105 

      

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enan Zhong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总计 Total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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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6/Index table 106 

      

洛阳豫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uoyang Yue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81 

2  尤海燕 ¥150 

3  张红利 ¥100 

4  孙晓蕾 ¥100 

5  杨超 ¥50 

6  郝新海 ¥150 

7  苏世星 ¥90 

8  丛伟奇 ¥50 

9  刘洋 ¥50 

10  任鹏辉 ¥50 

11  王文慧 ¥50 

12  李明 ¥40 

13  王薇骅 ¥10 

14  洛阳豫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总计 Total ¥1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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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7/Index table 107 

      

郑州郑德宝汽车销售公司服务有限公司 

Zhengzhou Zhengd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杜广安 ¥100 

2  梁若旭 ¥100 

3  耿雪梅 ¥200 

4  周苏 ¥200 

5  周明明 ¥200 

6  张占立 ¥200 

7  张永红 ¥100 

8  张雅 ¥50 

9  岳亭 ¥50 

10  王巍 ¥50 

11  贾悦 ¥100 

12  申红献 ¥60 

13  袁海瑞 ¥200 

14  陈建 ¥60 

15  张丹 ¥200 

16  徐书闯 ¥300 

17  黄枢国 ¥100 

18  高显海 ¥100 

19  马耐 ¥300 

20  胡青 ¥200 

21  王磊 ¥200 

22  汪鲁义 ¥100 

23  叶新江 ¥100 

24  王青 ¥50 

25  吕玉梅 ¥100 

26  熊袁升 ¥200 

27  邓公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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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熊杰 ¥80 

29  师云波 ¥100 

30  付红 ¥50 

31  张准 ¥50 

32  张雅伟 ¥100 

33  李伟强 ¥50 

34  梁玉娜 ¥100 

35  张润芳 ¥200 

36  律飞 ¥35 

37  程伟 ¥200 

38  李清献 ¥300 

39  宋彦芳 ¥40 

40  李蕴 ¥100 

41  朱道范 ¥200 

42  张彦斋 ¥360 

43  余明 ¥200 

44  张学民 ¥100 

45  马勇 ¥200 

46  龚浩 ¥200 

47  张艳军 ¥200 

48  韩江明 ¥200 

49  王丽萍 ¥200 

50  郭磊 ¥100 

51  时进房 ¥200 

52  王浩宇 ¥200 

53  王二军 ¥50 

54  攸佩佩 ¥100 

55  张兵兵 ¥100 

56  李海军 ¥50 

57  郑学海 ¥100 

58  周华雨 ¥50 

59  贤静 ¥100 

60  梁庆富 ¥200 

61  潘秋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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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董智慧 ¥10 

63  张超 ¥100 

64  马海燕 ¥100 

65  周文华 ¥10 

66  陈琛 ¥200 

67  王义华 ¥60 

68  王绿红 ¥50 

69  鹤壁市兴华工矿铸业有限公司 ¥50 

70  刘萍 ¥100 

71  胡中华 ¥100 

72  王小利 ¥100 

  总计 Total ¥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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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8/Index table 108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ongqing Baos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重庆宝盛 ¥24,000 

2  重庆宝盛 ¥61,600 

3 唐立人 ¥800 

  总计 Total ¥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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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09/Index table 109 

      

重庆宝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ongqing Baoy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重庆宝渝 ¥69,800 

2  重庆宝渝 ¥67,200 

3  唐立人 ¥500 

4  重庆宝渝 ¥500 

  总计 Total ¥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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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0/Index table 110 

      

重庆市宝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ongqing Baoxu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重庆市宝驯 ¥6,051 

  总计 Total ¥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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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1/Index table 111 

      

平顶山宝莲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Pingdingshan Baolianshe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平顶山宝莲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400 

  总计 Total ¥3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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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2/Index table 112 

      

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Guiyang Baoyua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000 

2  匿名 ¥1,000 

3  匿名 ¥1,000 

4  匿名 ¥1,000 

5  匿名 ¥1,000 

6  匿名 ¥1,000 

7  匿名 ¥1,000 

8  匿名 ¥1,000 

9  匿名 ¥1,000 

10  匿名 ¥1,000 

11  匿名 ¥1,000 

12  匿名 ¥1,000 

13  匿名 ¥1,000 

14  匿名 ¥1,000 

15  匿名 ¥1,000 

16  匿名 ¥1,000 

17  匿名 ¥1,000 

18  匿名 ¥1,000 

19  匿名 ¥1,000 

20  匿名 ¥1,000 

21  匿名 ¥1,000 

22  匿名 ¥1,000 

23  匿名 ¥1,000 

24  匿名 ¥1,000 

25  匿名 ¥1,000 

26  匿名 ¥115,000 

  总计 Total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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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3/Index table 113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Sichuan Summit Che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57,900 

2  谭巍 ¥4,500 

3  代小红 ¥200 

4  谢思源 ¥200 

5  陈黎英 ¥200 

6  周小红 ¥200 

7  李羿潼 ¥200 

8  匿名 ¥200 

9  梁馨月 ¥200 

10  梁馨月 ¥200 

11  匿名 ¥200 

12  任宇宸 ¥200 

13  付建川 ¥200 

14  郭捷 ¥200 

  总计 Total ¥1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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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4/Index table 114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Sichuan Summit Che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Mianyang 

Branch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35,800 

  总计 Total ¥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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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5/Index table 115 

      

成都宝悦汽车有限公司 

Chengdu Bowyue Vehicl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成都宝悦 ¥117,600 

2  邓洁 ¥200 

3  苟红莲 ¥200 

4  陈珊珊 ¥200 

5  李锦 ¥200 

6  陈辉 ¥200 

7  甘波 ¥200 

  总计 Total ¥1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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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6/Index table 116 

      

成都锦泰宝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engdu Jintai Baoju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成都锦泰宝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6,000 

  总计 Total ¥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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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7/Index table 117 

      

乐山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eshan Chang 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婉贞 ¥100 

2  刘浩 ¥100 

3 乐山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8,400 

  总计 Total ¥2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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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8/Index table 118 

      

武汉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han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谢逸帆 ¥300 

2  吴辉 ¥300 

3  彭永硕 ¥300 

4  陈红彦 ¥200 

5  宋谦予 ¥200 

6  王玥琪 ¥200 

7  宁夏 ¥200 

8  向东 ¥100 

9  果果 ¥100 

10  魏峰 ¥100 

  总计 Tot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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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19/Index table 119 

      

武汉鄂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uhan 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瑾 ¥150 

2  徐琴 ¥150 

3  向晶晶 ¥150 

4  卓佳、丁恒 ¥60 

5  范凯 ¥510 

6  胡雯霞 ¥60 

7  李琼 ¥60 

8  民圣家私 ¥200 

9  彭泫哲 ¥30 

10  熊善杰 ¥200 

11  林达第 ¥300 

12  鲁梓皓 ¥120 

13  张磊 ¥800 

14  陈阳俊 ¥2,000 

15  李纲 ¥850 

16  王艳华 ¥60 

17  彭小兰 ¥120 

18  向家新 ¥120 

19  高波 ¥300 

20  陈旭 ¥120 

21  杨硕 ¥60 

22  姜芬 ¥60 

23  王晓洁 ¥120 

24  朱霜 ¥60 

25  周杰 ¥60 

26  童思思 ¥60 

27  余昌明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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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蒋诗逸 ¥200 

29  梁红顺 ¥300 

30  叶桐 ¥60 

31  卫彩友 ¥120 

32  李琼 ¥180 

33  朱相培 ¥300 

34  肖翔 ¥450 

35  范凯 ¥300 

36  姜芬 ¥150 

37  李政 ¥190 

38  唐凯 ¥150 

39  邵丹红 ¥150 

40  汤慧权 ¥150 

41  方方 ¥150 

42  候菜 ¥200 

43  尹泽万 ¥15 

44  马涛 ¥260 

45  姜益 ¥120 

46  周忠明 ¥300 

47  谢洪鸣 ¥350 

48  文玲 ¥900 

49  程志勇 ¥200 

50  朱相培 ¥200 

51  杨坤 ¥100 

52  张春 ¥100 

53  陈阳俊 ¥420 

54  侯荣 ¥1,000 

55  武汉鄂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2,365 

  总计 Total ¥1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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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0/Index table 120 

      

宜昌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ichang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敬家虎 ¥200 

2  龙涛 ¥200 

3  蔡丽琼 ¥200 

4  谭顺平 ¥200 

5  张剑 ¥200 

6  王金华 ¥200 

7  周祖全 ¥200 

8  项苏力 ¥200 

9  黄琼 ¥300 

10  万蔷 ¥100 

11  李霞 ¥200 

12  李安忠 ¥200 

13  许闽治 ¥200 

14  张国胜 ¥200 

15  周功生 ¥200 

16  杜支明 ¥200 

17  张丽 ¥200 

18  钮巍 ¥200 

19  胡顺益 ¥200 

20  张文湘 ¥200 

21  邢莹 ¥200 

22  王慧敏 ¥200 

23  祝金平 ¥200 

24  潘虹 ¥200 

25  董融 ¥200 

26  宋春燕 ¥200 

27  郭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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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胡家宇 ¥1,500 

29  陈辉照 ¥200 

30  邵烨 ¥200 

31  冯明 ¥200 

32  胡志敏 ¥200 

33  王友德 ¥200 

34  林园勤 ¥200 

35  王文升 ¥200 

36  包贝贝 ¥200 

37  徐峰 ¥200 

38  邓玉兰 ¥200 

39  长阳绿钰农贸有限公司 ¥200 

40  黄莉莉 ¥200 

41  盛焕 ¥200 

42  孙长旭 ¥200 

43  章道武 ¥200 

44  杨光东 ¥200 

45  覃宗菊 ¥200 

46  郭丹丹 ¥200 

47  李华翔 ¥200 

48  彭光权 ¥200 

49  陈平梅 ¥200 

50  湖北恒发消防工程装饰 ¥200 

51  湖北三峡坤艳工贸 ¥200 

52  李娇 ¥200 

53  陈妍 ¥200 

54  刘芳 ¥200 

55  郭翠萍 ¥200 

56  聂芹 ¥200 

57  何东晴 ¥200 

58  曹红芹 ¥200 

59  肖捷 ¥200 

60  张心怡 ¥200 

61  裴兰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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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四平 ¥200 

63  宜昌阿斯吉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0 

64  王向林 ¥200 

65  孟利平 ¥200 

66  熊春芳 ¥135 

67  黄春霞 ¥200 

68  樊友新 ¥200 

69  姜涛 ¥300 

70  甘志鹏 ¥200 

71  李军 ¥200 

72  罗志兰 ¥200 

73  李慧雅 ¥200 

74  胡泉泉 ¥200 

75  周珊 ¥200 

76  许汉宁 ¥450 

77  王海燕 ¥200 

78  廖明春 ¥200 

79  胡志敏 ¥200 

80  冯心勇 ¥200 

81  谭立新 ¥1,600 

82  谭千波 ¥200 

83  罗斌 ¥200 

84  关伟 ¥200 

85  杨轶群 ¥200 

86  王静 ¥200 

87  曹诗年 ¥200 

88  梁巨华 ¥200 

89  邓继萍 ¥600 

  总计 Total ¥2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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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1/Index table 121 

      

云南德凯宝马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Yunnan Dekai Bow Ma Motors Technology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朱剑隆 ¥1,000 

2  零件部同事（5 人） ¥500 

3  昆明费斯福融资担保公司赵昆建 ¥1,000 

4  昆明特饰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滇池店 ¥2,000 

5  Raymond Lee ¥3,000 

6  马勤 ¥3,000 

7  欧阳林 ¥3,000 

8  林红丽 ¥300 

9  曾昭霞 ¥600 

10  陈方媛 ¥200 

11  葛亦博 ¥100 

12  王钰 ¥100 

13  马艺唯 ¥100 

14  胡寅 ¥100 

15  周芮羽 ¥100 

16  刘晔成 ¥50 

17  飞亚萍 ¥50 

18  任粤 ¥600 

19  唐波 ¥50 

20  梁霖 ¥200 

21  李政玄 ¥200 

22  周亚波 ¥100 

23  丁晓林 ¥100 

24  云南世纪兴汽车贸易公司 ¥2,000 

25  陈盛佳 ¥50 

26  张静 ¥50 

27  薛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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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春兰 ¥100 

