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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月光 铺集镇 1000元
宋建春 铺集镇 1000元
王焕蕾 铺集镇 1000元
王培利 铺集镇 1000元
傅桂利 铺集镇 1000元
彭冲页 李哥庄镇 1000元
丁经业 李哥庄镇 1000元
刘开涛 李哥庄镇 1000元
王美丹 李哥庄镇 1000元
张培三 李哥庄镇 1000元
李国利 李哥庄镇 1000元
陆敦海 李哥庄镇 1000元
李培记 李哥庄镇 1000元
李慧兰 李哥庄镇 1000元
李昌飞 李哥庄镇 1000元
马建春 李哥庄镇 1000元
贾福金 李哥庄镇 1000元
刘守春 李哥庄镇 1000元
贾惠山 李哥庄镇 1000元
贾连邦 李哥庄镇 1000元
贾连山 李哥庄镇 1000元
潘树春 九龙办事处 1000元
李永新 九龙办事处 1000元
王继进 九龙办事处 1000元
兰润民 青岛佰路通达基础材料有限公司
1000元
马光祥 九龙办事处栾家村 1000元
王福鑫 九龙办事处政协委员 1000元
郗萍 九龙办事处政协委员 1000元
汪涛 九龙办事处政协委员 1000元
谭树桥 九龙办事处政协委员 1000元
邓怀建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王见强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毕晓庆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周兆建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张德奎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刘元波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纪军睦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刘风苗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高绪海 三里河办事处 1000元
艾怡燕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宁洪智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王道珉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刘康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王洪亮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王岩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盛增亮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赵世杰 阜安办事处 1000元
杨升金 胶西镇 1000元
李春云 胶西镇 1000元
宋超 胶西镇 1000元
孙永杰 胶西镇 1000元
王晓久 洋河镇 1000元
苑善文 洋河镇 1000元
郭晓钟 胶东办事处 1000元
柳宝文 胶东办事处 1000元
王云山 中云办事处 1000元
杨伟健 中云办事处 1000元
姜秀山 中云办事处 1000元
郑克军 中云办事处 1000元
张宏业 胶北办事处 1000元
王振门 胶北办事处 1000元
冷嘉冰 胶北办事处 1000元
王奕洪 胶北办事处邰家村 1000元
王志国 胶东办事处大麻湾二村第一书
记 1000元
张超 胶东办事处政协委员 1000元

五、2018年慈善冠名基金到账情况(按
捐款数额排序)
品品好慈善基金
（青岛品品好粮油有限公司） 1015000元
青岛中仁房地产助学慈善基金

（青岛中仁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000元
医潞曙慈善基金
（胶州胶东医潞曙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
司） 427000元
中启胶建慈善基金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元
里岔蓝泰置业教育基金
（里岔镇人民政府） 400000元
胶莱育人教育慈善基金
（青岛麒麟客运有限公司胶莱分公司等）
300000元
双赢·新之助学慈善基金
（安徽双赢慈善基金会） 300000元
春瓮慈善基金
（青岛春瓮农业有限公司） 300000元
建祥慈善基金
（青岛建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元
汇金通慈善基金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元
顺昌食品喜满年慈善基金
（青岛顺昌食品有限公司） 200000元
赛奥泽恩·谦淳助学慈善基金
（青岛赛奥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元
幸福天使爱心慈善基金
（香港路小学爱心天使服务队） 181939.5
元
青岛德信物业助医慈善基金
（青岛德信物业有限公司） 175000元
公安民警爱心慈善基金
（胶州市公安局） 150000元
青岛澳润水务助困慈善基金
（青岛澳润水务有限公司） 150000元
青岛软控慈善基金
（青岛软控机械有限公司） 100000元

