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山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永丰村 137118元
剑江村 70000元
胜一村 50620元
五星村 62000元
蜀山村 40500元
同光村 40000元
九垒山村 20000元
皇山桥村 20110元
双河村 17715元
穴湖村 35137元
凤山社区 10000元
季卫桥社区 10000元
子陵社区 10000元
宪卿第社区 10000元
东江社区 10000元
酱园街社区 10000元
东城社区 18325元
东风小学 25200元
子陵中学 39500元
世南中学 25800元
阳明小学 17700元
凤山小学 15000元
新建小学 13800元
东城小学 22200元
东江小学 23100元
街道中心幼儿园 13200元
凤山街道卫生院 18750元
街道办事处机关 57500元
余姚市莫海建材有限公司 36000元
余姚市东高寺 20000元
余姚市聚鑫工具有限公司 15000元
余姚市金兴精密吸塑厂 15000元
余姚市智搏塑料进出口有限公司 15000元
余姚市三川特种钢带有限公司 15000元
宁波华虹机械有限公司 15000元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5000元
宁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司 15000元
余姚市江南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元
宁波纬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10000元
宁波环湖建设有限公司 10000元
胜一村民间组织 10000元
余姚市中天塑模有限公司 10000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阳明东路居委
梦麟小学
同光小学
双河小学
宁波恒生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阳明颐养院
余姚市宁奇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胜一塑料厂
余姚市建恒钢管厂
余姚市同光福寿园
宁波银瑞有机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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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城东家禽有限公司
余姚市恒辉仪表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威特仪表有限公司
余姚市博思包装有限公司
靠博机电（宁波）有限公司
余姚市亿亮光电有限公司
余姚市龙腾塑料件厂
余姚市地平线文具有限公司
余姚尚邦物业有限公司
浙江绿升物业有限公司余姚分公司
余姚市欧锋电子厂
宁波乐得计算机有限公司
余姚市辉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灵牛塑料制品厂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胡张林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康林昌 陈亚庆 徐姚波 徐焕浩 倪金军 毛迪立 邵珠凤 楼兴浩 郑根灿 徐明伟
吴淼根 袁继灿 魏巧儿 李可钦 黄兰英 何冠军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茅文杰 王罕杰 宓贤通 张伟 史文哲 徐晓飞 施建尧 罗小平 何  明 罗  平
胡亿钧 周吉炎 周伯海 胡晓勇 王  华 黄  斌 俞仁南 张伯炎 周建红 何建家
徐明敏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赵立刚 蒋  铭 刘  瑾 毛跃丰 戴晓洋 戴蒋华 吴慧杰 王晓来 魏  挺 毛渭忠
王晓黎 王静斐 倪金波 吕仲华 邵央萍 袁和明 董苏文 唐友生 孙荷芳 朱建璋
项江川 邵文明 张宏年 张  诚 楼乾元 周  力 黄狄青 张  衡 周华伟 朱科杰
柳明土 孙一丰 苏柏峰 刘明钢 鲁海山 宓海森 潘利青 胡建和 王智慧 朱高祥
余小珍 胡业良 马国英 胡  斌 舒建新 包菊花 王  頔 陈建庆 毛雪芬 胡建平

邵文龙 王银波 郑柏锦 陆东哲 闻人旭丹 张国英 张添辉 闻桂芬 徐建锋 徐冠波

徐建平 徐  洁 徐嘉江 徐根友 毛焕达 胡文军

阳明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阳明派出所 37100 元
余姚市宏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3500 元
舜水中学 31500 元
宁波格林建材有限公司 30000 元
瑞云学校 29700 元
阳明中学 28000 元
长安小学 24500 元
富巷小学 22300 元
新城市小学 15900 元
舜北小学 15700 元
宁波中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450 元
宁波新苗农业装备 15000 元
龙泉社区 15000 元
舜水社区 15000 元
长安社区 15000 元
新城市社区 15000 元
富巷社区 15000 元
胜山社区 15000 元
余姚市阳明大擎智慧城开发有限公司 15000 元
上海舜宝彩钢结构有限公司 14000 元
旗山村 12460 元
方桥小学 11700 元
胜归山胡公岩 1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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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立村 10340 元
宁波路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辰明喷雾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庙弄村 10000 元
余姚市华泰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杰士达工程塑模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润华全芯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雷普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丰北中学
阳明街道中心幼儿园
舜水小学
宁波铭钥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达喷雾器有限公司
丰北小学
余姚市诚诚物资有限公司
丰南村
舜北小学
灵岩禅寺
宁波扬子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
余姚佳曼日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美欣机械厂
西街村
阳明街道第三幼儿园
余姚市顺利铜棒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通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红翔置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炳如塑料厂
宁波劳仕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易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大爱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耀锦工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城区先富铜材厂
余姚市宏骏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石头公司
宁波新合博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贞星建筑工程队
余姚市日科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奥邦喷雾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瑞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江社区
余姚市金泰阁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阳明街道第二幼儿园
康山小学
余姚市灵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飞人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曙光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璐美燃气具阀门有限公司
宁波特能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巨龙尺业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城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中机床物资公司
余姚市浙东家居装饰市场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里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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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华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凯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亚宇工贸有限公司
新宇公寓
宁波太阳花塑业有限公司
银特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余姚市吉龙中空吹塑厂
余姚市鲁匠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余姚镇超荣塑料造粒厂
余姚市立诚工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旺钢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贝拓聚氨硝辅助材料厂
余姚市兴雾塑业
宁波福顺钢结构有限公司
余姚硕磊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畅达金属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功绒毯厂
余姚市亚佳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海诚金属浇锛厂
余姚市建佳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光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君爱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纺织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江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红峰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余姚镇录音器材厂
余姚市舜水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余慈海天机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恒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余姚市雷达机床厂
余姚市梦牌服装有限公司
余姚市长丰拉丝厂
伊雷克电器（宁波）有限公司
余姚亚佳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诚诚物资有限公司
龙贺电器厂
宁波甬翔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德誉五金厂
余姚市海豪塑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佳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国通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宝通汽修厂
余姚市前明工程机械修配厂
群立村灵应庙
余姚市乐华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余姚镇城北炎江铸件厂
宁波丽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华光电配件厂
余姚市精信塑模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益嘉塑料厂
余姚市余姚镇金森电器厂
余姚市大诚建设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星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城区一鼎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余姚市北郊钢材经营部
余姚怡宁塑化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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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城北电器厂
余姚市金泰塑料物资有限公司
余姚市泉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西园塑料电器厂
余姚市皓驰塑料商行
余姚市裕兴光学仪器厂
余姚市智达教仪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佳曼日用品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胡明祥 10000元 王银根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许炜 吕应伴 莞华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胡亚洲 史占锋 王孝永 卢顺潮 周经东 熊孝海 楼百忠 孙和国 吴建树 毛秋娣
沈宏年 姜永新 熊军 陆建荣 洪忠基 陈起红 段国庆 楼建荣 谷士铨 朱道宗
桑蔼礼 姚斌 黄联爵 黄飞虎 鲁剑 张志军 褚晨熙 裘士茂 沈小坤 叶立峰
邵金耀 屠柏荣 杨智枫 屠柏荣 马水定 劳益锋 应秀定 毛新铭 刘钞 胡旭冲
马志明 徐建胜 魏柏英 鲍岳均 沈伟潮 金建波 郑建华 刘海敖 黄彭斌 刘心丹
刘宁 刘国卫 陈娟娣 朱国明 陈鸿年 黄敏 刘渭荣 魏建煊 蔡耀林 魏荣伟
朱学挺 朱洪勋 魏金才 魏昱军 魏金孟 魏文富 毛旭军 赵文军 徐渭良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陆月花 戚月琴 何渭锦 黄银强 姚云飞 袁文庆 徐展豪 黄国峰 陈山君 俞建立
陆仁祥 谢东海 赵建永 戚国芳 陈剑芸 谷迪川 谢建刚 阮健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毛春州 林常夫 胡伟丰 吴周鑫 俞军威 冯肖筱 岑海明 严锡利 卢女青 钱卫江
方民权 沈永浩 施建丽 郑麒麟 王芳 李家南 杨立武 胡洪波 陈焕章 毛乾坤
施建章 周君珍 毛国浩 毛乃川 杨登松 洪  星 潘百军 张少泽 虞国银 施泉火
王引波 邵水忠 魏久银 陈斌全 张波 陆江明 毛洪元 王志华 许明星 陈胜君
俞国森 赵云苗 胡  伟 王翠宝 章纪惠 宋  扬 陆立科 李  璐 王军军 杨秀儿
张海芸 马弘烨 陆军令 鲁科赢 陈利均 符杰辉 蒋戌灵 陆迪娟 韩纪荣 宣丹萍
周志芳 许建国 张晓东 田  勇 宋权会 李  杰 朱伯忠 张洪桥 施红利 蒋乐健
竺美丽 闻秀美 朱惠儿 施芸芬 孙刚炎 陆国军 王诗建 郑立峰 魏雪超 魏世堂
唐军 舒厚忠