29  鲁艳 ¥200 

30  杜雨恒 ¥100 

31  吴佳捷 ¥100 

32  李福根 ¥100 

33  张娴 ¥50 

34  段婷 ¥50 

35  刘涪丹 ¥100 

36  陈文燕 ¥50 

37  王宇 ¥100 

38  张月月 ¥100 

39  王芸 ¥200 

40  周兴学 ¥50 

41  铁肖男 ¥200 

42  陶磊 ¥50 

43  成云明 ¥100 

44  杨悦 ¥100 

45  前台 ¥40 

46  季星杰 ¥50 

47  何继超 ¥50 

48  马福兴 ¥106 

49  赵铭 ¥100 

50  左明辉 ¥100 

51  张原诚 ¥50 

52  刘杨 ¥500 

53  谢星 ¥50 

54  华南 ¥500 

5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行一部 ¥2,000 

56  李国斌 ¥200 

57  刘文丽 ¥100 

58  杨荣娥 ¥50 

59  王超 ¥100 

60  李煜 ¥50 

61  李润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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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詹颖 ¥50 

63  白思懿 ¥50 

64  太平洋保险 ¥2,000 

65  杨顺真 ¥200 

66  文芳 ¥50 

67  张仙花 ¥50 

68  刘琪 ¥50 

69  彭亚娟 ¥20 

70  温锐 ¥20 

71  韦荣翔 ¥30 

72  毛旭 ¥20 

73  鲍启成 ¥30 

74  晏祥浩 ¥20 

75  石永平 ¥20 

76  寸德轩 ¥30 

77  曹正围 ¥20 

78  李东华 ¥50 

79  行政部 ¥350 

  总计 Total ¥2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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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2/Index table 122 

      

陕西金花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Shaanxi Ginwa Auto Trad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滕峰 ¥10,000 

2  翟军权 ¥300 

3  刘海江 ¥100 

4  王煜 ¥500 

5  汪发勤 ¥300 

6  赵金英 ¥300 

7  景毅清 ¥300 

8  雷晓洁 ¥300 

9  刘峰 ¥300 

10  周中林 ¥300 

11  陶荔 ¥100 

12  王辉 ¥300 

13  洪素娟 ¥300 

14  陈明安 ¥300 

15  汪庆明 ¥300 

16  韩强 ¥300 

17  郑卫华 ¥300 

18  赵思源 ¥200 

19  刘永成 ¥300 

20  黄晓勇 ¥300 

21  郭德翠 ¥300 

22  刘彦飞 ¥300 

23  刘宇航 ¥300 

24  豆景瑶 ¥300 

25  徐晓会 ¥200 

26  刘世强 ¥100 

27  王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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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秦玉萍 ¥200 

29  刘勇 ¥200 

30  沈国明 ¥50 

31  秦玉珠 ¥100 

32  吴凝 ¥100 

33  许艳霞 ¥100 

34  王莉 ¥100 

35  罗青霞 ¥100 

36  屈永胜 ¥54 

37  杨银梅 ¥100 

38  匿名 ¥400 

39  陕西金花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46,496 

  总计 Total ¥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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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3/Index table 123 

      

陕西榆林金麒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Yulin Jinq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军 ¥50 

2  李壮 ¥100 

3  高利 ¥5 

4  冯延 ¥10 

5  武城 ¥5 

6  刘石 ¥5 

7  罗宁 ¥5 

8  朱腾 ¥5 

9  刘霞 ¥5 

10  白奎 ¥5 

11  张应东 ¥5 

12  徐丽 ¥5 

13  毕涛 ¥5 

14  冯源 ¥5 

15  刘超 ¥5 

16  李鑫 ¥5 

17  樊卫峰 ¥5 

18  刘莉 ¥5 

19  谢建军 ¥5 

20  白文英 ¥5 

21  马磊 ¥5 

22  王俊华 ¥10 

23  闫婷 ¥10 

24  马俊 ¥10 

25  张随堂 ¥10 

26  尹埃田 ¥10 

27  审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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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秦志伟 ¥10 

29  沈孝会 ¥10 

30  张建斌 ¥5 

31  任永明 ¥5 

32  刘欣 ¥5 

33  于文星 ¥5 

34  马扬 ¥5 

35  李艳丽 ¥5 

36  李慧 ¥40 

37  徐子奇 ¥5 

38  徐子奇 ¥5 

39  徐子奇 ¥5 

40  徐子奇 ¥5 

41  徐子奇 ¥5 

42  徐子奇 ¥5 

43  徐子奇 ¥5 

44  徐子奇 ¥5 

45  徐子奇 ¥5 

46  彭生伟 ¥5 

47  王建荣 ¥5 

48  孙金富 ¥5 

49  王加瑞 ¥10 

50  刘忠利 ¥10 

51  刘克 ¥10 

52  安杰 ¥10 

53  张奎 ¥10 

54  胡卫军 ¥10 

55  李保东 ¥10 

56  司建华 ¥10 

57  徐龙龙 ¥5 

58  赵增强 ¥5 

59  赵承强 ¥5 

60  马少平 ¥5 

61  高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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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孙鹏 ¥5 

63  姚尧 ¥5 

64  王生琴 ¥20 

65  高磊 ¥50 

66  崔疑 ¥10 

67  封延东 ¥500 

68  张娜 ¥500 

69  贺文江 ¥200 

70  榆林金麒宝 ¥29,145 

  总计 Total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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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4/Index table 124 

      

西安荣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Xi’an R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邵桂霞 ¥50 

2  马强 ¥200 

3  隋立华 ¥200 

4  刘运青 ¥200 

5  刘凡 ¥50 

6  雷雪瑞 ¥50 

7  李朋 ¥200 

8  刘珂 ¥100 

9  张涛 ¥100 

10  张磊 ¥1,000 

11  徐亮 ¥200 

12  赵琳轩 ¥200 

13  卢云 ¥360 

14  苗德锋 ¥40 

15  杜娟 ¥200 

16  高军华 ¥200 

17  陈康 ¥360 

18  周南京 ¥200 

19  刘婧 ¥100 

20  王双 ¥1,000 

21  王江红 ¥2,000 

22  刘凯 ¥500 

23  杨凯 ¥1,000 

24  张鹏 ¥1,000 

25  白玉婷 ¥500 

26  王晓龙 ¥500 

27  杜碧波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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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孙小路 ¥500 

29  廖旭飞 ¥500 

30  史阳 ¥500 

31  王宏生 ¥1,000 

32  韩明 ¥500 

33  张旭 ¥100 

34  胡剑 ¥500 

35  寇琦 ¥1,000 

36  张玉鲁 ¥500 

37  陈宇 ¥100 

38  杨志宜 ¥1,000 

39  寇荣花 ¥200 

40  王文杰 ¥200 

41  李婷婷 ¥200 

42  谭栋 ¥200 

43  王庆军 ¥100 

44  冯绎桦 ¥1,000 

45  杨爱梅 ¥50 

  总计 Total ¥1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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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5/Index table 125 

      

兰州金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anzhou Jin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兰州金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000 

2  陈进龙 ¥100 

3  赵小东 ¥200 

4  张峰 ¥100 

5  孙梁耀 ¥1,000 

6  邹常四 ¥200 

7  马子涵 ¥200 

8  田成旺 ¥50 

9  林涛 ¥200 

10  莫建 ¥200 

11  陈冬青 ¥100 

  总计 Total ¥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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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6/Index table 126 

      

宁夏金润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ingxia Jinru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苏婧 ¥300 

2  胡建明 ¥1,000 

3  李伟 ¥300 

4  李天星 ¥300 

5  周文姬女士 ¥300 

6  余军先生 ¥300 

7  穆迈丽女士 ¥300 

8  潘建明先生 ¥400 

9  徐成永先生（徐莉女士） ¥200 

10  雷伍安先生/汪清录 ¥1,000 

11  路芳芳 ¥300 

12  王晓峰 ¥200 

13  陈建明先生 ¥500 

14  陈锐先生 ¥300 

15  李超先生 ¥1,000 

16  陈纯良先生 ¥300 

17  王佳伟先生 ¥300 

18  蔡强先生 ¥300 

19  李鹏先生 ¥200 

20  黄静女士 ¥300 

21  董超先生/郑芹 ¥300 

22  刘祥先生/刘书吉 ¥300 

23  张晓先生 ¥200 

24  马振喜先生 ¥200 

25  邹晓艳女士 ¥300 

26  张学林先生 ¥300 

27  赵小洋先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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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胜深先生 ¥300 

29  严腊梅女士 ¥200 

30  姜建军先生 ¥200 

31  王彦军先生 ¥300 

32  王晓峰先生 ¥500 

33  王晓璐先生 ¥500 

34  匿名 ¥200 

35  匿名 ¥200 

36  匿名 ¥200 

37  匿名 ¥200 

38  匿名 ¥200 

39  匿名 ¥200 

40  匿名 ¥200 

41  匿名 ¥200 

42  匿名 ¥200 

43  匿名 ¥200 

44  匿名 ¥200 

45  匿名 ¥200 

46  匿名 ¥200 

47  匿名 ¥200 

48  匿名 ¥200 

49  匿名 ¥200 

50  匿名 ¥200 

51  匿名 ¥200 

52  匿名 ¥200 

53  匿名 ¥200 

54  匿名 ¥200 

55  匿名 ¥200 

56  匿名 ¥200 

57  匿名 ¥200 

58  匿名 ¥200 

59  匿名 ¥200 

60  匿名 ¥200 

61  匿名 ¥200 



                                                                                                                                                              
 

338    
 

62  匿名 ¥200 

63  匿名 ¥200 

64  匿名 ¥200 

65  匿名 ¥200 

66  匿名 ¥200 

67  匿名 ¥200 

68  匿名 ¥200 

69  匿名 ¥200 

70  匿名 ¥200 

71  匿名 ¥200 

72  匿名 ¥200 

73  匿名 ¥200 

74  匿名 ¥200 

75  匿名 ¥200 

76  匿名 ¥200 

77  匿名 ¥200 

78  匿名 ¥100 

  总计 Total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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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7/Index table 127 

      

青海金裕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Qinghai Jinyu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刘建 ¥200 

2  杨睿 ¥200 

3  刘传荣 ¥200 

4  范建平 ¥200 

5  马林 ¥200 

6  吴猛 ¥200 

7  车英顺 ¥200 

8  罗宗周 ¥200 

9  梁磊 ¥200 

10  曹金国 ¥200 

11  余国祖 ¥200 

12  王博仟 ¥200 

13  李常英 ¥200 

14  尹洪军 ¥200 

15  黄加雄 ¥200 

16  华海丽 ¥200 

17  杨计庞 ¥200 

18  马红成 ¥200 

19  代小平 ¥200 

20  马兰花 ¥200 

21  喇海燕 ¥200 

22  范建平 ¥200 

23  张军 ¥200 

24  李新全 ¥200 

25  李海涛 ¥200 

26  乔军 ¥400 

27  胡红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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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西宁青英房地产 ¥1,000 

  总计 Total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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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28/Index table 128 

      

乌鲁木齐燕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Urumqi Yanbao Auto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家荣 ¥200 

2  安孝成 ¥60 

3  孙怡 ¥10 

4  孙怡 ¥100 

5  张牧之 ¥30 

6  鲁新生 ¥180 

7  郝勇新 ¥210 

8  杨新东 ¥150 

9  赵同明 ¥80 

10  高梅 ¥600 

11  董彩云 ¥330 

12  匿名 ¥300 

13  张丽玲（乌鲁木齐振业科技） ¥100 

14  爱心人士 ¥71 

15  邱锐 ¥500 

16  匿名 ¥80 

17  匿名 ¥10 

18  爱心人士何为 ¥10 

19  爱心人士 ¥30 

20  匿名 ¥30 

21  匿名 ¥150 

22  匿名 ¥150 

23  游黄 ¥300 

  总计 Total ¥3,681 
 

  



                                                                                                                                                              
 

342    
 

后表 129/Index table 129 

   
郑州宝莲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hengzhou Baolianxi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郑州宝莲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8,400 

