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名称 捐方名称

金华村德安博爱小学 安徽省 铜陵市 郊区 德讯（中国）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员工

甘棠镇甘棠博爱小学 安徽省 黄山市 黄山区 中欧商学院

黄山区焦村镇陈村村侨爱小学 安徽省 黄山市 黄山区 金光集团

刘圩镇秦场村江上青博爱小学 安徽省 宿州市 泗县 阳光100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叶集区天狮博爱小学 安徽省 六安市 市辖区 天狮集团

黑石渡博爱小学 安徽省 六安市 霍山县 中欧商学院

阚疃镇代圩新村崔园博爱学校 安徽省 亳州市 利辛县 广汽丰田

上庄博爱中学 安徽省 宣城市 绩溪县 百惠基金

行知博爱学校 北京市 市辖区 大兴区 天狮集团

山丹博爱中学 甘肃省 天水市 武山县 地震155号捐赠团

川王乡冯家博爱小学 甘肃省 天水市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地震156号捐赠团

边墙沟金士顿博爱小学 甘肃省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

直岔金士顿博爱小学 甘肃省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治县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雷寨金士顿博爱小学 甘肃省 张掖市 甘州区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已建博爱小学名单（2005年1月—2011年7月）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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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明乡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地震144号捐赠团

蒲窝博爱中学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地震150号捐赠团

上良乡中心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一般性捐款

新窑镇五举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地震146号捐赠团

黄寨乡张明洼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地震151号捐赠团

秦家庙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一般性捐款

上关乡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县 地震149号捐赠团

水洛镇李碾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地震147号捐赠团

卧龙乡张山博爱小学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地震148号捐赠团

石咀博爱中学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地震145号捐赠团

后官寨博爱中学 甘肃省 庆阳市 西峰区 地震152号捐赠团

庆城镇兰香小学 甘肃省 庆阳市 庆城县 一般性捐款

春荣博爱中学 甘肃省 庆阳市 宁县 地震154号捐赠团

武沟乡博爱学校 甘肃省 庆阳市 镇原县 地震153号捐赠团

武沟九年一贯制学校宿舍 甘肃省 庆阳市 镇原县 朱云来

马渠初中 甘肃省 庆阳市 镇原县 一般性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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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中学 甘肃省 庆阳市 镇原县 一般性捐款

景泉博爱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安定区 地震157号捐赠团

李家堡中心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安定区 一般性捐款

石峡湾中心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安定区 一般性捐款

李店乡祁嘴博爱学校 甘肃省 定西市 通渭县 地震159号捐赠团

碧岩博爱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陇西县 地震158号捐赠团

上湾博爱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渭源县 地震160号捐赠团

窑店镇北大坪博爱学校 甘肃省 定西市 临洮县 地震161号捐赠团

新寺镇博爱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漳县 地震162号捐赠团

十里镇甘寨博爱小学 甘肃省 定西市 岷县 地震163号捐赠团

丹堡乡中国人寿博爱中学 甘肃省 陇南市 文县 国寿慈善基金会

韩院乡韩院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宕昌县 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

何家堡乡何家堡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宕昌县 韩国外换银行包头房地产业协会等

哈达铺镇上罗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宕昌县 建行员工

南河寺卜寨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宕昌县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公司昌乐世纪阳光纸业

大堡镇朱家坝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雷春鸣、谢宝珠、雷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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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镇博爱中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29号捐赠团

碾坝乡博爱中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0号捐赠团

王坝乡博爱学校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1号捐赠团

平洛镇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2号捐赠团

三河乡秧田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9号捐赠团

云台镇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5号捐赠团

太石乡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6号捐赠团

大堡镇巩集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7号捐赠团

店子乡解板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8号捐赠团

大堡镇何家沟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郭照原、郭玉琛、王进

碾坝乡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4号捐赠团

云台镇上店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北京华扬联众广告公司、宿迁力顺置业公司

碾坝乡大庄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阳坝镇博爱中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兴业银行、国投瑞银基金、中国工艺集团等

云台镇上磨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北京百汇数字星空科技公司、山西宏泰能源投

店子乡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大典企业管理、奥鹏远程教育、FESCO

Page 4



大堡镇博爱中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28号捐赠团

岸门口镇贾安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40号捐赠团

阳坝镇太平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41号捐赠团

阳坝镇托河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42号捐赠团

迷坝乡马连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43号捐赠团

长坝镇博爱小学 甘肃省 陇南市 康县 地震133号捐赠团

白河镇石冲天狮博爱学校 甘肃省 陇南市 礼县 天狮集团

吹麻滩镇侨爱小学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金光集团

涡水博爱学校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南瑶族自治县 林秀伟

庙坪金光博爱小学 广西 桂林市 临桂县 黄永耀

国营东风华侨林场侨爱小学 广西 钦州市 灵山县 金光集团

怀群加碗天狮博爱小学 广西 河池市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天狮集团

百惠博爱小学 广西 河池市 都安瑶族自治县 百惠基金

弄名阳光博爱小学 广西 河池市 都安瑶族自治县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五一天狮博爱小学 贵州省 遵义市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天狮集团