梨洲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市冰清液压传动厂 10000元
余姚市陆章铨慈善基金会 30000元
余姚市洁通垃圾清运工程有限公司 20000元
宁波久联电线有限公司 18000元
余姚市吉龙五金有限公司 30000元
宁波金焰贸易有限公司 15000元
宁波奥邦喷雾器有限公司 30000元
余姚市舜富光学仪器配件有限公司 30000元
浙江金瑞薄膜材料有限公司 32500元
余姚市南庙沙场 13000元
余姚市乐蓓尔幼儿园 15000元
余姚市弘顺机械有限公司 30000元
余姚市鑫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000元
余姚市电波机械有限公司 150000元
余姚市万里混凝土有限公司 10000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东南街道卫久农副产品销售经营部
宁波舜宇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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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胡迪波 100000元 黄悠春 50000元 何明来 10000元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陆正秀 张剑欧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龚宁 李军 姜学东 谢丽庆 谢建仕 蒋柏松 严浩迪 谢建英 王建忠 张剑波
何前明 陈杰 孙恒 杨建苗 赵佳铭 丁金康 王再根 叶永宁 黄银龙 邵玲娣
宁春萍 马秀娟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许俞樱 何世万 吴素云 方科 徐光华 毛建国 劳荣夫 叶伟锋 徐冰 黄建治
鲁金行 熊玲玲 闻淼 张静萍 楼红星 潘志先 韩柏林 施伟明 方立丰 成丽萍 
陶勇 王洪水 胡莺莺 王聪儿 黄家瑞 方勤幸 赵伟太 韩莹 林彤 方月波
崔君江 徐君飞 方明阳 卢迪飞

兰江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宁波泰格莱特灯具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永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30000 元

余姚市智博建材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纳尔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000 元

余姚市正球同业有限公司 20000 元

兰江中心幼儿园 15000 元

城南小学 12900 元

肖东一小 13200 元

梨洲中学 35100 元

兰江小学 27000 元

江南新城小学 15900 元

姚江中学 24900 元

世南小学 30000 元

肖东中学 20100 元

姚江小学 20100 元

肖东二小 12600 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许剑法 邵姓爱心人士（不愿留名）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夏登科 宋建桥 郭亚军 周永苗 陈银君 夏迪炜 周永芳 朱建权 张吉祥 张宁江
郭定坤 鲁锋 周永丰 周焕定 阮迪峰 阮百祥 杨建国 韩文革 郭利权 黄泉丰
熊冠军 周立威 叶松清 黄春苗 周凤剑 邹文杰 王柏勋 方志苗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邵华荣 方青山 姚泉高 厉海表 方黄军 郑银权 孙启春 许建生 孙惠清 张国东
符志英 周罗建 翁文杰 丁义伟 余张新 干志炎 方鑫淼 姚国峰 陈哲明 张磊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赵海森 史疆英 姚增侃 龚建设 夏叶琴 胡锦 赵一鸿 何小泉 李莹 吕春峰
郑杰 严桢 任国煊 施银珍 许立平 谷坛 陈晓英 徐敏 张吉尧 徐后永
祝烨均 李国华 赵冠华 范晶晶 朱超超 叶园园 诸荥 毛叶英 许俊宇 范雅荣
冯央波 叶军飞 王建昊 洪文霞 张琦 徐绿绿 金国平 鲁华军 张斌 沈兴富
谷明霞 韩柏根 徐发孟 韩利明 罗岗 张学清 张利军 张明杰 夏洋芳 苏建军
朱桥庙 韩卫军 史银革

朗霞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宁波圣捷喷雾泵有限公司 100000 元

余姚市法思德五金有限公司 50000 元

宁波香格里拉家纺有限公司 60000 元

宁波大越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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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元