2  秦子龙 ¥200 

2  刘东辉 ¥100 

  总计 Total ¥5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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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0/Index table 130 

      

深圳市宝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Baojun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林建宇 ¥500 

2  苏春雁 ¥100 

3  王奇 ¥100 

4  莫剑园 ¥100 

5  张荣富 ¥100 

6  周志坚 ¥100 

7  陈畅 ¥100 

8  欧惠娟 ¥100 

9  周建华 ¥100 

10  梁海盛 ¥100 

11  邓小明 ¥100 

12  赵高宏 ¥100 

13  尹海平 ¥100 

14  宋兴华 ¥55 

15  魏艳芳 ¥50 

16  彭英觉 ¥50 

17  曾铭坚 ¥50 

18  谈智 ¥50 

19  关文华 ¥50 

20  张少英 ¥31 

21  吴桐雷 ¥30 

22  刘志勇 ¥21 

23  毛明伟 ¥20 

24  管东源 ¥20 

25  郑鹏军 ¥20 

26  彭恒章 ¥20 

27  邹娅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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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万智慧 ¥20 

29  何文俊 ¥20 

30  罗丽凤 ¥20 

31  邓志文 ¥20 

32  谭业仙 ¥20 

33  蔡淑敏 ¥20 

34  李苗菁 ¥11 

35  杨红 ¥11 

36  曾子威 ¥10 

37  陈凤玲 ¥10 

38  徐雪峰 ¥10 

39  陈达强 ¥10 

40  梁佐益 ¥10 

41  舒文凯 ¥10 

42  钟志浩 ¥10 

43  李光伦 ¥10 

44  廖石先 ¥10 

45  张淦 ¥10 

46  曾威 ¥10 

47  莫丽萍 ¥10 

48  高小明 ¥10 

49  胡绮婷 ¥10 

50  林达 ¥10 

51  刘浩明 ¥10 

52  刘耀宁 ¥10 

53  袁浩宇 ¥10 

54  李凤婷 ¥10 

55  林耀强 ¥10 

56  陈敏仪 ¥10 

57  王佳豪 ¥10 

58  张远平 ¥10 

59  李胜男 ¥10 

60  李勇键 ¥10 

61  邱定扬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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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梁鼎璇 ¥5 

63  朱思群 ¥5 

64  徐奎春 ¥5 

65  林慧燕 ¥5 

66  林洪燕 ¥5 

67  罗会红 ¥5 

68  蔡年彬 ¥5 

69  梁嘉伟 ¥5 

70  徐海燕 ¥5 

71  谢浩成 ¥5 

72  吕志慧 ¥5 

73  黄玉容 ¥5 

74  闫硕 ¥5 

75  陈燕平 ¥5 

76  莫永贤 ¥5 

77  张国民 ¥5 

  总计 Total ¥2,6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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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1/Index table 131 

      

深圳宝源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Baoyuan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王腊苓 ¥5,500 

2  俞丽连 ¥6,100 

3  李芳 ¥300 

4  张春扬 ¥1,000 

5  冯辉 ¥500 

6  权晓媛 ¥500 

7  刘志高 ¥500 

8  林丽蓉 ¥1,000 

9  方卓远 ¥2,000 

10  李宁 ¥500 

11  庞文清 ¥300 

12  韩伟 ¥1,000 

13  赵凤仙 ¥300 

14  梁栋 ¥1,000 

15  陈美怡 ¥300 

16  蔡腾武 ¥500 

17  夏虹 ¥300 

18  陈华 ¥300 

19  马娟 ¥300 

20  费晓舟 ¥300 

21  王德举 ¥300 

22  董子展 ¥300 

23  田红梅 ¥300 

24  胡安春 ¥300 

25  李一峰 ¥300 

26  沈湘熙 ¥300 

27  孟庆龙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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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赵燕廷 ¥300 

29  黄仕行 ¥1,200 

30  张楚伟 ¥600 

31  郑青焕 ¥300 

32  李毓长 ¥2,400 

33  胡元江 ¥300 

34  王敏 ¥300 

35  余道义 ¥300 

36  吴志湘 ¥300 

37  佘容晖 ¥300 

38  叶幸东 ¥300 

39  曾凡龙 ¥300 

40  谭祥宇 ¥900 

41  田红梅 ¥300 

42  卫德清 ¥1,200 

43  卢德文 ¥1,500 

44  何庆国 ¥300 

45  刘舜 ¥1,200 

46  刘波 ¥300 

47  孙跃江 ¥1,200 

48  李娟 ¥600 

49  吴亚军 ¥3,000 

50  百合医疗 ¥300 

51  刘岸举 ¥600 

52  孟光辉 ¥300 

53  王德举 ¥600 

54  陈思斯 ¥600 

55  李旺 ¥1,200 

56  古文军 ¥1,000 

57  严锡晓 ¥1,000 

58  韦永祥 ¥1,000 

59  苏文力 ¥1,000 

60  董欣 ¥1,000 

61  杜青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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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王易方 ¥1,000 

63  周文华 ¥1,000 

64  吴乐恒 ¥2,000 

  总计 Total ¥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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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2/Index table 132 

      

深圳市昌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Chang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江守兵 ¥2,500 

2  卢秋明 ¥511 

3  刘庆杰 ¥175 

4  徐乐凤 ¥220 

5  陈子荣 ¥2,500 

6  黄生宏 ¥2,500 

7  陈志林 ¥300 

8  刘美清 ¥2,500 

9  孙槐泽 ¥2,500 

10  深圳市彩云天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2,500 

11  深圳市彩云天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2,500 

12  匡曙光 ¥500 

13  杨忠茂 ¥2,500 

14  黄生宏 ¥2,500 

15  肖春香 ¥2,500 

16  沈娟娟 ¥2,500 

17  房燕娟 ¥531 

18  刘勇 ¥500 

19  邓亚玉 ¥2,500 

20  刘敏芳 ¥586 

21  刘潮阳 ¥500 

22  张金运 ¥271 

23  肖胜宁 ¥2,500 

24  余承宾 ¥1,000 

25  吕伟然 ¥419 

26  钟智钧 ¥2,500 

27  郭娟娟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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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焯翰 ¥2,500 

29  陈汉泽 ¥2,500 

30  美高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500 

31  郑建军 ¥2,500 

32  杜芹 ¥2,500 

33  朱明珠 ¥2,500 

34  黄河 ¥1,000 

35  吴洪定 ¥2,500 

36  郑苏芹 ¥286 

37  陈慧 ¥200 

38  蒋菲 ¥300 

39  夏添 ¥1,000 

40  谢梅 ¥2,500 

41  向庆滨 ¥300 

42  徐钦松 ¥2,500 

43  李安怡 ¥300 

44  深圳市超康科技有限公司 CKSZ 沁诺 CLNNO 净水器 ¥200 

45  林小姐/深圳市浩之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00 

46  毛应壮 ¥300 

47  文雪兰 ¥300 

48  耿廷维 ¥2,500 

49  李天 ¥800 

50  林良生 ¥2,500 

51  陈小湃 ¥2,540 

52  周兴波 ¥2,500 

53  时宪雷 ¥247 

54  徐卫群 ¥500 

55  欧国华 ¥300 

56  陈家益 ¥300 

57  陈平 ¥300 

58  罗坤华 ¥300 

59  席慧君 ¥600 

60  崔莉男 ¥61 

61  陈远飞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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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野 ¥660 

63  周淑娟 ¥210 

64  肖敏 ¥251 

65  廖勇江 ¥162 

66  温朝武 ¥500 

67  邱方强 ¥300 

68  李化林 ¥200 

69  周炜程  ¥69 

70  王小燕 ¥1,000 

71  张文超 ¥2,500 

72  肖玉良 ¥300 

73  林裕强 ¥300 

74  吴运华 ¥200 

75  朱平娇 ¥1,000 

76  李伟开 ¥200 

77  高明 ¥2,500 

78  刘巧嫦 ¥2,500 

79  刘伟东 ¥500 

80  陈惠明 ¥800 

81  胡水平 ¥2,500 

82  张爱珍 ¥2,500 

83  黄少华 ¥300 

84  李德斌 ¥2,500 

85  王少娟 ¥300 

86  刘潮阳 ¥438 

87  江伟 ¥300 

88  邓婉容 ¥331 

89  朱安娜 ¥2,500 

90  马红英 ¥1,000 

91  李伟开 ¥634 

92  徐乐凤 ¥200 

93  蒋湖豪 ¥2,500 

94  周东 ¥200 

95  朱初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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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罗文聘 ¥2,500 

97  张秀芳 ¥100 

98  戴锦虎 ¥2,500 

99  叶强 ¥2,500 

100  陈少林 ¥200 

101  郑佳晓 ¥300 

102  朱清洪 ¥1,720 

103  周绍华 ¥300 

104  钟焕新 ¥2,500 

105  刘兴华 ¥200 

106  高明洁 ¥200 

107  谭定雄 ¥300 

108  樊军 ¥300 

109  陈岩 ¥300 

110  肖毅 ¥300 

111  彭梁鸿 ¥300 

112  李建良 ¥300 

113  梁明哲 ¥300 

114  陈哲 ¥300 

115  张建周 ¥300 

116  张建武 ¥300 

117  张建欣 ¥300 

118  陈毅鑫 ¥300 

119  张青华 ¥300 

120  曾庆峰 ¥300 

121  张强 ¥300 

122  向涌 ¥300 

123  邹宏 ¥300 

124  龙石金 ¥300 

125  郭建清 ¥300 

126  胡港宏 ¥300 

127  刘丹丹 ¥300 

128  孙跃江 ¥300 

129  苏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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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阁力 ¥300 

131  郭彤 ¥300 

132  黄雪辉 ¥300 

133  范智芳 ¥1,200 

134  吴水艳 ¥300 

135  王超 ¥300 

136  李永鑫 ¥300 

137  刘继东 ¥300 

138  李爱国 ¥900 

139  曾锡坤 ¥300 

140  曾锡坤 ¥900 

141  林立新 ¥300 

142  徐丹 ¥300 

143  古玉红 ¥2,500 

144  张之俊 ¥300 

145  张浩伟 ¥300 

146  王早生 ¥300 

147  景慎成 ¥300 

148  王薇 ¥2,500 

149  陈映玲 ¥2,500 

150  李琛 ¥2,500 

151  范文忠 ¥2,500 

152  岑英 ¥2,500 

153  林立坚 ¥2,500 

154  刘林军 ¥2,500 

155  刘易辰 ¥2,500 

156  胡润结 ¥2,500 

157  彭霞 ¥2,500 

158  付超日 ¥2,500 

159  陈晓华 ¥2,500 

160  郑春永 ¥2,500 

161  廖新云 ¥2,500 

162  曹新凤 ¥2,500 

163  潘自成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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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Total ¥18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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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3/Index table 133 

      

东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ongguan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张淑珍 ¥20 

2  钟亚娥 ¥200 

3  刘辉红 ¥50 

4  欧少华 ¥200 

5  莫辉峰 ¥100 

6  咸娴 ¥100 

7  刘丽霞 ¥200 

8  张银-何绍良 ¥300 

9  张丽丽 ¥500 

10  苏友意 ¥200 

11  何丽君 ¥100 

12  舒天雄 ¥100 

13  朱俊瀚 ¥200 

14  徐海 ¥200 

15  朱志林 ¥100 

16  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3,040 

17  唐显明 ¥200 

18  陈建强/陈建忠 ¥760 

19  郑记龙 ¥400 

20  陈长春 ¥100 

21  吴祖军 ¥300 

22  张帆 ¥760 

23  张晓 ¥760 

24  郑星基 ¥1,520 

25  李荣方 ¥800 

26  高水华 ¥380 

27  王承龙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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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吴华清 ¥760 

29  李权威 ¥1,520 

30  田俊贤 ¥1,520 

31  彭湃 ¥800 

32  王武 ¥400 

33  陈伟 ¥400 

34  谢建辉 ¥380 

35  邝伟瑜 ¥760 

36  李志良 ¥760 

37  张逸枫 ¥400 

38  冯殿来 ¥400 

39  东莞市合宝财务 ¥120 

  总计 Total ¥2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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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4/Index table 134 

      