宽坪乡街联村茂硕博爱小学 贵州省 铜仁地区 思南县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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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坝镇汉屯小学 贵州省 毕节地区 毕节市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太来乡方田村波中友谊小学 贵州省 毕节地区 黔西县 波兰政府

美德长江博爱小学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长江商学院

亲贤阳光博爱小学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临高县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石让长江博爱小学 海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长江商学院

薛官屯乡天狮博爱中学 河北省 沧州市 沧县 天狮集团

范洼乡许天天狮博爱学校 河南省 商丘市 睢县 天狮集团

百惠博爱小学 河南省 周口市 郸城县 百惠基金

博爱电教室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 市辖区 广东金圣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立天狮博爱学校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市辖区 天狮集团

沙兰博爱小学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宁安市 中国红基会

仙居中心小学 湖北省 荆州市 市辖区 由美制衣

百惠博爱小学 湖北省 黄冈市 罗田县 百惠基金

赵李桥镇天狮博爱学校 湖北省 咸宁市 赤壁市 天狮集团

雷打石镇霞石村侨爱小学 湖南省 株洲市 株洲县 金光集团

湖南坳乡沙洲村侨爱小学 湖南省 株洲市 攸县 金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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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长江博爱民族学校 湖南省 株洲市 炎陵县 长江商学院

侨爱中学 湖南省 湘潭市 韶山市 金光集团

南湖洲和平中学 湖南省 岳阳市 湘阴县 郭晓宇夫妇

金江镇林森村侨爱小学 湖南省 郴州市 临武县 金光集团

长湖天狮博爱小学 湖南省 郴州市 汝城县 天狮集团

流源乡流源村侨爱小学 湖南省 郴州市 桂东县 金光集团

蛟河百惠博爱小学 吉林省 吉林市 蛟河市 北京罗顿投资有限公司

团结博爱小学 吉林省 通化市 集安市 天狮集团

石庄镇石庄小学博爱图书室 江苏省 南通市 如皋市 吉人漆业有限公司

峰山博爱小学 江苏省 宿迁市 泗洪县 中国红基会

麻丘镇天狮博爱小学 江西省 南昌市 市辖区 天狮集团

武阳苏富比博爱小学 江西省 赣州市 瑞金市 苏富比公司

鹅岭乡博爱小学 江西省 吉安市 井冈山市 北大同学会

葛源镇枫岭村侨爱小学 江西省 上饶市 横峰县 金光集团

卓凡博爱小学 辽宁省 锦州市 义县 祝杭军

林家沟天狮博爱学校 辽宁省 朝阳市 朝阳县 天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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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小学 内蒙古 赤峰市 翁牛特旗 香港红十字会黄福荣传爱基金

天狮博爱学校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 天狮集团

赢创博爱电教室 宁夏 银川市 西夏区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惠博爱小学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百惠基金

光明村金士顿博爱小学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临河村金士顿博爱小学 宁夏 银川市 灵武市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小马庄博爱小学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地震零星捐款

黄花乡沙塘天狮博爱小学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天狮集团

新集乡博爱小学 宁夏 固原市 彭阳县 地震零星捐款

雄先乡完加村博爱小学 青海省 海东地区 化隆回族自治县 北京拔萃双语学校

贡公麻村金士顿博爱学校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力吉金士顿博爱小学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同仁县 美国金士顿科技公司

切吉乡嘉实博爱学校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嘉实基金管理公司

倒淌河镇嘉实博爱学校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嘉实基金管理公司

玉树博爱学校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玉树县 玉树地震爱心企业及个人捐款

觉拉长江博爱小学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囊谦县 长江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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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镇天狮博爱学校 山东省 青岛市 胶南市 天狮集团

柏井村天狮博爱学校 山西省 太原市 阳曲县 天狮集团

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陕西省 宝鸡市 陈仓区 中国人寿

枣园博爱小学 陕西省 宝鸡市 陇县 5.12汶川地震捐款

兰家堡村博爱小学 陕西省 宝鸡市 陇县 5.12汶川地震捐款

千阳博爱中学 陕西省 宝鸡市 千阳县 209号捐赠团

两河乡红十字博爱学校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56号捐赠团

小南海镇秦家坝红十字博爱学校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57号捐赠团

碑坝镇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2号捐赠团

西河乡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3号捐赠团

小南海镇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50号捐赠团

福成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22号捐赠团

黄官镇水井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24号捐赠团

协税镇连山完小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23号捐赠团

郭滩乡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6号捐赠团

高台二郎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4号捐赠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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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水乡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5号捐赠团