余姚市丹丹喷雾器厂 30000 元

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000 元

宁波澳乐比口腔护理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圣捷喷雾泵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华丰包装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飞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湛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浩嘉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博翰艺术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大越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朗霞万洋众创城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振大塑胶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龙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龙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捷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山阳特殊钢制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伊拓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优斯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开源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申禾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市集虹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百隆纺织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润喷雾器厂
余姚市阳阳喷雾器厂
余姚市铭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毅盛喷雾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美宇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焙朗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钶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科好塑机有限公司
宁波百仕高联合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博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宏盈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欧贝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锐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宁波伊斯特通风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泓耀光电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顶点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波大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怡特种碳素纤维有限公司
宁波壹品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震飞塑机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三菱百斯德涂料有限公司
宁波舜利高压开关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闻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横星铆枪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津一油泵有限公司
宁波品夏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广联印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腾蜂业有限公司
浙江捷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飞虹联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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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烽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辰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欣润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和衡器有限公司
宁波滔博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威仕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嘉森圣诞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恒拓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宝斯达坩埚保温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徐能江心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友嘉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焙朗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先锐厨具有限公司
高得（浙江）有限公司
宁波金都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倍宁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博韵乐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岷峰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景远日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汉华塑业有限公司
彩虹烟酒
余姚市秋若寒喷雾器厂
余姚市博闻喷雾器厂
余姚市三川特种钢带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工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创兴压铸厂
余姚市德艺光仪配件厂
余姚市东航无纺制品厂
余姚市顺源达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帅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建顺达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巨兴硬质合金刃具厂
余姚市方泰玻纤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品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博韵乐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杰春电器厂
余姚市朗霞启胜五金厂
余姚市纳其尔彩印包装厂
宁波靓沙无纺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阳玻纤有限公司
余姚市创客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科圣塑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云润镀膜厂
宁波万江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信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胜康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山迪光能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金固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捷丰现代家俱有限公司
宁波文艺乐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精韬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弘耀光电部件有限公司
余姚圣越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华得尔碳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梦艺皮草有限公司
余姚市海博渔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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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鑫辉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甬江物流
余姚市铭翔喷雾器厂
余姚市晨宇轴承配件厂
宁波长利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展鑫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熊成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低塘天九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朗霞天鑫五金配件厂
宁波华兴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舜裕纸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衡叒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源顶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森诺塑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朗霞镇前进塑料制品厂
余姚市亚泰陶瓷纤维制品厂
余姚市华驰汽车配件厂
余姚市景远热处理有限公司
浙江捷丰家天下家居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隆喷雾器有限公司
宁波帕佩尔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正澳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群芳日用品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华垒织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博威化纤有限公司
余姚市远大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德豪模架有限公司
余姚市施美塑料浓色母粒有限公司
余姚市牛牛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大井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科宝电子有限公司
甬尚发超市
余姚市金梦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王叶轴承有限公司
余姚市容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干一峰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童亚匡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潘剑波 张国安 吴建传 张广东 诸立君 杨杰斌 王玉 鲁韩均 鲁忠员 吴茂章
吴骑驶 俞庆坚 周利朗 邵建平 张树芳 郑怀军 俞海张 鲁佰权 鲍志勤 沈建平
鲁焕军 曾淑娥 宋春敖 陶柳春 鲁敏杰 王芳 鲍建樟 郑凯宏 鲁佰冲 张文兵
张勇 黄开章 郑建龙 沈世桥 唐永清 包建军 马彩央 严厚军 曾绍铭 赵成飞
张建明 柴银儿 俞志高 符增均 杨吉锋 陈德春 干松泉 干杰春 干一峰 俞福山
干广洪 干益春 魏松灿 杨炳忠 洪尔东 干品钦 张宝尔 王香琴 符建宏 许新远
杭程华 戎益君 熊科杰 曹华安 桑建鸿 钱成洲 杨建陆 杨杰焱 干学军 翁玲萍
干超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黄洋 徐莹峰 李真龙 张剑耀 卢飞存 徐爱芬 金权夫 徐文非 严定汉 黄冠龙
马康军 沈国平 马荣丰 毛旭智 朱剑钟 董利群 杨建州 鲁定峰 赵华祥 诸贤明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郑国栋 陈增炜 施丽君 陈建波 庞章庚 丁元元 张文炜 陈惠英 蒋一聪 熊一文
毛娜珂 李焱 胡金霞 干忠森 蔡祎 方洋 龚军飞 马祝军 邵锭婷 杨金炎
徐国平 邵徐美 毛兴富 许剑枫 李刚 邹欢利 许焕锋 邵军 张建国 姚容忆
李珊珊 张燕 熊迪科 岑薇 蔡银芳 胡金巨 陈孟飞 张素艳 邵百权 蒋健
严建新 童敏娟 景卓玲 黄永听 熊志湘 杨定岳 韩红琴 郑钦 陈佳尔 胡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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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小花 徐旭栩 魏菊如 黄益军 程泉波 章昕 沈荣传 郑诚 熊安芬 张维银
王雷 杨建华 黄丽朋 田启东 张伟锋 黄芳芳 唐定尧 徐柏绒 宣建森 潘丹妮
茹妍虹 张建颐 严亚国 杨元杰 鲁调绒 杨丽燕 徐戴幼 陈利脉 谢维学 黄红军
袁国富 鲍声翔 徐可成 吴鑫岳 吴建岳 马波 周立 邹丽丹 符建强 陈迪焕
孙立波 周信华 杨尔明 鲁文良 朱杰 杨辉 杨镇渭 吴其席 张建立 许君儿
鲁建文

低塘街道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市低塘街道洋山村 928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 154648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湖村 9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 9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芦城村 10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低塘村 109315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汤家闸村 10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姆湖村 5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郑巷村 932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西郑巷村 88185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镆剑山村 9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低塘社区 30000 元
余姚市低塘街道商会 10000 元
洋山村商会 10000 元
历山村商会 10000 元
黄湖村商会 10000 元
黄清堰村商会 10000 元
芦城村商会 10000 元
低塘村商会 10000 元
汤家闸村商会 10000 元
郑巷村商会 10000 元
西郑巷村商会 10000 元
镆剑山村商会 10000 元
余姚市万瑞东方学校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低塘街道中心幼儿园
余姚市低塘街道郑巷幼儿园
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幼儿园
余姚市低塘街道春芽幼儿园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张丽红 罗浩杰 朱开方 夏永祥 吴宁 苏岳明 陆建波 王恩惠 姜春良 邵建虎
金优儿 黄佳娜 宋叶忠 郑超 马立红 周旭明 王其明 魏容强 郭小青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蔡济之 蔡水军 陈鹤亮 陈济南 陈杰 陈军方 陈启玲 陈园军 马雅丽 龚纪炳
韩剑尔 胡维独 李国兴 李炜 励远 陆荣良 骆双节 邵剑欣 马涌芳 茅忠权
苗青清 倪灿淼 倪佳慧 倪一清 牛志明 钱宏杰 王洁 沈百忠 施兴海 舒舟
孙海江 孙敬格 孙思思 孙钰枝 童炜彬 徐岳柱 王垆 王雯滢 王瀛 吴丹
吴红利 吴霜霜 吴彦 熊姚军 袁海英 严亦男 颜芳芳 杨捷 杨永干 姚云芬
余晓菁 俞特科 俞伟标 张忠杰 袁调英 袁小群 张利辉 张婷婷 张玮 张锡明
张幸辉 张依成 张宗宁 赵素华 赵艳艳 郑映映 郑云珽 周建亮 周伟明 周自力
蒋纪荣 黄智万 王德峰 许红霞 陈月波 钟伟昌 熊新建 叶武 孙海滨 郑林安
金尧江 宋云淼 邹国善 陈善标 黄建华 许成青 赵显亚 周德忠 茅永钿 杨志根

马渚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宁波世际波斯工具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永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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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瑞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浙江万吉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美格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精艺塑业有限公司 20000 元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舜西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舜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四明湖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金球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泮溪建材有限公司 15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天池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晶晟传动带有限公司
宁波兴马油嘴油泵有限公司
余姚市翔燕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圣泉管业有限公司
余姚久智液压机械厂
余姚市格尔生洁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添乐吸塑有限公司
余姚市双立包装有限公司
余姚市瑞炯日用品厂
余姚市华兴塑料厂
余姚市佳微电器厂