东莞市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ongguan 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2012 BMW  杯国际高尔夫球赛东莞分站赛 ¥21,000 

2  傅立军 ¥700 

3  梁洁 ¥200 

4  吴成庚 ¥200 

5  李俊峰 ¥200 

6  谢雪英 ¥200 

7  温碧珍 ¥360 

8  钟建雄 ¥200 

9  曾清 ¥100 

10  李洪发 ¥200 

11  范新田 ¥200 

12  谭晓云 ¥100 

13  匿名 ¥100 

14  匿名 ¥200 

15  钟凤英 ¥300 

16  陈玉泉 ¥200 

17  匿名 ¥200 

18  朱忆梦 ¥200 

19  胡碧梅 ¥200 

20  梁植伟 ¥1,000 

21  唐雪梅 ¥300 

22  叶佐伟 ¥200 

23  卿志权 ¥200 

24  雷欣璋 ¥100 

25  黄细卿 ¥200 

26  易浩 ¥100 

27  陈吉堂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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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潘学刚 ¥200 

29  宁玉兰 ¥200 

30  刘涛 ¥40 

31  马永锋 ¥200 

32  王心芬 ¥200 

33  张声玲 ¥200 

34  周莉 ¥300 

35  唐惠容 ¥300 

36  王美妮 ¥300 

37  吴静敏 ¥100 

38  谭朝霞 ¥100 

39  杨倩 ¥18.80 

40  黄美芳 ¥100 

41  刘沛球 ¥300 

42  叶应培 ¥200 

43  蔡炳华 ¥200 

44  陈素芳 ¥200 

45  黄翕轩 ¥100 

46  刘涛 ¥200 

47  陈汉宁 ¥300 

48  郑琼 ¥200 

49  孙刚 ¥200 

50  王龙华 ¥200 

51  劳智丽 ¥200 

52  萧国艳 ¥100 

53  唐联妍 ¥40 

54  姜永林 ¥200 

55  郑宝山 ¥200 

56  游金清 ¥200 

57  阳再红 ¥100 

58  童远飞 ¥400 

59  何计华 ¥200 

60  王敏 ¥200 

61  钱庆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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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丁仲开 ¥200 

63  李小珍 ¥100 

64  官炳桂 ¥200 

65  王考生 ¥100 

66  谢细和 ¥200 

67  吴建男 ¥200 

68  鲁云桂 ¥50 

69  黎柏明 ¥300 

70  麦锡仲 ¥100 

71  何丽明 ¥200 

72  吴丽君 ¥50 

73  黄煜燊 ¥100 

74  龚正平 ¥365 

75  熊远锋 ¥200 

76  何凤娥 ¥200 

77  黄健 ¥100 

78  祁锦昌 ¥200 

79  郑碧只 ¥200 

80  朱仕兰 ¥200 

81  郭耀棠 ¥200 

82  黄平华 ¥200 

83  陈小妹 ¥200 

84  袁启明 ¥200 

85  黄照轩 ¥200 

86  张雅淳 ¥360 

87  林丹萍 ¥100 

88  俞裕巧 ¥200 

89  贺昌学 ¥100 

90  东莞市宇勤滤油设备有限公司 ¥200 

91  段慢平 ¥200 

92  严洪文 ¥500 

93  林森发 ¥200 

94  张水根 ¥200 

95  魏红垒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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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张少玲 ¥100 

97  沙绮思 ¥100 

98  秦耀荣 ¥100 

99  莫彩凤 ¥200 

100  王振双 ¥100 

101  蒋丽 ¥100 

102  安娟妹 ¥100 

103  孙伟贤 ¥200 

104  冷邑军 ¥500 

105  王华 ¥100 

106  东莞忠佑电子有限公司 ¥200 

107  黄淑霞 ¥200 

108  金晓玲 ¥200 

109  莫伟棠 ¥200 

110  李立 ¥200 

111  东莞市杰强电脑有限公司 ¥100 

112  江惠兰 ¥200 

113  何帜兄 ¥500 

114  叶茂堂 ¥200 

115  黄永康 ¥600 

116  黄旭章 ¥611 

117  罗伟鑫 ¥500 

118  黄康宁 ¥200 

119  罗幼鹏 ¥200 

120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100 

121  刘芳 ¥200 

122  李云萍 ¥240 

123  郑碧松 ¥200 

124  郑明泉 ¥500 

125  周要友 ¥200 

126  詹坤明 ¥400 

127  高钦红 ¥500 

128  杨永 ¥200 

129  赵自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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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欧征 ¥200 

131  邓建成 ¥360 

132  范春红 ¥220 

133  万正桥 ¥200 

134  李金凤 ¥40 

135  卿佳玲 ¥200 

136  黄玉婵 ¥50 

  总计 Total ¥50,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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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5/Index table 135 

      

惠州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uizhou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雄聚 ¥500 

2  郑爱群 ¥600 

3  叶东波 ¥200 

4  李红英 ¥500 

5  曾远 ¥100 

6  李映淖 ¥10 

7  张国强 ¥500 

8  江俊儀 ¥1,000 

9  匿名 ¥100 

10  黄凌宇 ¥600 

11  黄慰忠 ¥500 

12  黄舒钿 ¥80 

13  黄培森 ¥10 

14  苏霞 ¥38 

15  关惠兴 ¥100 

16  麦智 ¥100 

17  张中华 ¥500 

18  罗泓彬（李苏义） ¥300 

19  黄自当 ¥500 

20  李志伟 ¥100 

21  王焕连 ¥30 

22  张兰香 ¥400 

23  袁日亮 ¥200 

24  何翠芬 ¥500 

25  陈向荣 ¥100 

26  陈素梅 ¥100 

27  蔡询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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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嘉豪实业（何莲友） ¥100 

29  李铁柱 ¥200 

30  刘洁淼 ¥1,000 

31  杜兴伟 ¥200 

32  徐慧芳 ¥200 

33  黄林欢 ¥200 

34  温小为 ¥200 

35  王兴立 ¥200 

36  向秀英 ¥10 

37  张瑞华 ¥200 

38  张惠斌 ¥300 

39  刁振声 ¥200 

40  卢宇 ¥300 

  总计 Total ¥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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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6/Index table 136 

      

长沙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sha 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朱元英 ¥200 

2  邓红兵 ¥360 

3  禅意酒业(曾思玉) ¥500 

4  桂丹 ¥40 

5  谢蓉 ¥200 

6  李强 ¥200 

7  熊新辉 ¥200 

8  陈荣辉 ¥200 

9  常思敏 ¥50 

10  张文娟 ¥300 

11  王芬芬 ¥50 

12  罗喜春 ¥400 

13  萧树雄 ¥200 

14  倪小惠 ¥200 

15  陈小林 ¥200 

16  程杰 ¥200 

17  刘寒春 ¥200 

18  赵细贤 ¥200 

19  刘月平 ¥200 

20  罗远德 ¥200 

21  敖新苗 ¥200 

22  周义锋 ¥200 

23  李顺求 ¥200 

24  陈愈 ¥100 

25  章芳 ¥200 

26  隆素波 ¥300 

27  雷勤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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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胡志伟（岳阳鸿佑饲料） ¥200 

29  刘顺生 ¥1,000 

30  曹芬 ¥100 

31  邹兰萍 ¥40 

32  吴翔 ¥200 

33  罗志明 ¥400 

34  刘兴科 ¥400 

35  蒋家凤 ¥100 

36  周潋涛 ¥200 

37  周红 ¥200 

38  张林 ¥200 

39  王村望 ¥200 

40  刘珅珲 ¥200 

41  谢志平 ¥100 

42  杨乐 ¥200 

43  王立新 ¥200 

44  文汝 ¥400 

45  侯国平 ¥200 

46  严振志 ¥100 

47  欧阳红艳 ¥100 

48  张惠明 ¥200 

49  聂国清 ¥40 

50  王丽 ¥200 

51  刘群霞 ¥200 

52  汤金花 ¥100 

53  向小丽 ¥200 

54  胡小利 ¥100 

55  王瑜 ¥200 

56  易思思 ¥200 

57  王先进 ¥400 

58  黄新华 ¥200 

59  赖素珍 ¥300 

60  陈建椿 ¥200 

61  麻秀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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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佳 ¥300 

63  邓蓉 ¥40 

64  肖拥军 ¥100 

65  易朝霞 ¥200 

66  刘静杰 ¥200 

67  徐平 ¥200 

68  仇海霞 ¥200 

69  汪敬哲 ¥400 

70  游丹 ¥200 

71  汤潇星 ¥200 

72  刘俊李 ¥360 

73  张美珍 ¥400 

74  李红杉（车主汤红兵） ¥100 

75  谷祥猛 ¥300 

76  周芳 ¥200 

77  夏钟武 ¥200 

78  王蜜 ¥200 

79  崔羽 ¥100 

80  赵建玲 ¥200 

81  易平安 ¥200 

82  宋建良 ¥100 

83  吕新光 ¥200 

84  谭雄志 ¥200 

85  桂斌尧 ¥200 

86  张吉高 ¥200 

87  曾仲华 ¥50 

88  林立 ¥500 

89  刘志勇 ¥200 

90  陈树 ¥200 

91  周恕平 ¥200 

92  李昔荣 ¥200 

93  肖灿 ¥400 

94  陈其美 ¥200 

95  曹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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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文冬辉 ¥100 

97  庄莹 ¥100 

98  陈林 ¥300 

99  陈润胜 ¥300 

100  邓高礼 ¥300 

101  喻龄娇 ¥50 

102  禹璟筠 ¥100 

103  胡小兵 ¥300 

104  彭敏 ¥100 

105  丁利 ¥200 

106  欧晗 ¥200 

107  王斌 ¥200 

108  蒋智红 ¥100 

109  宋春 ¥100 

  总计 Total ¥2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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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7/Index table 137 

      

长沙宝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Changsha Bowyue Automotive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钊 ¥4,000 

2  沈忠伟 ¥3,300 

3  唐承亮 ¥200 

4  夏丽霞 ¥200 

5  李冰 ¥200 

6  美尚文化 ¥3,000 

7  颜斌 ¥200 

8  徐三明 ¥200 

9  谭欢 ¥500 

10  刘志勤 ¥200 

11  刘小英 ¥200 

12  许江德 ¥200 

13  何晶 ¥200 

14  刘文华 ¥200 

15  朱水源 ¥200 

16  刘志远 ¥200 

17  长沙魅力文 ¥200 

  总计 Total ¥13,400 
 

  



                                                                                                                                                              
 

369    
 

后表 138/Index table 138 

      

株洲市美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Meibaohang Automobile Sales and Servic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建亮 ¥100 

2  郭凌云 ¥100 

3  株洲三联铁路科贸有限公司 ¥200 

4  王志勇 ¥100 

5  汤玲 ¥100 

6  朱颜珍 ¥100 

7  纪智 ¥100 

8  卢敦七 ¥60 

9  湖南神通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 

10  粟伍平 ¥200 

11  王建 ¥100 

12  江界平 ¥500 

13  伍晓君 ¥200 

14  唐喜红 ¥200 

15  陈卫 ¥100 

16  许克宇 ¥200 

17  曾文高 ¥200 

18  康群利 ¥100 

19  邓葵媛 ¥100 

20  唐世平 ¥200 

21  曾俊 ¥100 

22  汪君华 ¥100 

23  刘冬开 ¥100 

24  彭利红 ¥100 

25  周志勇 ¥100 

26  何卫北 ¥200 

27  蒋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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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彩华 ¥100 

29  孙克顺 ¥100 

30  陈刃 ¥60 

31  胡正 ¥100 

32  廖乐云 ¥100 

33  肖峰 ¥76 

34  瞿洪强 ¥200 

35  袁建武 ¥100 

36  凌金清 ¥100 

37  尹军平 ¥50 

38  王澎 ¥100 

39  欧阳庆 ¥200 

40  傅文烽 ¥200 

41  曾宏 ¥100 

42  黄志鹏 ¥50 

43  马媛媛 ¥100 

44  郭振军 ¥50 

45  文义军 ¥200 

46  李春花 ¥21 

47  李正林 ¥100 

48  吴璟 ¥233 

49  刘小军 ¥100 

50  刘志希 ¥200 

51  胡三贵 ¥200 

52  言金科 ¥100 

53  易长庚 ¥100 

54  高伟生 ¥500 

55  罗华 ¥200 

56  旷莎 ¥100 

57  邝威铮 ¥88 

58  胡勇晴 ¥200 

59  袁洋华 ¥200 

60  陈俞希 ¥500 

61  莫洲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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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易海军 ¥5 

