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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2016年 7 月 22日-8月 22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25 名善行 100优秀志

愿者来到北京参加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2016 善行 100·温暖行动的高校邀

请、培训会邀请、公益体验站确认等工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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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善行 10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一项全国高校大学生志愿

者活动，致力于提供一个大学生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的公益平台。志愿

者通过参与和运作公益项目，提升个人面对困难的耐挫力、面对陌生

人的说服力和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 同时也培养了自身服务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善行 100”倡导志愿者利用周末在邮局、商超等场所

开展公益宣传和劝募挑战—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100 小时，商场提供场

地 100小时，公众捐赠善款 100 元。通过善行传递百分百善心，汇聚

全社会爱的力量，关爱贫困地区的孩子。

2011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一期。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之大、覆

盖范围之广、参与志愿者人数之多、合作渠道之丰富，已经成为国内

最大型的倡导型志愿者活动之一。

二、项目进展

1、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

1）、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介绍

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是针对优秀的善行 100 志愿者发起的一项

挑战活动。2016 年 7 月 22 日-8月 22日，在北京市内各商场、超市、

儿童体验馆等公益体验站向城市家庭介绍加油一起成长项目，动员其

通过每月捐赠 100 元的形式一对一长期持续帮助山区小学生，让城市



家庭孩子和山区小学生一起成长。

2）、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目标

向 10000个城市家庭宣传加油一起成长项目

动员 1000 个城市家庭办理月捐 100 元

帮助 1000 名山区贫困儿童获得持续帮助

探索出月捐面对面筹款体系

3）、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时间安排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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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成果

8 月 19 日-20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播善会议室进行了期末总结

会和闭营仪式，会上总结了月捐面对面筹款的方法和技巧。这一个月，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名善行 100 优秀志愿者参与，共出动 418 人次，

日均出动 20.9人。在 4 个善行 100 公益体验站，开展劝募 20 天，人

均劝募 16.76天，促成月捐办理 162人，持续帮助了 162 名贫困地区

小朋友。

善行 100·精英挑战营成员正在劝募（上图）



2、善行 100·温暖行动培训会邀请

截止到九月份善行 100·温暖行动正式活动报名结束，全国有 112

所高校入选我会 2016 年善行 100·温暖行动项目高校。为顺利做好

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9月中旬我会陆续向全国 112所高校发出关于

邀请参加 2016 善行 100·温暖行动项目高校社团培训会议的函，特

别邀请项目高校社团一名善行 100 学生负责人来京参加项目操作、社

团管理、志愿者管理、筹款方法等培训。

3、善行 100 高校邀请

为了支持更多的高校参与，支持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善行 100

项目组在 9月份开始邀请新学校参与迷你善行 100 活动。本次邀请学

校采用筹款挑战赛模式，按照地域经济水平不同划分高校支持数和筹

款挑战目标，参与高校需在可选择的时间内完成挑战目标，并将所筹

集善款全部捐赠爱心包裹，关爱贫困地区小学生。中国扶贫基金会将

提供培训、物料等相关支持。截止到 9 月底，共新邀请到全国 13 个

城市 13 所高校参与。

省份 城市 学校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浙江省 舟山市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省 嘉兴市 浙江传媒学院



河北省 张家口 河北北方学院

海南省 三亚市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工业大学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

内蒙古 包头市 内蒙古科技大学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学院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大学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医学院

广西 来宾市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省 邢台市 邢台学院

4、公益体验站确认

善行 100 公益体验站是活动顺利开展的保障，是大学生志愿者进

行劝募活动的根据地。一直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邮政、大润

发进行合作，分别支持大学生志愿者在各省市邮局网点、大润发网点

开展劝募活动。截止到 9月底，2016 善行 100·温暖行动在全国确认

了 714个邮政网点和 63 个大润发网点。

63个大润发公益体验站

长春店 民族园店 韶关店

东市店 瑞金店 国贸店



解放北路店 黄岩店 国兴店

船营店 龙江店 龙昆南店

南岗店 鼓楼店 八一店

道外店 润州店 五湖店

香坊店 京口店 莲塘店

和平店 大港店 芙蓉店

长白店 闸北店 天心店

皇姑店 大宁店 大唐西市店

保定店 美兰湖店 绵阳店

长城店 平型关店 海湖店

春阳店 松江店 兰州店

宁夏店 奉贤店 江汉店

崂山店 洛江店 宜昌店

烟台芝罘店 惠安店 安庆店

历下店 金山店 官南店

省博店 王庄店 西关建国店

市中店 番禺店 东关世茂店

大沽南路店 花都店 世纪店

紫金山店 新塘店 厦门店



附件：2016 年善行 100·温暖行动项目高校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学校 学校 学校

安庆师范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鲁东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

兰州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黄冈师范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贵州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 新乡学院

三峡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海大学 广西大学 湖南大学

南京大学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 百色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南通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长安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青海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南开大学

内蒙古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天津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山西大学 天津农学院

宁夏大学 忻州师范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

云南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重庆大学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宁波大学

九江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台州学院

南昌大学 东北大学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广州大学

泉州师范学院 四川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仰恩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中山大学

河北大学 绵阳师范学院 惠州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韶关学院

吉林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华东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聊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青岛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河北科技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防灾科技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安阳师范学院 复旦大学 许昌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常州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蚌埠医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邢台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南通理工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河北北方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厦门大学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延边大学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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