余姚市学栋模具厂
余姚市里奥佳日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盟恒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威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格林笔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驰机电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邦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汇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上菱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扬子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翔盛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宇辉日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舜液压机械厂
余姚市马讯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云雾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伟达喷雾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志佳塑管厂
余姚市华浴软管洁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奇印业有限公司
西山公墓
宁波恒生帽业有限公司
安和娱乐有限公司
余姚市四季线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双雄橡塑线缆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兴电线厂
余姚市永丰电线厂
余姚市联通塑模有限公司
余姚市四联采石场
余姚市五洲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余姚市云楼酒厂
宁波翔辉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马渚仪器仪表配件厂
余姚市柯达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意泡沫塑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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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欧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弗岚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颂杰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爱尔麦橡塑有限公司
余姚市爱特灯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众特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马渚分公司
余姚市斗门华华电讯厂
宁波市芙瑞迪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凯杰带轮有限公司
余姚市宝帅塑料五金厂
宁波尹球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雅诺丹电气有限公司
朗威（宁波）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艾德轴业有限公司
宁波龙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希尔格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柯达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明翔塑料制品厂
余姚市雲海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坚达喷雾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伟兰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杰明喷雾器有限公司
宁波欧环容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拖汽配件厂
余姚市开元仪器配件厂
余姚市朗威(宁波)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领商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锐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木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建迪泡沫厂
余姚市中宇金属制品厂
余姚市宇星电器厂
余姚市雅光电器厂
余姚市航迪泡沫厂
宁波市泓磊水暖有限公司
余姚市奥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英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何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汛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帷幄吹塑厂
余姚市昊哲喷雾器厂
余姚市华琛塑业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新茜亚色装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恒亿建筑材料厂
余姚市青山墓园
余姚市樑建石材加工厂
余姚市万可沙石厂
余姚市建达道路施工队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高传军 张鹦鹉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周强 顾展 毛洪翔 李春贤 陆永根   叶剑彪 周娟娟 李春华 李小红 叶长法
沈华强 董卫章 史倍良 何康 史传根 王苗洋 王高建 施吉生 沈国锋 施岳荣
周建德 丁小平 丁渭灿 陈凯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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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飞 姚建新 胡文书 鲁科萍 李渭清 周建虎 周建芳 陈攀锋 胡蔚波 王良位
夏林 柳通明 周彤 任静波 陈卫丽 施兰芳 程刚 施建英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周达 朱娜嘉 胡微君 余燕庆 黄文杰 龚厉 张玲 吴春艳 徐冠希 魏立锋
何箭洋 赵鑫 刘丰 陈炜 周望 胡霁 袁启国 张炯杰 丁振择 陆丹
徐义津 陆津辉  黄志斌 施佳妮 赵文吉 谢斌 姚彭维 黄德荣 顾剑辉 张灵灵
杨毅 李志广 黄建军 韩晶 罗欢欢 罗毅 张杰飞 周群峰 董永春 杨德祥
姚佺挺 魏君文 姚建华 杨奇峰 董建波 董叶飞 董棋芳 杨赛槐 孟章顺 董春苗
吕月敏 董立红 谢建革 何秀英 杨小泉

牟山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教师一日捐 29100 元

宁波艾尔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铜钱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德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亚东塑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10000 元

余姚市博兴塑料厂（吴才华） 20000 元

宁波远望水性涂料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庆昌镒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铜钱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爱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48000 元

余姚市德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30000 元

余姚市德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亚东塑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10000 元

宁波艾尔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爱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凯达橡塑工艺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金星软管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利佛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新德法汽车修配厂
余姚市银河塑业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万建龙 王文成 毛建良 张立东 解  俞 戎丹丹 周  晋 郑其龙 符军苗 方家仁
沈雁鸣 毛黎明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任科帆 陆积涛 叶春华 毛蓉玲 王伯生 王梦烟 李  群 王莎莎 林姿娜 戴邵虎
章艺馨 邵海飞 张扬锴 吴恩民 王良波 郑炳红 叶建海 孙文岳 沈  杰 高志军
刘亚琼 陈根娣 马凌艳 徐建利 姚天益 施文斌 朱  丽 杨  萍 周慧芝 唐焕照
裘杭波 魏成银 魏四军 陈聪闰 蔡可登 张  铮 沈玉莲 杨亚群 袁迎锋 干良枫
杨利泉 张宸栋 黄少威 叶  晶 王剑锋 黄  平 应  文 毛云枫 蔡幸欣 李芳芳
俞灿根 吕央云 舒成才

丈亭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丈亭镇中 20100元
丈亭三江小学 12300元
丈亭镇校 11200元
丈亭退协 11000元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戚红军 陈映东 俞炳洪 孙启明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干闻宇 钱夏珍 郑焕根 陈红国 马士杰 唐军科 祝永权 徐世永 沈巍伟 陈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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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肖彦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徐建凤 李玉胜 董天龙 任欢绒 王云平 胡震洲 范文蓉 罗国平 沈国栋 周  炜
邱添瑜 姚海平 夏建庆 钱小青 齐婉平 包卫东 谢国勋 陈建国 金建利 徐均强
陆  艇 赵  荣 俞浩栋 魏君平 吴  军 李  军 鲍狄锋 陶静波 朱  颖 胡超杰
方建锋 龚文钿 张意乐 郑乃芳 童柯儿 杨小红 邵  炜 吕  玮 吕  沁 杨启军
沈新国 王  哲 毛立明

三七市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三七市镇卫生院 11700元
三七市镇教辅室 54600元
余姚市剑拓压铸件厂 10000元
余姚市统捷机床厂 20000元
宁波北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10000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东方房产有限公司
余姚市鼎佳机械部件厂（普通合伙）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胜利村（爱心人士） 20308元 二六市（爱心人士） 17964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释念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张联生 何良 唐成波 张四海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陈利炳 褚泉良 俞国军 沈建峰 朱涛 吕幼萍 方祖伟 张文培 周丽培 任庆标

谢建苗 周尧方 王树林 王伟波 叶乾坤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杨瑞军 唐训芳 朱锐军 张淑依 钟红萍 顾旭俐 翁晓薇 周妍辰 唐杭京 何利锋
毛雪丰 丁娜尔 孙菁菁 郑亚素 袁军辉 王文达 柳祖栋 徐培芳 徐科挺 蒋壵
周最峰 王银辉 郑宇凯 叶定飞 胡欢欢 仇保毅 陈科 陈大庆 方葵 严红春
姜翔 劳逸圴 孙芳洪 江轩 叶小意 徐君明 董昊 杨张茂 陈远扬 魏恒峰
柳利明 陈榕瑶 朱钧 董吉明 陈军 许绍坚 徐旦旦 黄纪峰 付伟 周虹
应春龙 吴少帅 姜乔飞 任燕 王国忠 徐韵淇 张建国 楼锋聚 黄彦绮 袁自勤
李林强 董恩杰 陆国辉 沈娟浓

河姆渡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宁波市宇华电器有限公司 370000 元

宁波昊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9700 元

宁波邦业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元

宁波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元

宁波万臣音响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东奇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市韵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市天一活性炭有限公司 10000 元

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 27800 元

宁波优倍特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元

余姚市城明钢结构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昊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000 元