63  何登辉 ¥80 

64  文丰 ¥100 

65  易永平 ¥100 

66  何晓波 ¥100 

67  匡景详 ¥200 

68  赵铁跃 ¥100 

69  戴鑫 ¥200 

70  胡巧秀 ¥100 

  总计 Total ¥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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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39/Index table 139 

      

郴州瑞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enzhou Rui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郴州瑞宝 ¥19,000 

  总计 Total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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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0/Index table 140 

      

南昌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anchang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熊平华 ¥200 

2  吴霞 ¥200 

3  刘熠铭 ¥200 

4  刘建英 ¥200 

5  刘小英 ¥200 

6  周银娥 ¥40 

7  万绍辉 ¥200 

8  刘军利 ¥100 

9  唐集兵 ¥70 

10  郭淑平 ¥200 

11  陶勇 ¥200 

12  李开荣 ¥100 

13  李晓东 ¥1,000 

14  付君 ¥1,000 

15  罗贤涛 ¥200 

  总计 Total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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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1/Index table 141 

      

上饶市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Shangrao Baoze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殷汉林 ¥100 

2  叶晓军 ¥200 

3  陈巧英 ¥200 

4  范丽琴 ¥200 

5  潘秀梅 ¥100 

6  潘福 ¥200 

7  官翠红 ¥200 

  总计 Total ¥1,200 
 

  



                                                                                                                                                              
 

375    
 

后表 142/Index table 142 

      

南宁中达桂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Nanning Summit Guibao Motor Servic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农艺坚 ¥200 

2  王华良 ¥500 

3  胡园园 ¥200 

4  何雄 ¥200 

5  潘亮，赵娜 ¥200 

6  黄劲豪 ¥200 

7  莫鸿魁 ¥400 

8  潘晶晶 ¥200 

9  韦启平 ¥200 

10  覃伟东 ¥200 

11  许力 ¥300 

12  梁宪华 ¥200 

13  刘波 ¥360 

14  陈荣荣 ¥200 

15  农治军 ¥300 

16  冯保平 ¥300 

17  吕东晓 ¥30 

18  梁海明 ¥200 

19  刘堃华 ¥330 

20  陈建国 ¥20 

21  刘莹 ¥300 

22  庞健 ¥300 

23  李济瑜 ¥130 

24  才华 ¥200 

25  陈兴球 ¥600 

26  洪建全 ¥200 

27  陈丽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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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海鹏 ¥300 

29  许周文 ¥30 

30  黄培城 ¥30 

31  宁雄艳 ¥200 

32  郑福江 ¥60 

33  覃永桃 ¥200 

34  蒋居安 ¥150 

35  殷国华 ¥30 

36  蒋居安 ¥300 

37  黎坚彬 ¥550 

38  林奕宏 ¥80 

39  黄斯琴 ¥200 

40  雷芸 ¥150 

41  孔令东 ¥300 

42  赵瑞英 ¥150 

43  廖杰萍 ¥500 

44  梁艺平 ¥30 

45  刘水河 ¥200 

46  蒋海勇 ¥190 

47  梁樱 ¥200 

48  朱艳芳 ¥150 

49  杨高波 ¥360 

50  覃绍辉 ¥200 

51  王涛 ¥430 

52  李亮 ¥300 

53  周永鹏 ¥200 

54  唐晓 ¥300 

55  李佳 ¥300 

56  李伟宁，吴永莉 ¥150 

57  廖辉 ¥200 

58  文馨 ¥300 

59  李炳南 ¥150 

60  陈智慧 ¥300 

61  梁江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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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周彩琼 ¥200 

63  钟肇悦 ¥200 

64  洪绍庆 ¥300 

65  黄丽雅 ¥100 

66  陈青 ¥200 

67  饶赣雄 ¥200 

68  谭道新 ¥150 

69  杨丽云 ¥200 

70  杨兑峰 ¥500 

71  甘剑标 ¥100 

72  张颖 ¥550 

73  赵芳 ¥222 

74  叶培添 ¥30 

75  胡维羝 ¥60 

76  张红梅 ¥150 

77  江庆区 ¥60 

78  叶晓琴 ¥60 

79  吴卫廉 ¥30 

80  刘斯起 ¥30 

81  曾文振 ¥30 

82  喻少华 ¥30 

83  陆春 ¥200 

84  覃良光 ¥100 

85  邓伟 ¥250 

86  周光 ¥150 

87  李南 ¥200 

88  李柄南 ¥100 

89  朱莹 ¥300 

90  杨振松 ¥50 

91  邓志城 ¥200 

92  陈旭 ¥200 

93  全小强 ¥200 

94  董锶遥 ¥90 

95  郑佩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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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刘琪 ¥200 

97  阙之和 ¥200 

98  许宜丹 ¥200 

99  彭林欣 ¥200 

100  杨逸东 ¥100 

101  凌晖波 ¥400 

102  黎坚彬 ¥210 

103  李彩金 ¥200 

104  陈康平 ¥200 

105  叶秋成 ¥200 

106  甘健 ¥200 

107  陈金塔 ¥800 

108  梁茜 ¥300 

109  田秀欣 ¥200 

110  杨红月 ¥300 

111  黄海波 ¥200 

112  韦焕桃 ¥200 

113  王芳 ¥200 

114  杨理瑞 ¥300 

115  申辉辉 ¥200 

116  高天 ¥200 

117  蒋海斌 ¥10 

118  杨奕潇 ¥300 

119  吴金珍 ¥200 

120  陈俊任 ¥300 

121  欧新梅 ¥300 

122  徐刚 ¥300 

123  梁明 ¥800 

124  韦寿强 ¥300 

125  庞冬矗 ¥30 

126  赵莉群，黄曦 ¥200 

127  吴一丹 ¥400 

128  李萍 ¥1,000 

129  唐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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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柳建生 ¥200 

131  黄勇智 ¥230 

132  潘谊 ¥300 

133  王英海 ¥200 

134  王英海 ¥200 

135  何伟 ¥200 

136  熊小铭 ¥100 

137  陈峻 ¥800 

138  魏勇 ¥200 

139  覃子豪 ¥200 

140  林双 ¥200 

141  赵积德 ¥200 

142  陶柳青 ¥1,500 

143  何文芳 ¥60 

144  韦彦婷 ¥200 

145  刘威 ¥200 

146  庞忠莲 ¥200 

147  刘伟 ¥598 

148  李玉川 ¥200 

149  雷艺清 ¥400 

150  吴琦 ¥350 

151  刘展佑 ¥200 

152  黄战勇 ¥400 

153  张小兵 ¥200 

154  蒋辉艳 ¥798 

155  王冠杰 ¥200 

156  农艳芳 ¥300 

157  梁平 ¥150 

158  宋永旦 ¥300 

159  黄璐 ¥396 

160  田彩仁 ¥200 

161  兰江萍 ¥200 

162  梁雪兰 ¥200 

163  张红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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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万兵飞 ¥50 

165  范世用 ¥200 

166  梁琛悦 ¥200 

167  蓝宁 ¥300 

168  张坚 ¥200 

169  农燕秋 ¥360 

170  张玲 ¥550 

171  谢明菊 ¥300 

172  李鸿 ¥200 

173  郝德新 ¥200 

174  陈君 ¥50 

175  黄怀良 ¥200 

176  钟明英 ¥200 

177  黎坚彬 ¥200 

178  赵小红 ¥200 

179  张涛 ¥50 

180  庞素芬 吕刚 ¥200 

181  肖岗 ¥180 

182  唐尚福 ¥300 

183  何晓辉 ¥200 

184  李瑶 ¥200 

185  侯敏 ¥200 

186  林有强 ¥600 

187  向前 ¥200 

188  莫示尔 ¥200 

189  蓝梅珍 ¥300 

190  肖艳军 ¥200 

191  张立鹏 ¥200 

192  胡春雷 ¥150 

193  李卉 ¥200 

194  黄秀娥 ¥200 

195  沈捷 ¥200 

196  黄炳华 ¥150 

197  庞冬矗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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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千京玉 ¥200 

199  吴宜聪 ¥300 

200  广西弘升 ¥200 

201  文斯翰，文铭 ¥200 

202  杨翠柳 ¥200 

203  陈和 ¥200 

204  梁伟 ¥200 

205  王万福 ¥600 

206  蓝建光 ¥200 

207  黄德光 ¥300 

208  时建卫 ¥200 

209  卢恒 ¥50 

210  黄飞，黄惠华 ¥498 

211  张国桢 ¥300 

212  袁念政 ¥300 

213  严焕和 ¥200 

214  泰邦兄弟高尔夫球队 ¥8,100 

215  陈东 ¥300 

216  陈绍梁 ¥300 

217  陈勇 ¥300 

218  仇红斌 ¥300 

219  邓钦宁 ¥300 

220  范正义 ¥300 

221  何梦碧 ¥300 

222  何先生 ¥300 

223  胡建民 ¥300 

224  黄海波 ¥300 

225  黄豪祥 ¥300 

226  黄俊华 ¥300 

227  黄善洪 ¥300 

228  黄建兴 ¥300 

229  蒋琪 ¥300 

230  李雪光 ¥300 

231  李运年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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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梁汗吉 ¥300 

233  梁洪南 ¥300 

234  梁华 ¥300 

235  李杨 ¥300 

236  江山 ¥300 

237  李慰民 ¥300 

238  李晓洲 ¥300 

239  梁建国 ¥300 

240  廖军荣 ¥4 

241  林健 ¥300 

242  刘东伟 ¥300 

243  刘国宝 ¥300 

244  刘翔 ¥300 

245  卢春 ¥300 

246  吕龙伟 ¥300 

247  蒙贵愫 ¥300 

248  莫石子 ¥300 

249  宁国浩 ¥300 

250  潘汉文 ¥300 

251  庞朝辉 ¥300 

252  彭思奇 ¥300 

253  邱宗武 ¥300 

254  石辉 ¥300 

255  石云顺 ¥300 

256  宋成娟 ¥300 

257  孙捷 ¥300 

258  谭亮生 ¥300 

259  万文星 ¥300 

260  王光 ¥300 

261  韦钰宁 ¥300 

262  温贤武 ¥300 

263  巫莉 ¥300 

264  杨悦 ¥300 

265  吴卿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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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吴水良 ¥300 

267  谢已战 ¥300 

268  谢明 ¥300 

269  熊颜芳 ¥300 

270  薛井生 ¥300 

271  于飞 ¥300 

272  张兰虎 ¥300 

273  张露佩 ¥300 

274  张如君 ¥300 

275  张卫华 ¥300 

276  张雁 ¥300 

277  赵英杰 ¥300 

278  郑炜 ¥300 

279  郑耀勇 ¥300 

280  周伟民 ¥300 

281  周正平 ¥300 

282  朱佩都 ¥300 

283  朱晓科 ¥300 

284  匿名 ¥1,000 

  总计 Total ¥8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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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3/Index table 143 

      

柳州市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Liuzhou Yu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白杰 ¥400 

2  刘先生 ¥40 

3  吴革松 ¥400 

4  潘启干 ¥180 

5  刘芳舟 ¥40 

6  匿名 ¥10 

7  匿名 ¥20 

8  韦美兵 ¥780 

9  杨继成 ¥40 

10  覃敏君 ¥100 

11  李家仁 ¥200 

12  梁云 ¥790 

13  龙勇忠 ¥50 

14  李日华 ¥100 

15  唐有忠 ¥50 

16  蔡星元 ¥200 

17  刘涛 ¥20 

18  李淑芬 ¥50 

19  付爱华  ¥100 

20  胡春霞   ¥100 

21  梁海 ¥20 

22  周平 ¥100 

23  宁先生 ¥100 

24  谭如潮 ¥20 

25  郑雷 ¥19 

26  潘辉 ¥50 

27  吴彦均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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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思绮 ¥20 