青年企业商会助学慈善基金
（胶州市青年企业家商会） 95000元
承泰慈善基金
（青岛让爱互连承泰服务团队） 60000元
星火义工慈善基金
（胶州慈善星火义工队） 50307 .5元
爱心接力慈善基金
（胶州慈善爱心接力义工队） 36600元
康希包装慈善基金
（青岛康希包装有限公司） 30000元
青岛鑫家达慈善基金
（青岛鑫家达工贸有限公司） 30000元
正泰建安慈善基金
（青岛正泰建安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30000元
店子骨科慈善基金
（胶北办事处店子卫生室） 25000元
康明眼科医院慈善基金
（青岛康明眼科医院） 25000元
青力环保基金
（青岛青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5000元
胶邦里仁慈善基金
（胶州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18100元
小红旗慈善基金
（胶州市小红旗同学会） 14852元
人和房产慈善基金
（青岛天地人和房产置地有限公司）
10000元

六、定向捐款情况
青岛圣业公益事业有限公司 107000元
胶东办事处寿光水灾赈灾款 11910元
除以上捐赠情况公示外，各慈善分

会、各部门单位将本辖区、本系统捐赠情
况以不同形式予以公示。

胶州市慈善总会
2018年11月7日

2018年全市慈善募捐暨“慈善一日
捐”活动中，在胶州市慈善总会建设分
会、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参与捐款的企
业名单公示如下（按捐款数额排序）：

一、在建设分会市房产管理局参与捐款
的90家开发企业，共捐赠948600元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40000元
青岛建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元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8000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2000元
青岛胶州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元昌盛房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元
青岛胶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福海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洋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冠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光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富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新奥胶城燃气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金辰商砼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泰有砼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金翔商砼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三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10000元
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重筋商砼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鸿锦扬帆实业有限公司（商砼）
10000元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0000元
青岛润天丰实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龙口市南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0000元
荣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绿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商砼）
7000元
青岛开源胶州热电有限公司 5545元

青岛成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胶州
分公司） 5000元
青岛昊金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00
元
青岛正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日月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阳光东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泰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凯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昊宇重工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凌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中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胶州南关建安股份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胶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大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永威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营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胜利兄弟建筑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中铁青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明天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市神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聚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盛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信科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北源泽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砼）
5000元
青岛幸福源热力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理工大学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
5000元
青岛龙发热电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兆源供热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建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胶州分公司
5000元
青岛建工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金源盛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祥安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市建筑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建学工程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5000元

青岛鲁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海能达热力有限公司 5000元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能源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胶州泰能燃
气分公司 5000元
青岛阳光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
阳光东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400元
青岛泰龙钢构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泰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经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00元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元
河北中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00元
河北中硕建筑有限公司 3000元
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00元
苏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家盛热力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煜恒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云川建筑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润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2000元
青岛科兴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2000元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2000元
青岛特纳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000元
青岛神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0元
青岛天晟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1000元

二、在建设分会市城乡建设局参与捐款
的39家建安企业，共捐赠717915元
青岛市联名地产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中源盛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市旺洲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少城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东方篮海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兴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双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东方聆海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海达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银盛泰城市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锦昊嘉辉置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青岛市胶州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5000元

青岛市悦洲置业有限公司 30000元
青岛城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元
青岛鸿锦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天泰印象置业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鲁盛置业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天地人置业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神州集团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中仁房地产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亿阳置业有限公司 20000元
青岛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融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中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联合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华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古城置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东方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顺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华德置业有限公司 10000元
青岛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市南华置业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灏景佳源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昌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元
青岛嵩海置业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晟高置业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晟帅置业有限公司 3000元
青岛驰晟置业有限公司 2000元

三、在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参与捐款的
12家企业，共捐赠300000元
青岛锦泰创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50000
元
三木房地产（青岛城森房地产、青岛兴正
元房地产） 50000元
特锐德（胶州）工业园 30000元
青岛传化公路港 30000元
有住网智能集成产业园 30000元
青岛海铁船艇 30000元
上海新城房地产 30000元
天一仁和房地产（青岛中浙实业）
20000元
青岛利旺精密科技 10000元
烟嘉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10000元
金富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5000元
奥林涌嘉房地产 5000元

胶州市慈善总会
2018年11月7日

胶州市慈善总会建设分会、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慈善募捐暨“慈善一日捐”活动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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