河姆渡镇巾帼创业协会 33333 元

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90000 元

浙江新大塑料管件有限公司 13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古道铝制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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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腾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铭品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贝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联风风机有限公司
余姚市启动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鑫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欣农兔业有限公司
浙江庆发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明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瑞迪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奋发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众财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荣美不锈钢纸管厂
余姚市雪波水泥砖厂
余姚市音特魁音响器材厂
浙江声波管阀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福不锈钢制品厂
余姚市河姆渡镇元国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余姚市康园金属制品厂
宁波东奇管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绿茂晒水器制品公司
余姚市金丰不锈钢制品厂
宁波中驰锂电池制造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朱盾力 20000元 释妙勤 10000元 杨一宇 10000元 李继麟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郑迪 罗旭富 孟明龙 杨燕狄 方惠军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吴微勋 韩杭城 胡坚强 丁传毅 陈耀琦 周辰贤 徐国定 钱喜儿 罗毅 贝雪平
叶根定 罗耀芳 张军畅 罗凤桃 王铭杰 鲍佳皓 马浩程 黄光儿 叶定洲 朱福强
张利平 罗蒙杰 张芝红 楼建红 任月潮 郑小平 郑仙进 翁文光 王亚华 郭墩庙
徐永国 柳海军 凌国生 宋静娜 陈迪 方国英 方永儿 陈彩玲 陈杰辉 方莉华
宋强 许旭尧 胡洁 叶银祥 张德忠 张益康 张志君 张国君 张军立 邹平君
宋宥谙 宋秉澄 王央 张成立 陈志豪 陈如江 罗阳伟 张成芳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王根福 鲁红霞 鲁炎峰 郑军传 卢国君 韩银裕 徐存 杨晟 诸鸿军 应雪琴
唐高勇 翁桦桦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罗怀水 胡振杰 王裕权 张璐蓉 柯国光 孙旱雨 胡承业 刘斌杰 沈栋 孙伟达
孙红军 郑春龙 倪培华 茅云霞 孙琼 周立峰 戴建华 毛荷明 方轶巨 鲍福全
潘友定 汪健浩 陆冠宇 范国祥 徐晶 沈素飞 巢燕燕 谢韩涛 俞善彪 李海松
郑方明 程洁 韩军乐 周军梅 成春锋 陆军达 褚旭丹 陈云峰 虞耀土 杨克岱
郑军蕾 沈利金 朱琴 许巧琳 涂镜婷 胡俊峰 张  平 杨启永 姚芳 童旖旎
李秀君 应彩珍 谷杰 胡树清 吴如燕 罗建灿 管水军 张雪波 周永冠 叶剑勇
施韩 章浙波 张红金 宋惠慧 叶利庆 孙江飞 王陈程 翁嵩山 宋晓玲 蒋志国
翁亚婷 胡君利 陈耀锋 刘梅芳 马春龙 楼馨怡 张歆懿 宋宛玲 方芊芊 宋文璐
周贝 陈四丽 邱祖红 赵春萍

泗门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宁波市明诺铜业有限公司 60000 元

宁波希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32000 元

泗门镇水阁周村商会 22300 元

宁波圣烨电器有限公司 30000 元

宁波鑫升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洁谊洁具） 20000 元

余姚市华菱电器有限公司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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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超煜电器有限公司 20000 元

泗门镇镇北商会 20000 元

余姚市莹佳电器有限公司 18000 元

余姚市泗门镇自来水厂 18000 元

宁波富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000 元

余姚市泮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新晟电器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天瑞电器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海洋铜业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唯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亿鑫诚电器有限公司（瑞鑫） 15000 元

宁波佳捷电子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精琪电子有限公司 13000 元

余姚新希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2000 元

宁波艾斯伯格电器有限公司 12000 元

宁波宣仕电器有限公司 12000 元

余姚市睿科电器有限公司 12000 元

余姚市中建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东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富生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森豪线缆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诚恳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慧亮光电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安格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科盛万向轮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汉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奥立强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航顺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华联泗门店 10000 元

宁波大胜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姚耀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丰华硬质合金刃具厂 10000 元

宁波铜钱桥食品菜业有限公司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宁波市雄风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三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伟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欧胜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琪越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创享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西蒙房车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帅宇塑业
余姚市昊琳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卓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锦婷线缆有限公司
余姚市亿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蓝博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余姚市可事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芳洁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耀盛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博宇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铭煜电子有限公司
余姚市日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美铿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灏印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康欣塑料编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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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盛泉线缆有限公司
余姚市康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宁波斯巴科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富和电器厂
宁波优普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绿森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友威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程隆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杰盛玻纤有限公司
宁波永冠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得韬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宇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林茂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大军长毛绒有限公司
宁波佳圆窗饰有限公司
余姚市益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益佳印铁）
余姚市永生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五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莱恩塑业
宁波富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巨铭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钢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迪亚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驰力微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正正电器有限公司
泗门镇商会镇南村分会
宁波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容合电线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挺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莲风寺
余姚市双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宝俊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欧莹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君烨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奥美思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涵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浩隆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逸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鸿基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宜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昊德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格力远景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云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沃田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瑞曼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维润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乐扬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万婷电子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峰工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诺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贝杰西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展顺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先嘉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美达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达起动器厂
宁波典创线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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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群波生猪养殖场
宁波亿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标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联盛线缆有限公司
宁波奥马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骏腾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第五蔬菜精制厂
余姚市登峰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占凯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振佳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丰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凯莱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浦朗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航亿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开和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惠康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昂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余姚市高强度标准件厂
余姚市永锐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锦窗饰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欣钮扣有限公司
余姚鼎阳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铭威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泗门镇一涛电器配件厂
宁波泮溪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登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皓天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通驰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天立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佳虹灯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玺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卓越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硕越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铁海塑料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东雅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圆迪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马字菜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涌汇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舜敏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贝恩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鼎珩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第二菜类制品厂
余姚市四峰食品菜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皇冠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曦昀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祥云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余姚市航程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建超连接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华管业有限公司
宁波宇润模具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维航塑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三叶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凯迪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骏华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家佳电器有限公司