29  郭志寿 ¥700 

30  曾毅 ¥100 

31  栗玉彦 ¥100 

32  姜承业 ¥100 

33  石小兰 ¥100 

34  雷炳思 ¥100 

35  于斌 ¥100 

36  李倩玉 ¥100 

37  欧胜勇 ¥180 

  总计 Total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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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4/Index table 144 

      

厦门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Xiamen Zhongbao Auto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洪和平 ¥150 

2  翁柳红 ¥200 

3  郭达伟 ¥200 

4  黄越河 ¥200 

5  林自力 ¥100 

6  张文振 ¥300 

7  瞿海林 ¥500 

8  李俊 ¥100 

9  杨立勇 ¥20 

10  谭小红 ¥50 

11  王隆夕 ¥200 

12  陈振勇 ¥360 

13  陈德成 ¥200 

14  黄建德 ¥200 

15  苏玉萍 ¥200 

16  魏增良 ¥200 

17  摄菲 ¥20 

18  沈本银 ¥100 

19  周修金 ¥200 

20  钟福金 ¥100,000 

21  林朝东 ¥40,000 

22  龚诗富 ¥5,880 

23  林恒舟 ¥100 

24  张芸 ¥200 

25  李曦雯 ¥200 

26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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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黄丽洁 ¥200 

28  郭丽萍 ¥50 

29  张雪蓉 ¥200 

30  厦门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2,000 

31  贾淳钦 ¥1,000 

32  厦门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631 

  总计 Total ¥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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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5/Index table 145 

      

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Xiamen Sindeco T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00 

2  匿名 ¥100 

3  匿名 ¥110 

4  匿名 ¥300 

  总计 Total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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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6/Index table 146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Quanzhou Fu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郑劲松 ¥500 

2  林型海 ¥300 

3  李金俊 ¥500 

4  吴桂鸿 ¥100 

5  陈守昌 ¥200 

6  吴幼梅 ¥1,000 

7  郑新发 ¥200 

8  王剑辉 ¥200 

9  林金挺 ¥200 

10  包新农 ¥400 

11  苏哲铭 ¥200 

12  张成火 ¥200 

13  林志毅 ¥200 

14  陈丽华 ¥400 

15  王锦华 ¥200 

16  黄小婷 ¥200 

17  吴晓明 ¥200 

18  长乐吉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600 

19  林建提 ¥500 

20  王永嘉 ¥1,000 

21  林素梅 ¥200 

22  蔡期兴 ¥1,000 

23  卢文榜 ¥360 

24  田辉 ¥1,000 

25  洪文德 ¥300 

26  陈守章 ¥200 

27  李春益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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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晓晖 ¥200 

29  赖锦锋 ¥200 

30  胡美珍 ¥500 

31  马玉静 ¥400 

32  曾志民 ¥200 

33  陈剑雄 ¥200 

34  长乐吉祥 ¥200 

35  黄龙华 ¥200 

36  蔡幼润（苏棋烽） ¥200 

37  王健康 ¥200 

38  郭伟锋 ¥200 

39  刘清丽（傅金钟） ¥200 

40  施魏岱 ¥200 

41  张志明（李振仕） ¥200 

42  卜玉胜 ¥200 

43  苏明通 ¥200 

44  尤福来 ¥200 

45  吴铠鑫 ¥100 

46  李清云 ¥1,300 

47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900 

48  林强 ¥300 

49  吴家温 ¥300 

50  杜晓莉/杜武里 ¥500 

51  杨山河 ¥500 

52  张木法 ¥500 

53  杨金星 ¥500 

54  蔡海宗 ¥50 

55  吴黎明 ¥300 

56  郑建元 ¥200 

57  许文来 ¥300 

58  王松青 ¥300 

59  陈滢 ¥300 

60  尤东洋 ¥800 

61  黄伟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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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朱双凤 ¥300 

63  张春晖 ¥300 

64  林平 ¥3,000 

65  陈德强 ¥200 

66  李华城（吴天赐） ¥300 

67  曾丽青 ¥500 

68  吴卿芳 ¥300 

69  杨丹蓉 ¥500 

70  张福亮 ¥100 

71  黄幸福 ¥300 

72  杨英美 ¥300 

73  孙晓华 ¥300 

74  王建设 ¥500 

75  许碧玉 ¥300 

76  丁晓园 ¥100 

77  陈雅雅 ¥500 

78  林达新 ¥200 

79  张幼兰 ¥360 

80  吴培钦 ¥200 

81  泉州大昌纸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00 

82  王少宏 ¥500 

83  许耀恒 ¥100 

84  林毓卿 ¥500 

85  王清德 ¥300 

86  陈莉娜/陈鸿 ¥100 

87  肖明桃 ¥300 

88  庄柑治 ¥200 

89  吴超群 ¥500 

90  王荣取 ¥500 

91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 

92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0 

93  泉州福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00 

94  陈活寅 ¥500 

95  曾聪山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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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杨进忠 ¥300 

97  吴添伟 ¥300 

98  王阿乙 ¥400 

99  郑双梅 ¥500 

100  黄春辉 ¥500 

101  陈良恩 ¥300 

102  苏连生 ¥300 

103  杜晓峰 ¥500 

104  周天志 ¥500 

105  林锦钟 ¥300 

106  蒋惠评 ¥300 

107  李雅诗 ¥100 

108  陈武 ¥200 

109  郭霞珍 ¥500 

110  谢友松 ¥200 

111  郭凤辉 ¥300 

112  郭晋 ¥100 

113  张贻任 ¥300 

114  张煌飞 ¥100 

  总计 Total ¥4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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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7/Index table 147 

      

泉州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Quanzhou Jin-Bao Auto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泉州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910 

  总计 Total ¥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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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8/Index table 148 

      

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Fuzhou Zhong 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林益利 ¥200 

2  林洲 ¥200 

3  陈美云 ¥500 

4  陈华 ¥200 

5  王晓娟 ¥200 

6  张碧榕 ¥200 

7  魏碧云 ¥200 

8  郑秀英 ¥200 

9  王甦冰 ¥600 

10  匿名 ¥200 

11  匿名 ¥200 

12  匿名 ¥200 

13  陈明渠 ¥200 

14  洪群青 ¥200 

15  赵美希 ¥200 

16  曾台盛 ¥500 

17  陈淇 ¥200 

18  俞 ¥300 

19  匿名 ¥200 

20  匿名 ¥200 

21  吴能霖 ¥200 

22  郑清 ¥100 

23  林小玲 ¥200 

24  林锦娟 ¥200 

25  周剑锋 ¥200 

26  郑真 ¥200 

27  吴艳献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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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强 ¥300 

29  匿名 ¥200 

30  陈岚 ¥200 

31  黄燕玉 ¥200 

32  林禅 ¥200 

33  徐永南 ¥200 

34  王贤宾 ¥200 

35  李晓玉 ¥200 

36  林俊英 ¥100 

37  匿名 ¥200 

38  匿名 ¥200 

39  匿名 ¥200 

40  匿名 ¥300 

41  薛学杰 ¥300 

42  林信思 ¥200 

43  邱华高 ¥360 

44  谢媛 ¥200 

45  林峰 ¥200 

46  金有林 ¥200 

47  孙金婷 ¥200 

48  蔡家铿 ¥200 

49  程军红 ¥200 

50  薛来雄 ¥200 

51  博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200 

52  叶贤斌 ¥200 

53  郑瑞玉 ¥200 

54  许程 ¥200 

55  陈美玉 ¥200 

56  高清爱 ¥200 

57  汤晶晶 ¥200 

58  林淑英 ¥200 

59  高居申 ¥200 

60  匿名 ¥300 

61  匿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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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房萍 ¥200 

63  张华钦 ¥200 

64  翁瑞林 ¥300 

65  林文嶂 ¥200 

66  林明东 ¥400 

67  陈巍巍 ¥200 

68  陈丹 ¥200 

69  蒋祖斌 ¥200 

70  林佳  ¥200 

71  彭更 ¥200 

72  匿名 ¥200 

73  林榕臣 ¥300 

74  陈展榕 ¥200 

75  匿名 ¥200 

76  雷春娟 ¥200 

77  许剑淋 ¥200 

78  匿名 ¥1,000 

79  徐展 ¥200 

80  杨与金 ¥200 

81  何清伟 ¥360 

82  林龙生 ¥200 

83  何华珠 ¥200 

84  卓石健 ¥200 

85  郑凤 ¥200 

86  匿名 ¥200 

87  冯卿生 ¥200 

88  郑碧渝 ¥500 

89  吴一磊 ¥200 

90  李甫 ¥200 

91  张章宏 ¥360 

92  陈国祥 ¥200 

93  黄华莺 ¥200 

94  王桂平 ¥200 

95  余节堂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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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林巧英 ¥300 

97  廖威 ¥200 

98  陈晶 ¥200 

99  林文波 ¥200 

100  陈勤 ¥200 

101  匿名 ¥500 

102  林燕 ¥200 

103  薛秀明 ¥300 

104  匿名 ¥200 

105  翁金春 ¥200 

106  何杰 ¥200 

107  詹频建 ¥200 

108  欧启伟  ¥360 

109  林灯 ¥200 

110  林雯 ¥200 

111  马红叶 ¥200 

112  林秀芳 ¥200 

113  黄虬生 ¥200 

114  陈明荣 ¥200 

115  吴葳 ¥200 

116  王兴木 ¥400 

117  林莲玉 ¥200 

118  郭艳金 ¥300 

119  林传强 ¥200 

120  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400 

  总计 Total ¥3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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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49/Index table 149 

      

龙岩中宝汽车有限公司 

Longyan Zhongbao Auto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连稚亮 ¥500 

2  陈培荣 ¥10 

3  王文珠 ¥200 

4  胡益通 ¥300 

5  郑小斌 ¥200 

6  李文生 ¥40 

7  吴智娟 ¥100 

8  张秀娘 ¥100 

9  林水长 ¥200 

10  叶岩芳 ¥200 

11  傅成钢 ¥200 

12  曹仁妹 ¥200 

13  黎春红 ¥200 

14  杨文杰 ¥200 

15  林婕 ¥50 

16  倪华明 ¥100 

17  李小梅 ¥100 

18  陈铭 ¥200 

19  吴沾浩 ¥100 

20  陈洪 ¥200 

21  兰丁华 ¥100 

22  胡彤 ¥200 

23  游宣招 ¥100 

24  张志勇 ¥100 

25  周达龙 ¥200 

26  刘丽云 ¥300 

27  俞志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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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方建军 ¥200 

29  詹婷婷 ¥200 

30  邱卫光 ¥200 

  总计 Total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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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0/Index table 150 

      

宁德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ingde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章铨 ¥200 

2  刘平容 ¥500 

3  林范清 ¥200 

4  卢丽娜 ¥200 

5  梁伟 ¥500 

6  林建平 ¥500 

7  黄星松 ¥300 

8  王亮亮 ¥500 

9  杨旺章 ¥500 

10  郑炜炜 ¥200 

11  陈君瑞 ¥500 

12  黄静美 ¥800 

13  陈伟 ¥300 

14  李惠珠 ¥200 

15  吴立媚 ¥200 

16  蔡伶枝 ¥200 

17  马伟伟 ¥200 

18  易会德 ¥1,000 

19  黄翠桂 ¥500 

20  李东桂 ¥300 

21  左丽英 ¥200 

22  杨作容 ¥200 

23  黄先梓 ¥100 

24  马桂林 ¥360 

25  谢建秀 ¥400 

26  张阿宁 ¥500 

27  魏晓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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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红 ¥200 

29  华祥冶金备件有限公司 ¥600 

30  林庆昌 ¥200 

31  刘通 ¥600 

32  勘胜贸易 ¥500 

33  卢香芳 ¥200 

34  姚智生 ¥200 

35  陈序均 ¥100 

36  朱顺 ¥200 

37  陈敏琼 ¥100 

38  黄品龄 ¥100 

39  刘章干 ¥300 

40  宁德中宝 ¥3,460 

  总计 Total ¥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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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1/Index table 151 

      

漳州市中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Zhangzhou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蔡跃辉 ¥800 