梁山镇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58号捐赠团

碑坝镇韭菜岩前进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59号捐赠团

协税镇大营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0号捐赠团

白玉乡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南郑县 61号捐赠团

大河镇红十字博爱学校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126号捐赠团

杨河镇黄池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127号捐赠团

白勉峡红十字博爱学校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柳树镇中心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124号捐赠团

城关镇二里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西乡县 125号捐赠团

铁锁关中国人寿博爱中学 陕西省 汉中市 宁强县 中国人寿

中金博爱中学 陕西省 汉中市 略阳县 中金公司

武关驿镇博爱小学 陕西省 汉中市 留坝县 北京礼游汇

小壕兔天狮博爱学校 陕西省 榆林市 榆阳区 天狮集团

长安坝红十字博爱小学 陕西省 安康市 石泉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池河红十字博爱中学 陕西省 安康市 石泉县 中国建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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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盛付家店小学博爱教学楼 四川省 成都市 成华区 阳光壹佰置业成都公司

官仓镇白马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金堂县 10号捐赠团

平桥乡玉河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金堂县 11号捐赠团

赵家镇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金堂县 一般性捐款

友爱何家场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郫县 国寿慈善基金会

安仁镇元兴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大邑县 一般性捐款

北街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大邑县 国寿慈善基金会

朝阳湖镇九年制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蒲江县 7号捐赠团

都江堰中学国开博爱楼 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一汽红旗博爱小学、解放博爱中学四川省 成都市 都江堰市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丹景山永定华夏九年制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华夏银行

丹景山镇九年制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武汉钢铁公司

升平镇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武汉钢铁公司

固驿镇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8号捐赠团

水口镇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茶园乡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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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镇唐场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明星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23位明星

临济博爱九年制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道佐乡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大同乡博爱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市 一般性捐款

怀远镇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崇州市 国寿慈善基金会

大山铺镇大山村江姐博爱小学 四川省 自贡市 大安区 何云

大安何天狮博爱学校 四川省 自贡市 大安区 天狮集团

大安区狮子中国人寿博爱学校 四川省 自贡市 大安区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双东南洋博爱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旌阳区 南洋理工大学

南渡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中江县 41号捐赠团

慧觉中国人寿博爱学校 四川省 德阳市 罗江县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南泉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居然之家集团

双盛中心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欧普照明公司

红白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中国网络通讯集团公司

马井新华小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中国羽毛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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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盛初级中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英才集团

实验中学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安家传媒

汉旺镇第一小学博爱教学楼 四川省 德阳市 绵竹市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高新区火炬第一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市辖区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火炬第三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市辖区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义镇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铝集团

滨江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涪城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铝集团

柏林镇初级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

新桥镇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柏林镇中心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博爱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游仙区 中国联合通讯有限公司

新德镇中心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三台县 环球体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广化初级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三台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铝集团

河清镇初级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安县 长江商学院

乐兴镇初级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安县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河清中心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安县 博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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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兴镇完全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安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农发集团

香泉乡中心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坝底乡中心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土城乡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大桥镇九年一贯制红十字博爱学校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太白小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

九岭学校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国寿慈善基金会

新安初级中学长江博爱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长江商学院EMBA11期北京班

大康镇大康中心学校 四川省 绵阳市 江油市 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

茶坝九年制学校 四川省 广元市 青川县 兴业银行

苏何乡中心小学 四川省 广元市 青川县 苏格兰皇家银行

鹤龄镇博爱中学 四川省 广元市 剑阁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柳沟镇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广元市 剑阁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三堆镇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材集团

三堆镇红十字博爱中学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东航集团

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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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四川省 遂宁市 射洪县 东风汽车公司

河边镇星花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遂宁市 大英县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重龙中心学校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吴仲良第三初级中学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鲁中冶金矿业集团公司

配龙镇枣树小学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鲁中冶金矿业集团公司

双龙镇中心学校 四川省 内江市 资中县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鲤鱼浩小学 四川省 乐山市 金口河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新场镇中科三环博爱中学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公司

木城恒力博爱中学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

美卓博爱中学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美卓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黄土镇博爱学校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李英兰

甘江镇博爱小学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溪帘溪红十字博爱中学 四川省 南充市 高坪区 中远慈善基金会

老林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南充市 营山县 中远慈善基金会

蓬安红十字博爱中学 四川省 南充市 蓬安县 中远慈善基金会

崇仁镇黄家阳光博爱小学 四川省 眉山市 东坡区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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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阳光博爱小学 四川省 眉山市 东坡区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咀乡阳光博爱中学 四川省 眉山市 仁寿县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青乡阳光博爱中学 四川省 眉山市 仁寿县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里镇六家村金卫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金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郊乡大石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通用技术集团