第 18 页



宁波隆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泗门镇飞达塑料厂
余姚市飞歌电器厂
余姚市艾尔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杰世米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泗门发光元件厂
余姚市拓马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圣电冰箱配件厂
余姚市佳澄喷雾器厂
余姚市汝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长虹制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德创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裕恒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凯利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涵金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汇铖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余姚市腾宇蛋鸡场
余姚市嘉元养猪场
余姚市涛声荣华电器厂
余姚市拓克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智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辰迪塑料厂
宁波隆昱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立超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恒特窗饰制品厂
余姚市晟璐线缆有限公司
余姚威锋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威航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贝特罗电器厂
余姚市帝豪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汝湖门窗
宁波家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惠存塑业有限公司
浩枫广告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肖鹤峰 董  斌 徐志军 吴东晓 潘永江 杜海军 章建飞 宣尧坤 沈永苗 蒋永水
严周辉 张建康 钱国伟 奕建萍 陈新尧 沈国生 谢红霞 张喜喜 周林锋 方金华
应燕燕 宣志海 李  瑾 杨志峰 裘国良 邵志良 钱军波 王张康 吴金潮 干惠惠
方凌萍 吴建勇 谢章林 张小兆 郑海鹏 宋尧军 汪平峰 周开河 周鹏飞 邵文珍
陈长春 毛来灿 沈君苗 黄立军 熊立江 沈荣泉 陈  斌 李狄洪 吴焕招 夏小军
诸初良 周建文 周建时 张新福 姚利华 潘菊贞 熊夏月 周世勋 方宝庆 沈福灿
叶桂芳 阮卫苗 张申祥 张益民 陈岳传 柴建明 孙  琪 陈权辉 张林锋 阮卫苗
陈银江 余利军 符军军 谢建锋 王岳梁 谢龙武 戚吉锋 毛宏勋 谢益松 吴建华
陆开祥 谢纯和 宋茂钧 罗建苗 冯岳冬 谢志丰 周晓章 奕永银 施家江 凌新苗
洪  波 百文江 华宏元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姚惠平 马林锋 赵钧鑫 陈  灯 洪亚军 骆高峰 黄妙飞 施天军 钱建康 宋  烈
王秀荣 梁成纪 阮海明 宣岳锋 张水江 宣志英 王振良 郑成坚 黄战权 许一峰
汤国新 戚励明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袁建成 沈  杰 符柯杰 陈旭文 陈攀波 李珊珊 陈余波 王伯棉 施小仙 倪  银
吴吉柯 吴嘉诚 赵镭蕾 谢伟世 陈立萍 张南桥 诸  挺 黄益浓 杨霞尔 谢纯尧
吴雪艳 严佳颖 俞志新 沈红芳 魏剑峰 诸宝陆 钱灵锋 马剑萍 唐华军 谢林红
翟  蕾 沈明权 袁奇吉 徐冲冲 吕  艳 章飘级 刘 一 叶焕青 杨伟斌 阮伟建
王青青 姚家云 陈  甜 厉  英 方吉华 舒晓芬 陆  飞 莫依梦 冯曼璐 周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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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媛华 梅绿渊 李  娜 吕建维 汪雪群 张依玲 潘国权 姚国辉 钟浩坚 王  平
李柯杰 鲁芳芳 蔡奇华 阮丽英 舒蓉蓉 张琦琦 李成建 陈  炀 陈国铨 陈天佐
成金连 罗蓉蓉 方江州 伍华辉 倪建海 刘凯云 杨怀铭 宋建忠 周芳芳 熊红杰
丁  洁 黄  妩 倪  红 沈永渭 傅燕铧 陈钦孜 孙淑恒 钟丹萍 张玉莲 马雅娣
黄丹丹 李琼琼 王新灿 陆  琪 胡黎锋 施娟莉 张立军 胡娜尔 张利珍 徐  丹
潘永土 马宝军 杨永良 姚永胜 吴伟江 赵建明 沈善江 冯添增 李光明 马申桥
谢文荣 钟  露 谢冬生 沈国忠 黄海燕 冯桂江 崔红苗 宣水苗 沈志江 宋兴土
何耀南 金琳玲 楼  菁 崔建乔 马琳萍 周菊芬 周建华 郑龙飞 王如锋 屠登尧
杨  杰 董汉华 杨国君 许建平 方红敏 周庆荣 应如坤 王纪海 谢建锋 崔永苗
潘建国 陈培德 宋纪军 陈万贯 马燕群 陈建康 施瑞珍 姚才良 戴建军 宣永清
魏  巍 刘永永 叶建松 徐  聪 宣建康 宣振良 李新根 沈雪江 张国江 张荣祥
周建辉 陈君江 严宝军 黄燕燕 赵建新 宋文君 宋群波 谢书明 谢  辉 陈  建
阮兴苗 马飞飞 汪国森 王国建 邵卫潮 戚建铭 王和明 陶岳凌 谢国勋 谢文成
应厚田 鲍开尧 鲍岳军 郑文伟 范顺辉 谢龙华 陈国裕 陈  帅 潘迪铮 谢建尧
杨国标 戚初苗 周利波 汪艇艇 王青青 谢锦屏 谢益芬 陆建华 杨江宁 潘建明
宣开怀 章先荣 章宝剑 谢菊兰 奕菊英 谢建江 杨建昌 熊  雄 洪佰芳 杨立辉
张财江 马文千 许顺尧 周志荣 沈建国 杨裕其 屠臻善 黄欢迪 何秋芬 陈银苗
严  科 宣光潮 翁维娟 宣  君 任国锋 黄宏均 刘芳芳 马渭锋 谢银苗 周登槐
范弈瑾 谢元乔 王开怀 许冠冰 桑文桥 施朝辉 杨浩冲 王秀珠 张兴园 谢志铭
沈华杰 钱梓刚 王  诚 姚建飞 沈烈标 诸申华 谢龙海 谢华芬 金建土 戴素芳
陆招银 沈微微 裘芦佳 张水淼 杜永江 毛锶烨 谢红红 曹红伟 胡仕达 任虹瑾
高渭江 余小国 奕  超 姚建锋 赵维荣 张维庆 黄冠军 杨水芝 沈水鑫 戚文蓉
陈友来 赵国祥 沈银乔 沈建良 徐普龙 周炳祥 周  敏 邵益挺 吕忠飞 王栋颖
郎焕炯 吕小苗 谢建良 俞  军 宣利红 桑小华 诸冠波 诸  涛 沈成华 陈荣庆
谢伟成 陆伟建

小曹娥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人和村村委会 50000 元

南新庵村村委会 50000 元

曹娥村村委会 50000 元

曹一村村委会 50000 元

镇海村村委会 50000 元

朗海村村委会 50000 元

滨海村村委会 50000 元

建民村村委会 50000 元

余姚市亿路达换向器厂 18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宁波何瑞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四明山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浩瑞印务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钟冬发 许滨 周力平 杨建胜 钱军 董秋明 朱红良 朱佳齐 罗锋 翁贤权
梅百烽 曹迪良 鲁岳彪 周立群 张霞波 陈儿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张吉春 施烨挺 陈爱清 季建伟 罗忠良 周庆成 张玲君 陈柏煊 沈伟 沈媛君
张海洋 姚亚君 周挺 李展 沈国锋 马国安 周建波 施水标 俞立军 赵赟
阮益明 姚忠海 鲁铁逵 李剑 王金莲 金建煊 周志新 张甬江 俞伟芳 苗嘉明
王云飞 何春华 黄银杨 洪高伟 顾晨圆 周洁萍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严挺 王昊 陈学文 吴博桢 宋劲锋 陈炎均 方颖 舒文 陈忠华 陈瑞坤
王国淼 张苗新 潘金煊 陈霜霜 袁相祥 沈柏异 管军江 张越峰 胡朱莹 卢尚杰
林甲松 刘叶丹 袁文彬 谷智勇

临山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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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山镇中心小学 15300 元