2  郑丽芳 ¥200 

3  林云峰 ¥200 

4  黄耿镇 ¥400 

5  蔡茜琳 ¥200 

6  陈玉如 ¥100 

7  黄旺金 ¥1,000 

8  林文泽 ¥200 

9  蔡荣围 ¥200 

10  汪港平 ¥200 

11  郭文鹏 ¥200 

12  黄钦轼 ¥200 

13  李捷 ¥400 

14  王军 ¥200 

15  陈美英 ¥200 

16  林建飞 ¥400 

17  王能祥 ¥200 

18  陈水金 ¥200 

19  连智清 ¥400 

20  吴俊勇 ¥200 

21  许明遮 ¥200 

22  卢秀云 ¥1,000 

23  黄碧蓉 ¥200 

24  连荣东 ¥200 

25  陈永服 ¥200 

26  陈赠元 ¥100 

27  赖玉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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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建生 ¥200 

29  薛立帅 ¥50 

30  肖伟 ¥800 

31  蒋杨伟 ¥1,000 

32  郑敏强 ¥500 

33  邱鼎强 ¥400 

34  王伟胜 ¥100 

35  胡智明 ¥200 

36  唐东叶 ¥400 

37  游国庆 ¥200 

38  柯美华 ¥200 

39  蔡进忠 ¥200 

40  严辉跃 ¥200 

41  林银河 ¥600 

42  陈作兴 ¥500 

43  曾庆仑 ¥600 

44  黄亚平 ¥600 

45  曾淑芬 ¥200 

46  陈晓玲 ¥360 

47  林舒宛 ¥1,000 

48  欧开成 ¥200 

49  罗锦华 ¥200 

50  肖艺兰 ¥200 

51  何佳文 ¥200 

52  吴万泉 ¥200 

53  林丽娟 ¥200 

54  黄勇标 ¥500 

55  严斌 ¥600 

56  洪晓斌 ¥400 

57  沈玲娜 ¥200 

58  蔡通宝 ¥800 

59  林炜斌 ¥1,000 

60  苏志鸿 ¥200 

61  杨少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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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郑玉叶 ¥200 

63  林港辉 ¥200 

64  苏小青 ¥200 

65  陈淑惠 ¥200 

66  刘银河 ¥200 

67  沈玲娜 ¥200 

68  陈育贵 ¥200 

69  张风金 ¥600 

70  林秀红 ¥200 

71  蔡钊瑞 ¥200 

72  吴啊林 ¥300 

  总计 Total ¥2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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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2/Index table 152 

      

深圳市宝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Bow Chuang Vehicle Trading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李焕群 ¥7,000 

2  白丽 ¥8,000 

3  乔真贞/林怡均 ¥200 

4  濮龙华 ¥1,000 

5  李瑞文 ¥200 

6  刘代和 ¥800 

7  张日雄 ¥1,000 

8  吴葵 ¥500 

9  宋丽娟 ¥500 

10  董镇川 ¥500 

11  舒文艳 ¥200 

12  万莹 ¥200 

13  贾芳 ¥200 

14  邱浩彬 ¥500 

15  钟思霞 ¥500 

16  洪玉英 ¥5,000 

17  熊艳丽 ¥200 

18  李本勇 ¥20 

19  郑海军 ¥500 

20  吴烈钦 ¥30 

21  陈桂炎 ¥500 

22  孙恩 ¥9,999 

23  黄远华 ¥9,999 

24  郭碧足 ¥200 

25  冯津 ¥500 

26  李馥琳 ¥200 

27  庄汉镇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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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建平 ¥500 

29  李磊 ¥100 

30  王颖 ¥500 

31  陈颖/丁湘如 ¥2,600 

32  汤萍 ¥500 

33  夏莹 ¥500 

34  吴宝玉 ¥300 

35  叶颖然 ¥500 

36  黎明 ¥500 

37  莫琳 ¥500 

38  徐小杰 ¥200 

39  闵薏轩 ¥500 

40  林肖燕 ¥500 

41  丁波 ¥500 

42  陈耀辉 ¥200 

43  刘晓渔 ¥200 

44  费菲 ¥200 

45  谈典雅 ¥200 

46  徐励 ¥200 

47  刘咸佳、薛学键 ¥400 

48  王嘉洁 ¥200 

49  张昇荣 ¥200 

50  黄华英 ¥5 

51  陈晖 ¥18.50 

52  刘文锋 ¥20 

53  吴海伦 ¥100 

54  江育仁 ¥200 

55  陈振龙 ¥100 

56  李清龙 ¥100 

57  杨扬 ¥101 

58  吴金榜 ¥100 

59  何玉昌 ¥100 

60  钟汉宁 ¥800 

61  张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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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杰明 ¥100 

63  戴军 ¥50 

64  张志武 ¥500 

65  张丽英 ¥100 

  总计 Total ¥74,9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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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3/Index table 153 

      

深圳市宝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 

Shenzhen Bow Chuang Vehicle Trading Co., Ltd--Nanshan Branch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严萍 ¥50 

2  邓碧华 ¥200 

3  龙吉芳 ¥200 

4  王可兵 ¥1,000 

5  赵向东 ¥10 

6  戎玉旋 ¥1,000 

7  周晓玲 ¥1,000 

8  赖婵娟 ¥100 

9  黄尚斌 ¥200 

10  李英 ¥500 

11  徐金忠 ¥100 

12  许茹 ¥320 

13  蒲颖 ¥330 

14  金阿胜 ¥300 

15  刘星 ¥1,000 

16  汪传庆 ¥8,000 

17  吴武强 ¥200 

18  伍晓明 ¥300 

19  周波 ¥200 

20  李明 ¥1,000 

21  张妍妍 ¥320 

22  许海丹 ¥300 

23  王晓岚 ¥500 

24  席长胜 ¥200 

25  陈灿权 ¥350 

26  徐凤君 ¥100 

27  涂银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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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董建忠 ¥500 

29  洗碧玉 ¥8,000 

30  童旻雯 ¥500 

31  深圳市自在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500 

32  冼碧玉 ¥2,000 

33  杨志荣 ¥325 

34  李昱泽 ¥800 

35  何小锋 ¥325 

36  张锦 ¥300 

37  刘煜旻 ¥200 

38  郑学斌 ¥200 

39  许一影 ¥500 

40  黄伟东 ¥200 

41  韩璐 ¥500 

42  马超梨 ¥200 

43  张炜 ¥320 

44  杨文 ¥500 

45  王文华 ¥200 

46  陈伟彬 ¥200 

47  张汝金 ¥200 

48  罗岳辉 ¥200 

49  宫雪冬 ¥200 

50  王来西 ¥500 

51  刘乙颖 ¥300 

52  储敏 ¥500 

53  黄金梅 ¥300 

54  王海芸 ¥200 

55  黄德桥 ¥9,999 

56  刘世军 ¥10,000 

57  倪晓 ¥9,999 

58  侯文建 ¥100 

59  许森德 ¥100 

60  陈文明 ¥100 

61  陈文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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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韦珍 ¥10 

63  黄正权 ¥300 

64  朱女士 ¥200 

65  陈少玲 ¥200 

66  刘瑶 ¥200 

  总计 Total ¥6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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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4/Index table 154 

      

汕头市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Shantou Bow 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郑良群 ¥33 

2  王秋阳 ¥33 

3  罗锦城 ¥33 

4  郑一丹 ¥33 

5  匿名 ¥100 

6  余少群  ¥33 

7  张伟佳 ¥33 

8  陈伟潮 ¥50 

9  黄少凡 ¥100 

10  陈壮斌 ¥200 

11  马泽彪 ¥200 

12  欧明德 ¥333 

13  匿名 ¥680 

14  匿名 ¥680 

15  林东顺 ¥680 

16  庄仕展 ¥680 

17  姚达贤 ¥680 

18  匿名 ¥200 

19  蔡少玲 ¥61 

20  李燕惠 ¥33 

21  林丹纯 ¥33 

22  廖狄坚 ¥220 

23  沈先生 ¥61 

24  蔡泓珏 ¥300 

25  欧明德 ¥1,080 

26  陈益鑫 ¥2,200 

27  黄小聪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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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邓标 ¥100 

29  纪明荣 ¥61 

30  蔡汉群 ¥40 

31  陈婵英 ¥60 

32  陈培炎 ¥40 

33  陈淑芬 ¥40 

34  陈先生 ¥20 

35  陈益舜 ¥100 

36  陈月芝 ¥40 

37  葛幼平 ¥80 

38  黄辉 ¥40 

39  黄静音 ¥60 

40  黄来顺 ¥40 

41  黄小聪 ¥100 

42  纪明荣 ¥60 

43  江喜 ¥40 

44  康健萍 ¥40 

45  李瑞贤 ¥80 

46  梁小洁 ¥120 

47  林邓标 ¥100 

48  刘伟涛 ¥200 

49  欧明德 ¥100 

50  邱先生 ¥20 

51  许丹娜 ¥20 

52  许彦伟 ¥60 

53  姚健春 ¥40 

54  袁桦 ¥20 

55  张峰 ¥60 

56  郑臻 ¥120 

57  周彦峰 ¥100 

58  张先生 ¥40 

59  陈晗杰 ¥50 

60  郑锡慧 ¥10 

61  陈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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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陈德 ¥20 

63  许树松 ¥40 

64  沈泳章 ¥80 

65  爱心人士 ¥40 

66  蔡升豪 ¥40 

67  张顺来 ¥40 

68  陈佳 ¥80 

69  吴扬斌 ¥20 

70  蔡燕蓉 ¥120 

71  陈先生 ¥100 

72  李丽华 ¥20 

73  爱心人士 ¥29 

74  林枫平 ¥100 

75  黄冬丽 ¥40 

76  张章斌 ¥100 

77  朱莉莉 ¥60 

78  爱心人士 ¥61 

79  谢创伟 ¥61 

80  郭子浩 ¥61 

81  爱心人士 ¥61 

82  张育纯 ¥20 

83  郑志强 ¥50 

84  陈晓铭 ¥20 

85  王弋 ¥20 

86  Zeng LieDan ¥3,000 

87  连莘 ¥500 

88  赖琦生 ¥500 

89  赵岚童 ¥1,500 

90  邱衍珈 ¥500 

91  吴伟文 ¥500 

92  陈传盛 ¥500 

93  金文生 ¥500 

94  傅宗榜 ¥500 

95  吴小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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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陈鹏飞 ¥1,000 

97  池仕银 ¥100 

98  傅积成 ¥100 

99  陈荣坤 ¥688 

100  杨耀耿 ¥5,000 

101  匿名 ¥50 

102  匿名 ¥100 

103  蔡林辉 ¥10 

104  谢创坤 ¥40 

105  揭阳市德洋园华侨公墓有限公司 ¥688 

106  爱心人士 ¥100 

107  陈东 ¥22.50 

108  卢穗武 ¥40 

109  吴文婷 ¥50 

110  蔡玉纯 ¥30 

111  陈小莉 ¥20 

112  黄彬 ¥50 

113  陈钊业 ¥20 

114  章敏玲 ¥40 

115  王舒 ¥125 

116  王弋 ¥50 

117  黄逸 ¥500 

118  颜庆双 ¥2,000 

119  章彤玲 ¥125 

120  林纯 ¥50 

121  陈淡娥 ¥50 

122  江启郁 ¥100 

123  郑树军 ¥100 

124  郭奕宏 ¥100 

125  林广耀 ¥100 

126  郑佳莹 ¥100 

127  陈路佳 ¥100 

128  胡远龙 ¥200 

129  陈琼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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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陈燕玲 ¥50 

131  佘佳铨 ¥50 

132  谢伟东 ¥50 

133  林瑜强 ¥50 

134  陈莉 ¥150 

135  郭子浩 ¥40 

136  张芝 ¥50 

137  邱诗强 ¥80 

138  陈月芝 ¥225 

139  姚建春 ¥625 

140  王彬 ¥200 

141  杨旭宾 ¥100 

142  徐扬 ¥350 

143  欧明德 ¥200 

144  吴惠菊 ¥270 

145  朱耿洲 ¥100 

146  李一铭 ¥20 

147  辛创钊 ¥20 

148  葛幼平 ¥113 

  总计 Total ¥35,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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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5/Index table 155 

      

海南宝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Hainan Bowyu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900 

