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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捐出产品：若干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50万元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6500元（党支部）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100万元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原料 捐款：100万元；捐出物资：价值50万元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300万元
北京茂思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茂思商贸有限公司（阿芙精油） 化妆品 捐出物资：价值119.95万元
北京日光旭升精细化工技术研究所 北京日光旭升精细化工技术研究所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15万元
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化妆品 与佑安医院合作，成功研发特殊消毒液，并投产；捐出产品：价值380万元
北京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北京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24万元（消杀产品）
北京章光101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章光101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物资：医用酒精1吨
北京植物医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植物医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20万元；捐出口罩：若干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原料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600万片（维生素C片)
第一三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三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60万元
东营市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3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000万元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Paul Andersson 香料香精 捐出口罩：15万个
福建省梦娇兰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梦娇兰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300万元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6万元；捐出产品、物资：价值579万元
高丝化妆品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高丝化妆品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若干（乳液）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万元
广东丹姿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丹姿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30万元
广东金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金宗机械有限公司 其它 捐出产品：臭氧消毒机730台（价值29万元）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
广东雅丽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雅丽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物资：价值142万元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55万元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广州卡姿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卡姿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20000万元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50万元
湖北省麦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麦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50万元；捐出产品：从日本进口的医疗物资，价值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 捐出产品：价值1000万元
化妆品产业（湖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美妆小镇） 化妆品产业（湖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美妆小镇） 其它 捐出口罩：20余万只；捐出产品：熏香产品（园主捐赠，价值600万元）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蒲地蓝日化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200万元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236万元+）；捐出口罩：10000只
嘉文丽（福建）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文丽（福建）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66万元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600万元
江苏美爱斯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爱斯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万元
江苏梦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梦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84.2万元
江苏奇力康皮肤药业有限公司 吴克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34.6万元
江苏奇力康皮肤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奇力康皮肤药业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72万元
娇韵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娇韵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科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科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50万元
科玛化妆品（北京）有限公司 科玛化妆品（北京）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与科玛（无锡）共同捐赠）
科玛化妆品（无锡）有限公司 科玛化妆品（无锡）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与科玛（北京）共同捐赠）
克丽缇娜（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克丽缇娜（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50万元
乐金生活健康化妆品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乐金生活健康化妆品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
利洁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利洁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3000万元；捐出产品：2000万元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220万元
路威酩轩集团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600万元；捐出产品：若干（路威酩轩集团共同捐赠）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300万元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购买清洁用品、护肤品）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0万元；捐出产品：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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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200万元以上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8000万元
皮尔法伯（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皮尔法伯（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00万元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750万元以上；捐出口罩：31万只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物质：价值3000万元以上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200万元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200万元
山东天博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山东天博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50万元；捐出产品：10万元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1000万元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物资：价值20000万元
上海贝德玛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贝德玛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300万元
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38万元
上海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物资：价值220万元
深圳市兰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兰亭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若干
石家庄和中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和中科技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 捐款：5万元
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丝芙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600万元；捐出产品：若干（路威酩轩集团共同捐赠）
苏州博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博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6.01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3.94万元
苏州绿叶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绿叶日用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3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542万元
天津郁美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郁美净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若干（护手霜）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
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5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000万元
伊丽莎白雅顿(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雅顿(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00+20=120万元
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 沈志荣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
浙江庆元欧迪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庆元欧迪实业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20万元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 捐出产品：（清洁用品）价值40余万元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1000万元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款：1100万元；捐出产品：价值400万元；设立基金：6000万元（善款+物资）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 捐出产品：价值17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