临山镇中 10000 元

临城村 122000 元

临海村 74000 元

汝东村 42400 元

临南村 79100 元

临山村 64500 元

临浦村 70000 元

兰海村 19600 元

梅园村 26000 元

邵家丘村 99466 元

临山卫生院 29887 元

余姚市滨海混凝土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临山苗圃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湖堤村
临山镇中心幼儿园
湖堤小学
余姚亿盛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泗门镇万吉电器厂
宁波中麒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涥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山镇建伟电子厂
余姚市建晟机械厂
余姚市裕瑞电器有限公司
味香园葡萄合作社
余姚市绿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捷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哈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江试剂厂
余姚市浦东五金模材有限公司
临山湖堤市场
余姚市顺发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临山镇东化经营部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潘小根 10000元 邵建苗 10000元 樊芙蓉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胡锡林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傅飞宝 蒋永伟 阮建新 王琪 应兴祥 陈国柱 邹焕龙 姚园园 胡燕 李勤
诸其娟 邵小峰 钱兰娟 熊金萍 王溢辰 沈亚君 邵德峰 沈丽军 贝芝妙 邹焕龙
阮建良 钱培千 杭宝莲 王圣 高成荣 沈如峰 潘均千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王明江 胡建 孙保定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孙琦节 陶建民 吴伟明 陈哲 赵建梁 缪俊杰 鲁庆怀 张国伟 俞建桥 王新宇
孙奇 苗建平 王兴苗 宋雪芬 高梨 宣峰 王素珍 沈国良 阮梦婷 陈彩琴
王新苗 樊银露 杨汶桦 杭尧生

黄家埠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浙江欧伦泰防火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元
宁波富华阀门有限公司 50000元
宁波正欣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50000元
基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50000元
宁波光耀热电有限公司 526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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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10000元
余姚市永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0000元
余姚市备得福菜业有限公司 50000元
宁波杰立化妆品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50000元
宁波华寅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0000元
杏山村委会 45000元
华家村委会 50000元
回龙村委会 60000元
五车堰村委会 50000元
黄家埠村委会 60000元
高桥村委会 47000元
韩夏村委会 55000元
上塘村委会 30000元
横塘村委会 70000元
十六户村委会 70000元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王华威 丁坚强 胡伟龙 陈斌 俞素珍 施建森 朱柯 张艺妮 邱雷杰 杨剑波
孙治 杭检桥 钱文权 沈登灿 施华波 赵红棱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陈明雅 严云囡 何慧钧 何福平 何金土 唐孟平 陈文 毛玲灵 马素依 沈建波
徐亚萍 沈建平 姚银娟 沈海军 翁宇力 沈银淼 张哲亨 沈焕忠 唐静 诸斌
范秀华 张建红 卢亚君 汤建和 陈军凯 干政史 金赟 符姗姗 劳华迪 徐熠闻
张松杰 陈文龙 毛海标 黄全刚 姚登记 阮小波 俞赞锋 罗余龙 王维

陆埠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陆埠镇初级中学 18250 元

陆埠镇第二小学 11050 元

余姚市绿洲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天志喉箍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公益应急救援队陆埠分队 20000 元

余姚市豪尔塑料制品厂 30000 元

浙江自贸区宁鑫能源有限公司 20000 元

余姚市卓曼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大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00 元

孔岙村 13000 元

陆埠镇中心小学 13300 元

安澜矿业有限公司 50000 元

宁波伊维斯洁具有限公司 10000 元

浙江迈悦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南山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元

余姚市佳利叉车部件有限公司 50000 元

余姚市靖卓机械厂（普通合伙） 20000 元

余姚市普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元

宁波卡特莱茶业有限公司 15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陆埠镇洪山小学
余姚市德福莱卫浴有限公司
余姚市永驰力叉车部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协成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心星雨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上街居委

下街居委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马永华 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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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褚立军 龚共军 张信钿 袁荷满 苏小雨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沈学键 马挺 宋央芳 郑东明 罗怀青 范百群 魏建锋 谢霞波 赵永良 魏建永

史皆乐 王阳 张伟斌 余国荣 周以国 李福良 李剑峰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徐旦峰 陈栋森 褚奇斌 黄国锋 施治权 袁玲玲 郑丽 陈安锋 孙弘斌 黄海娜
赵雪芳 邵建树 朱润 翁瑶 罗云其 余锋 王高峰 沈映惠 裘晓白 王银萍
俞仲达 张开飞 徐建军 叶丹 黄清芳 李剑波 张潮永 袁新强 章力中 俞建强
唐忠义 徐文革 计联岳 宋惠萍 李根飞 郑传开 潘建丽 鲁新兴 李江土 金星
李洁 朱丹 项益平 柳铮 姜黑腾 庄国安 邵淼萍 郑岳云 王国朋 顾丽燕
陶静萍 许杰 李建科 罗克飞 朱春成 唐巧亚 朱亚丽 陈毅立 翁水堂 杨维君
章金荣 朱文艳 孙孟均 陈正东 胡清清 邹玉琴 陈苗龙 李益 余学群 李佳雯
郭琴琴 李志芳 钱峰 王文台 余永耀 王勇 张红丽 周莎莎 曹杰 朱晓峰
李婉利 陈璐丹 袁莎 金晶 毛淳露 黄丽娜 赵玉森 吕志鹏 葛琼璘 陈立锋
应伟伟 潘丽萍 夏海波 牛倩雯 翁梦诗

大隐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市海翔机电有限公司 40000 元

余姚市恒润转轴有限公司 38000 元

大隐镇中心学校 20100 元

余姚市基督教大隐堂 15000 元

余姚市汇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3000 元

大隐村 18000 元

章山村 18000 元

云旱村 18000 元

芝林村 18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余姚市华谊不锈钢有限公司
余姚市葑业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云溪禅寺
大隐镇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余姚腾达汽车部件厂
余姚市大隐杰泓五金厂
余姚市缘德电器厂
余姚市大隐镇振华五金塑胶厂
宁波市晟新磁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洋五金厂
余姚市博之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周家塔它山寺
上马场阿云农家乐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姚小龙 100000元 汪焕珍 20000元 毛伟平 20000元 孙华芳 13000元 邵德明 10000元

罗国军 10000元 翁八一 10000元 罗立鹤 10000元 金建强 10000元 姚祖法 10000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汪骞骞 毛佳贝 汪佳蕾 汪建忠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沈海峰 毛宏杰 李章达 金小国 毛光明 孙飞江 毛善康 朱金龙 孙少腾 孙海本
洪柱军 蒋修竹 罗捷 沈明君 毛连红 孙飞君 洪光辉 徐峻辉 毛光辉 孙林龙
汪正华 毛建强 毛豪杰 毛凤仙 毛建勋 毛柳欢 刘红治 汪善君 虞妙芬 王信惠
孙毅凡 胡国民 洪惠仁 毛丹旦 翁恒惠 陈彩萍 张仪华 毛江能 孙华芳 陈雪明
茅克强 茅嗣英 杨千柳 徐英飞 叶小娥 洪良波 洪国昌 汪元忠 汪林辉 毛金辉
毛幼玲 毛江平 夏行飞 汪思伦 周春苗 刘正峰 毛红杰 胡玉峰 毛夏杰 盛景法

叶玉琴 谭学锋 刘培林 李苑丹 刘杰 方科成 王锦宏 茅岳均 罗鹤英 孙赟

金定康 虞海荣 沈海 徐建平 毛荷芬 章立权 王锦宏 徐国民 毛坤达 施捍杰

陈辉 朱汉明 黄其君 孙少腾 陆月军 洪建耀 王刚峰 汪正华 毛岳平 翁恒惠

毛国成 夏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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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祝文权 茅豪杰 汪文安 戴天瑛 张焕军 张幸程 邵姚斌 娄彦 施建军 龚云先

