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王 兵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左 晖 链家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链家董事长
张 磊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卢 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高倩倩 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
王 娟 爱的分贝基金会秘书长
庄 伟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师曾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景芳 第 74 届雨果奖获得者、知名学者
柳冠中 清华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 睿 长江商学院 EMBA 项目副院长、

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朱健刚 千禾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
林志玲 演员、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发起人
袁姗姗 演员、“爱的骂骂”公益行动发起人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涂 猛 传化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黄晓明 演员、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创始人
王克勤 大爱清尘公益项目发起人
许小年 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

教授、阿拉善 SEE 基金会理事长
广普法师 厦门同心慈善会会长
苏丽平 深圳市心之海残友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创办人
袁 立 演员、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杨锦麟 锦麟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知名媒体人
乔 颖 “爱心衣橱”基金秘书长
李胜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牛根生 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

荣誉会长
戚学森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孙雪梅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

负责人、凤凰公益主编
周锦霆 上海荷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荷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何 宁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孔 维 艺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传梦公益基金创始人
黎 远 澳门汇邦集团董事长、华商书院校友总会会长
林依轮 艺人
周 远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微基金管理委员会

秘书长、湖南广播电视台行业社团事务管理
中心副主任

毛 毅 皓天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
钱峰雷 环球国际（香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亚捷 汤静夫妇 艺人、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执行主任
魏荣林 北京中汽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惊蛰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蓝丝带基金执行主任
曹金龙 江苏曼氏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永胜 老牛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何 斌 自由职业人
姜 莹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副秘书长
匡莉芳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总监、

爱心家园义工联创始人、负责人
雷 克 河南南阳卧龙区志愿者协会会长
刘启芳 精诚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田 甜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名誉理事长
龚浩强 天港控股集团董事长、天港公益基金发起人
吴 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科学科带头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准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燕 宏 重庆万家燕集团公司董事长
栗 娜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起点工程项目形象代言人
侯春艳 凤凰网市场部总经理
霍小雷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牛 犇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耿 焱 “赵兰香儿童发展基金”常务副主任
杨 幂 艺人
毛小弟 北京市西城区工商联副主席
孙立军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
卢秀强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南京秀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 易 普通劳动者
徐秀珍 退休工人
王 林 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笑玮 演员
施乾平 北京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琳达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胡广华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何继宁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曹德旺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刘文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 京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公益时报》社社长
马蔚华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任志强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
李树杰 中华文化传承基金执行主任
王 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 赛 益桥创始人
孙莉莉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
徐 靓 母乳爱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

广东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季小军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

“爱的分贝”聋儿救助项目副理事长
秦玥飞 “黑土麦田公益”联合发起人
艾路明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七届会长、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
葛国瑞 美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副总裁兼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党彦宝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刘沧龙 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匡冀南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授、

汉富控股公关与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
许荣茂 中华红丝带基金执行理事长、

香港新家园协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何享健 美的集团创始人
周笔畅 歌手、演员、“爱的分贝”听障儿童救助项目

形象代言人
叶简明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沈小平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隆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赵蓬奇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赵增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张 扬 华控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2017年度中国公益人物

2017年度中国公益企业
大爱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彩控股有限公司
觅晋工作室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Ofmom 妈咪爱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btv 生命缘栏目组
传化集团
上海荷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腾讯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恒安集团
VIPKID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护联网（北京健康护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山东蓝海酒店集团
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一汽-大众销售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乾坤恒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德龙集团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立邦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天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优胜教育集团
山西慧舟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郑州美好悦峰置业有限公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肯德基中国
安利公益基金会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河北养元智慧有限公司
马大姐食品
神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高通公司
碧桂园集团
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
英皇集团

北京联想之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李锦记酱料集团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亿达集团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长江商学院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百事公司大中华区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今日头条
葆婴有限公司
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亚马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东莞市艾慕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东莞市欧点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
德达医院
轻松筹
山水文园投资集团
银帝集团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诺华集团（中国）
NU SKIN 如新
湖南秀龙地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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