北郊乡蒙泉村鑫福海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

观化乡刘杨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雨城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通用技术集团

永兴镇双墙诺华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诺华公司

蒙顶山镇水碾谢瑞麟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谢瑞麟

城东乡双田村鑫福海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

廖场乡观音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通用技术集团

新店镇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西班牙对外银行

前进乡忠利博爱中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忠利保险有限公司

双河乡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名山县 第249号捐赠团

新添乡石家村嘉实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荥经县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乐乡橡果国际博爱中学 四川省 雅安市 汉源县 橡果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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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汉源县 国寿慈善基金会

安顺场必和必拓博爱学校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必和必拓贸易公司

擦罗乡曼如梅花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河北梅花味精集团

田湾乡富理达博爱学校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美国富理达律师事务所

美罗乡永新视博博爱学校 四川省 雅安市 石棉县 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公司

城区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天全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通用技术集团

始阳落坝村华电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天全县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多功乡罗代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天全县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通用技术集团

龙门乡华夏银行博爱小学 四川省 雅安市 芦山县 华夏银行

思延乡博爱中学 四川省 雅安市 芦山县 国际奥委会、西班牙对外银行北京代表处

花丛镇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关公乡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240号捐赠团

三星乡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铝集团

化成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韩亚银行

柳林镇来龙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巴州区 中央企业援助基金中铝集团

茶园村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通江县 5.12汶川地震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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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村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通江县 5.12汶川地震捐款

云盘村红十字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通江县 5.12汶川地震捐款

流坝乡万科博爱小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南江县 万科企业

南江镇中鑫源博爱中学 四川省 巴中市 南江县 北京中鑫源房地产

驯龙镇观礼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 资阳市 安岳县 超微半导体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等

叠溪镇雅芳博爱学校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茂县 雅芳公司

回龙中国人寿博爱小学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茂县 国寿慈善基金会

榆林中国航天博爱小学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定县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岚安恒力博爱学校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泸定县 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

麻日乡中立村康巴博爱学校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新龙县 苏壮强

大箐乡白庙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 苏富比公司

新发乡云星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县 上海臼井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无锡市红十字

小黑箐乡博爱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县 地震第203号捐赠团

彰冠乡双河博爱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县 地震第204号捐赠团

新发乡鲁车村博爱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县 苏富比公司

老年健康大学 天津市 市辖区 河东区 天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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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狮博爱学校 天津市 县 蓟县 天狮集团

香茂乡忧联村国惠博爱小学 西藏自治区 那曲地区 那曲县 祝永福薛国惠夫妇

英吾斯塘村天狮博爱小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策勒县 天狮集团

祖库阳光博爱小学 云南省 昆明市 富民县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阿古龙长江博爱小学 云南省 昆明市 嵩明县 长江商学院

大海哨天狮博爱学校 云南省 曲靖市 马龙县 天狮集团

蓬峰镇后山博爱小学 云南省 昭通市 永善县 255号捐赠团

中城镇铜厂村博爱小学 云南省 昭通市 绥江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家坝镇新寿村博爱小学 云南省 昭通市 水富县 257号捐赠团

民族中学长江同舟博爱讲堂 云南省 丽江市 古城区 长江商学院

长江博爱小学 云南省 丽江市 永胜县 长江商学院

百惠博爱小学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 百惠基金

长江民族博爱小学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 长江商学院

博爱小学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浙江博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泉中国人寿博爱中学 重庆市 市辖区 万州区 国寿慈善基金会

天狮博爱学校 重庆市 市辖区 万州区 天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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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侨爱小学 重庆市 市辖区 涪陵区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

安澜镇安澜博爱学校 重庆市 市辖区 巴南区 广汽丰田

鹅池镇方家村胜利博爱小学 重庆市 市辖区 黔江区 广汽丰田

少云镇关溅博爱小学 重庆市 县 铜梁县 地震30号捐赠团

太平镇博爱小学 重庆市 县 铜梁县 地震31号捐赠团

大足县铁山博爱中学 重庆市 县 大足县 地震33号捐赠团

三驱镇灯塔博爱小学 重庆市 县 大足县 地震34号捐赠团

观胜博爱学校 重庆市 县 荣昌县 地震35号捐赠团

大兴博爱中学 重庆市 县 璧山县 地震32号捐赠团

新盛联盟村博爱小学 重庆市 县 梁平县 地震39号捐赠团

龙门凤灵博爱小学 重庆市 县 梁平县 地震40号捐赠团

盐井镇观音博爱小学 重庆市 市 合川市 地震36号捐赠团

龙凤镇赤水博爱小学 重庆市 市 合川市 地震38号捐赠团

渝南职业博爱中学 重庆市 市 合川市 地震37号捐赠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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