2  匿名 ¥900 

3  匿名 ¥600 

4  匿名 ¥600 

5  匿名 ¥900 

6  匿名 ¥900 

7  匿名 ¥600 

8  匿名 ¥600 

9  匿名 ¥900 

10  匿名 ¥600 

11  匿名 ¥600 

12  匿名 ¥600 

13  刘涛 ¥100 

14  周海华 ¥100 

15  陈志远 ¥1,020 

  总计 Total ¥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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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6/Index table 156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w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胡华将 ¥10,000 

2  陈锦 ¥300 

3  汪俊有 ¥400 

4  陈俊宇 ¥600 

5  陈武青 ¥200 

6  蔡金福 ¥5,000 

7  黄文笔 ¥300 

8  刘智敏 ¥300 

9  潘永聪 ¥10,000 

10  匿名 ¥600 

11  毕智伟 ¥300 

12  李春 ¥600 

13  匿名 ¥200 

14  匿名 ¥500 

15  佟丽 ¥300 

16  匿名 ¥1,000 

17  许贤珍 ¥400 

18  王次勇 ¥360 

19  匿名 ¥200 

20  匿名 ¥2,000 

21  杨俊山 ¥300 

22  黄树林 ¥300 

23  陈金福 ¥800 

24  全李珍 ¥2,000 

25  邱德鸣 ¥500 

26  霍耀敏 ¥600 

27  彭国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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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建 ¥500 

29  广州番禺区城业塑胶有限公司 ¥800 

30  潘家法 ¥500 

31  刘宁春 ¥600 

32  范长浩 ¥300 

33  李国维 ¥200 

34  温再 ¥200 

35  张胜云 ¥300 

36  黄建华 ¥500 

37  黄永成 ¥500 

38  林剑峰 ¥200 

39  刘卫国 ¥10,000 

40  林炳杰 ¥500 

41  广东振群药业有限公司 ¥600 

42  龙星宇 ¥300 

43  林华玲 ¥300 

44  熊英 ¥300 

45  赖少生 ¥400 

46  王琳 ¥200 

47  蔡伟强 ¥500 

48  游素娟 ¥1,200 

49  广州琅通电子有限公司 ¥300 

50  许建忠 ¥300 

51  何涌华 ¥300 

52  匿名 ¥700 

53  丁少斌 ¥300 

54  匿名 ¥300 

55  陈安琪 ¥600 

56  韦晓璐 ¥200 

57  匿名 ¥200 

58  匿名 ¥300 

59  匿名 ¥300 

60  洪娜 ¥300 

61  匿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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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邓雁翎 ¥300 

63  匿名 ¥200 

64  匿名 ¥300 

65  余诚 ¥300 

66  林海虹 ¥300 

67  匿名 ¥800 

68  黄春梅 ¥300 

69  赵红梅 ¥200 

70  程慕华 ¥200 

71  胡雨萍 ¥300 

72  王大学 ¥400 

73  广州宝悦 ¥15,000 

74  匿名 ¥2,000 

75  匿名 ¥800 

76  匿名 ¥696 

  总计 Total ¥8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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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7/Index table 157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Guangzhou Bowyue Vehicle Trading Co., Ltd- First Branch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林志文 ¥13,800 

2  魏顺杰 ¥200 

3  匿名 ¥200 

4  刘伟松 ¥300 

5  陈仁忠 ¥200 

6  梁炳康 ¥500 

7  马秀英 ¥500 

8  方虹 ¥280 

9  叶晓慧 ¥200 

10  钟玉冰 ¥1,000 

11  匿名 ¥360 

12  陈国良 ¥100 

13  付绚 ¥200 

14  匿名 ¥600 

15  张得福 ¥1,000 

16  付学玲 ¥1,000 

17  关钰怡 ¥80 

18  蔡树坤 ¥200 

19  陈新江 ¥200 

20  叶文尚 ¥600 

21  黎晓莉 ¥300 

22  钟蔚权 ¥200 

23  匿名 ¥29.20 

24  陈建樟 ¥300 

25  匿名 ¥40 

26  梁敏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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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匿名 ¥200 

28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销售部 ¥15,000 

  总计 Total ¥37,7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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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8/Index table 158 

      

珠海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huhai Baoze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珠海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1,800 

  总计 Total ¥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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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59/Index table 159 

      

佛山市珅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Foshan Shen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匿名 ¥1,000 

2  匿名 ¥200 

3  匿名 ¥500 

4  匿名 ¥30,000 

5  匿名 ¥29,999.50 

6  匿名 ¥19,991.91 

7  匿名 ¥30,000 

  总计 Total ¥111,6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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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0/Index table 160 

      

佛山市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Foshan ShengBaohang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陈孟贤 ¥360 

2  徐春华 ¥200 

3  邓宏香 ¥200 

4  熊小衡 ¥200 

5  黄连建 ¥100 

6  郑金庆 ¥200 

7  张伟凌 ¥200 

8  朱从喜 ¥360 

9  李根华 ¥1,000 

10  邱汝杏 ¥200 

11  刘卓声 ¥1,000 

12  石文军 ¥100 

13  欧阳丽颜 ¥200 

14  吴国墚 ¥200 

15  王京 ¥200 

16  周锦新 ¥360 

17  古世财 ¥1,000 

18  梁锦祥 ¥1,000 

19  周玉民 ¥50 

20  胡容 ¥200 

21  邓慕芬 ¥200 

22  陈贤华 ¥500 

23  韦伟雄 ¥300 

24  岳琼 ¥360 

25  程镇峰 ¥200 

26  李金平 ¥1,000 

27  杨惠冰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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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伦永帆 ¥40 

29  严琴 ¥360 

30  白灵 ¥200 

31  胡明琦 ¥1,000 

32  黎展绚 ¥200 

33  麦冬梅 ¥360 

34  罗润珍 ¥200 

35  邵芳 ¥100 

36  张仕洪 ¥200 

37  何秀容 ¥300 

38  黄炳潮 ¥1,000 

39  邵广才 ¥200 

40  曾德利 ¥500 

41  韦迪衡 ¥200 

42  劳嘉宝 ¥1,000 

43  余琼 ¥40 

44  程鹏飞 ¥360 

45  VIP 客户答谢晚会善款 ¥684 

46  侯兴福 ¥600 

47  张以文 ¥500 

48  黎健文 ¥360 

49  何泽煊 ¥200 

50  肖卫权 ¥360 

51  饶雅丹 ¥40 

52  陈健能 ¥320 

53  李志文 ¥200 

54  梁燕梅 ¥1,000 

55  欧阳爱群 ¥360 

56  关开芬 ¥380 

57  施金龙 ¥200 

58  欧月儿 ¥200 

59  莫德全 ¥200 

60  谷萍 ¥200 

61  石朝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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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梁子豪 ¥200 

63  郭泰华 ¥200 

64  王方友 ¥360 

65  周凡 ¥500 

66  陈锦尧 ¥40 

67  王琦 ¥40 

68  张秀文 ¥360 

69  陈柱流 ¥200 

70  江三华 ¥100 

71  云琳 ¥200 

72  覃启军 ¥200 

73  梁小敏 ¥1,000 

74  卜未 ¥200 

75  程嘉妍 ¥200 

76  陈文超 ¥1,000 

77  罗小通 ¥800 

78  李国洪 ¥200 

79  刘旭 ¥200 

80  陈刚基 ¥200 

81  绿荫行动募款 ¥1,164 

82  廖淑莲 ¥360 

83  吴永恒 ¥200 

84   麦建英 ¥360 

85  赵暖茜 ¥200 

86  杨玉珍 ¥100 

87  赵崇辉 ¥200 

88  何建明 ¥1,000 

89  卢世林 ¥1,000 

90  梁艳红 ¥200 

91  卢静 ¥200 

92  杨琪聪 ¥600 

93  梁长林 ¥300 

94  陈汉坚 ¥900 

95  韦润佳 ¥300 

96  马炽坚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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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伍伟雄 ¥300 

98  潘振宇 ¥300 

99  叶敏聪 ¥600 

100  黄俊男 ¥300 

101  王亮 ¥300 

102  丁国平 ¥300 

103  卢锐斌 ¥300 

104  梁钅监恒 ¥200 

  总计 Total ¥4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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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1/Index table 161 

      

中山市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hongshan Baoxing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杨健将 ¥150 

2  黄钜枝 ¥80 

3  林干波 ¥300 

4  刘晓霞 ¥150 

5  周伟峰 ¥200 

6  中山市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162 

  总计 Total ¥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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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2/Index table 162 

      

江门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iangmen Hebao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江门市合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3,000 

  总计 Total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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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3/Index table 163 

      

肇庆市宝庆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Zhaoqing  Baoqinghang Automotiv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肇庆市宝庆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000 

  总计 Total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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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4/Index table 164 

      

广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ze Automobile Sales & service Co.,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曹雪贞 ¥200 

2  秦红 ¥100 

3  华宁 ¥200 

4  王维 ¥40 

5  梁柳兴 ¥100 

6  叶财奎 ¥200 

7  郭晓兰 ¥200 

8  周彩莲 ¥200 

9  陈亿强 ¥200 

10  柴景国 ¥200 

11  谭文湘 ¥200 

12  刘雪铮 ¥360 

13  晏鹏远 ¥300 

14  谢亚兰 ¥200 

15  刘俊新 ¥100 

16  陈昭基 ¥100 

17  莫道全 ¥40 

18  李毅 ¥200 

19  吕会才 ¥40 

20  曾双喜 ¥40 

21  李凤贞 ¥20 

22  董宇辉 ¥200 

23  程亮 ¥20 

24  郭云龙 ¥200 

25  彭禹林 ¥10 

26  李旨峰 ¥200 

27  劳国辉 ¥100 

28  黄伟康 ¥10 

29  郑伟鹏 ¥200 

30  冯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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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吴志明 ¥200 

32  黄艳玲 ¥50 

33  陈帼斌 ¥20 

34  伍嘉升 ¥20 

35  杨武平 ¥200 

36  程国纪 ¥100 

37  林吉营 ¥100 

38  陈当成 ¥50 

39  林俊宇 ¥200 

40  胡志斌 ¥200 

41  梁师源 ¥100 

42  黄带浓 ¥100 

43  王金库 ¥100 

44  肖素梅 ¥200 

45  苏建波 ¥100 

46  李丹 ¥20 

47  王穗明 ¥10 

48  潘双泉 ¥50 

49  朱郁智 ¥4,000 

50  陈佳英俊 ¥100 

51  曾诚子 ¥40 

52  李影爱 ¥100 

53  孙海容 ¥40 

54  郭展飞 ¥200 

55  丁爱珠 ¥10 

56  许志捂 ¥100 

57  莫宇 ¥10 

58  许文云 ¥20 

59  魏广武 ¥200 

60  梁凤乐 ¥100 

61  钟维兆 ¥100 

62  杨振杰 ¥100 

63  王良龙 ¥100 

64  龚敬升 ¥50 

65  杨凤莲 ¥50 

66  叶根岁 ¥50 

67  陈孔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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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谭东升 ¥200 

69  方建雄 ¥40 

70  涂斯贞 ¥100 

71  张少斌 ¥1,000 

72  苏忠山 ¥100 

73  孟晶晶 ¥20 

74  黄劲 ¥40 

75  桂保福 ¥100 

76  廖雅丽 ¥100 

  总计 Total ¥1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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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165/Index table 165 

      

梅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Meizhou Zhongbao Automotive Sales and Service Co., Ltd 
      

序号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额 

No. Name Donation Amount 

1  蓝炳伟 ¥200 

2  邓柱 ¥200 

3  张浩 ¥200 

4  叶兰芳 ¥200 

5  蓝万发 ¥200 

6  廖立新 ¥200 

7  罗玉文 ¥200 

8  魏宇忠 ¥200 

9  刘青 ¥200 

10  朱三忠 ¥200 

11  赖卫军 ¥200 

12  黄妙玲 ¥200 

13  游灼华 ¥200 

14  张能和 ¥200 

15  刘婷  ¥200 

16  黄柳萍 ¥200 

17  蓝远昌 ¥205 

18  李明 ¥200 

19  罗文兴 ¥200 

20  匿名 ¥200 

21  王广才 ¥500 

  总计 Total ¥4,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