赵奕挺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李金 陈雪岗 刘佳东 王振名 王坤 黄恺 胡玉明 汪建飞 洪丽萍 徐水军

章岳君 陈谦 陈晓波 金芳芳 孙尖峰 史文超 邹英英 王  斌 毛家栋 袁明峰

徐祯珊 孙吉 刘丽萍 郑芙蓉 张可君 茅  维 潘江山 王静 付亚芬 赵桂娣

周云尔 孙蕾 虞海军 曹峰 沈宏年 陶伟强 郑忠勤 陈哲雯 陈咪咪 茅凯宁

汪要平 徐周 徐旭东

梁弄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梁弄镇政府 61650 元

余姚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1500 元

横路村 21720 元

东溪村 20720 元

贺溪村 20450 元

让贤村 20368 元

正蒙社区 35100 元

五桂村 19910 元

湖东村 19430 元

东山村 19400 元

汪巷村 19190 元

雅贤村 18668 元

甘宣村 18540 元

高南村 18296 元

梁冯村 18230 元

后陈村 18100 元

岭头村 18030 元

明湖村 18000 元

横坎头村 18000 元

白水冲村 18000 元

梁弄镇非公企业家属联谊会 20000 元

梁弄基督教堂 15000 元

余姚民营企业协会梁弄分会 10000 元

梁弄镇红土地戏曲联谊会 13205 元

宁波景润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元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元

江苏江阴一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元

宁波市星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元

宁波市美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000 元

余姚市永盛灯具有限公司 15000 元

余姚中联灯具厂 15000 元

余姚市虹发灯具门市部 15000 元

宁波康辉灯具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明诺铜业有限公司 15000 元

余姚市思迈洁具有限公司 15000 元

浙江宏源灯具集团公司 15000 元

余姚市横坎头初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000 元

余姚天博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15000 元

宁波五洲灯具有限公司 15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梁弄镇中心小学
梁弄镇初级中学
余姚市日月灯具有限公司
梁弄镇中心幼儿园
余姚市中小学综合素质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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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宁消防有限公司党支部
梁弄镇退教支部
浙江百岁山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党支部
梁弄镇湖东小学
梁弄镇教辅室
梁弄镇成职校
余姚个协梁弄分会
余姚天宁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余姚新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葛扬芳 15000 元

个人捐款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吴岳忠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蔡亚红 诸仲玖 万小平 沈赟姌 汪新华 张国匡 姚依华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周  优 周玲飞 鲍文建 应永泽 邵志云 王沛然 罗洁 胡鹤云 魏安芳 陈娟芬
黄建友 曹丹 鲁才定 杨建海 余文锴 胡晰燕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吴建炯 黄建乾 史习舟 谢丽红 张梁锋 魏文静 潘益超 赵振华 吴嫔 丁国军
马伟强 朱旭峰 唐奇军 许奕淳 马梦超 陈洁琼 张锡丹 张伟闻 赵亚芬 陈利锋
高爱君 史钧其 周伟芬 杨美英 周迪青 张成军 吕铖 姚  维 张双科 金荣华
姜莉莉 谢莉莎 鲁华 赵丽萍 叶荣 鲁鑫波 梅柏桥 厉  鑫 何丽丹 茅亚君

沈波（大） 许  丹 魏兵 陈玉洁 谢立烽 孙柯迪 张凯凯 卢瑶红 沈波（小） 杨海江
章雪姣 周伟丽 翁鹏飞 徐哲元 赵高平 龚国平 邬玲莉 周云峰 周荣江 陈光飞
张铭 褚洪波 陆雪辉 姚炯泽 周晨植 王新传 陈伯强 林新房 王志意 黄琼辉
朱斌 汪云波 张伟东 黄亮 郑明 张志久 周程宇 蒋潇哲 黄建春 夏冬梅

邱荣其 张兴华 王沛钢 黄春峰 黄远洋 张国良 陈友良 陈郁 张江伟

大岚镇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市佛教协会 20000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大岚镇中心小学
大岚镇卫生院
大岚镇幼儿园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柳雅敏 黄  强 俞国强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张叶飞 王燕燕 郑文杰 黄远维 邬海滨 方烈君 朱铁炯 苏  瑜 熊高波 王  植
鲁娇容 杨若曦 郭  超 茹建华 鲁蓉蓉 鲁必先 翁伯林 赵海燕 王松林 王君飞
俞沛钱 柴红兵 郑  莹 毛  川 金  晶 王天燕 鲁庆其 戴长权 张梦泽 张  科
鲁  央 莫凌超 高  倩 陈  涛 鲁企造 冯明杰 谢严凌霄 徐  斌 陈皓辉 周梦楚
胡晶晶 郑晓燕 岑梦佳 张  晴 万珂卿 诸卫波 包晨敏 戴云乙

四明山镇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俞斌权 毛绍炯 单时芬 唐利佳 符金义 杨建忠 俞华军 谢向炯 李义建 汪金绒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吴桃女 戚  炯 冯小雨 朱仁江 郑丹婷 许海铺 叶  恺 禇华其 傅仲森 鲁  赞
钟春芳 熊银海 沈伊莎 王  瑶 杨开福 苗国丽 宋  玉 王  伟 朱伟伟 严  薇
刘  博 吴余君 唐彭勇 方  田 陈智杰 应鼎文 郑  燕 沈  拓 王  攀 李汶钰
杨欢欢 沈盼盼 卢  茜 黄炳全 沈  斌 姚洁晶 翁意钧 徐科挺 王成宇 叶轩宁
俞迪波 陈炯迪 毛燕庆 马梦洁 毛  健

鹿亭乡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新鸿国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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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松立工具五金有限公司 40000 元
余姚市佳善兽医器材厂 10000 元
单位捐款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名单：
宁波市宁虹乐器有限公司

宁波精马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奇普泡沫塑料厂
宁波 亚希尔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天牧兽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创宇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海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个人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郑伟英 10000元

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名单：
陈晓珍 丁东青 黄伯忠 马伟军

个人捐款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名单：
叶文溢 茅巧女 姚军达 林宇 孙梦翱 马友明 谢晨 段丹群 陈铭科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龚华士 龚国龙 何世明 赵谨 徐秋君 郑交方 俞洋 张晨 王莉莎 杨鑫鑫
方洪滨 邵吉根 罗剑钦 闻人一鑫 张望 沈毅 郑国光 石金明 朱伟士 马超
沈林炯 杨挺挺 傅琴波 鲁文炯 蔡旭晖 张波 郑定锋 刘文界 卢姗 史济东
龚祖江 张国军 陈正长 夏宝锋 郭河权 龚剑波 姚杰 褚文钿 毛雅澜 陈斌
范桑桑 郑黛云 魏超 黄坚钢 袁根洪 蔡晨腾 赵承庆 黄科

星光分会
单位捐款10000元以上名单：
余姚市宏宇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元

余姚市宏宇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舜能电气分公司 30000元

个人捐款500元以上800元以下名单：
陈高辉 虞昉 李建明 孙亦敏 周洪涛 董平 耿飞 胡小军 杨立明 张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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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恩杰 陆国辉 沈娟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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