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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未来
项目简报

第四期

公益未来秋季项目主要开展 2016 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花旗·第三期

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三个项目均

于 9月份启动，10—12 月份开展，参与高校 150 所（次）。

新长城项目部

公益未来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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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一、项目名称

拥有美好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二、项目简介

花旗中国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启动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帮助他们获得自我管理的技能，并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在金融学术机构的

帮助下，项目开发出一套金融素质教育培训课程和教材，帮助大学生提高财

务管理意识，此外还特别设立了 一个评估体系，衡量课程效果。

2014 年项目第一期在京津两地的 10 所高校的自强社开展，1358 名学生

报名参加。2015 年项目第二期在北京、天津、四川、江苏、湖南和辽宁六地

的 15 所高校的自强社开展，2521 名学生报名参加。

2016 年，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金融素质意识及知识水平与能力，今年不

仅将继续为大学生提供金融素质教育培训课程，还将首次开展金融辩论赛，

提高青年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学习能力等，进一步巩

固所学金融知识，提高教学质量。

三、高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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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进展

20所高校社团负责人培训会合影

2016 年 10 月 30 日，来自 10 个城市的 20 所高校的 39 名社团负责人齐

聚北京。为期一天半的培训会让各位负责人充分认识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公

益未来项目；对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产生了更深入的了解，了解项

目发起缘由，如何更好的在校开展课程培训及辩论赛；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

同学们集思广益，不仅打开了做项目的思路，同时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管

理能力。

2016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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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副行长滕红军先生祝贺获奖的

大学生和社团，并表示：“花旗长期不懈支持金融教育，我们深信，金融教育

不单单传递知识，也丰富了学生们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个人和

家庭的生活质量，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作为一家负责任的

金融机构，花旗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积极支持并开展了一系列金

融能力培养的项目。我们也希望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共同参与并推动

项目的持续发展。

高校宣传

讲师前往项目学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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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一、大赛简介

“2016-2017 青年公益实践大赛”是由“垃圾投进趣”项目发起的、旨在

召集富有创意、热衷环保的大学生们，运用商业思维及创新意识，策划环保

方案、参与公益实践，号召更多的社区居民自觉养成“包好不乱丢”的文明

行为，并在参赛过程中挖掘自己的潜能，培养自己的企业家精神。

二、大赛赛制

初赛 | 2016 年 9 月下旬至 11 月初

#敢策划# 提交环保推广方案，用创意策划和实践可行性打动评委

评选细则：以号召公众承诺“包好不乱丢”为主题，面向高校生征集策划方

案。参赛者以组队方式进行报名及线上提交方案，大赛评委将根据方案的创

意、社交媒体表现力、实践可行性及方案完整度进行综合评估，评选出 60 强

团队颁发“优秀策划奖”，其中的前 40 强团队还能直接晋级复赛。

复赛 | 2016 年 12 月初

#敢实践# 40 强队伍走进社区实践方案，用执行力号召公众加入“包好不乱丢”

阵营

评选细则：大赛组委会为 40 强团队提供每队 2000 元的基本执行资金，鼓励

学生进入社区亲身实践，面对面号召公众为“包好不乱丢”行动起来。在固

定成本内号召最多居民参与行动的团队则有资格晋级 10 强。

决赛 | 2017 年 3 月下旬 | 北京

#敢演说# 现场陈述方案创意及实践成果并接受评委提问，说服全场角逐“最

佳 C’E’O”

评选细则：成功晋级的 10 强团队将在北京总决赛现场的舞台上陈述自己的方

案创意及实践成果，并接受评委团提问以此决出终极名次。同时，本轮 10 强

队伍代表将可以参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举办的公益领袖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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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进展

高校培训会＆项目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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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宣传照片集

四、项目成果

大赛共影响到 108 所高校提交大赛方案，其中来自 30 所项目高校的方案

508 份，其他学校的方案 200 余份，最终筛选合格的方案共 620 份进入初赛。

经 5位评委为期一周的评审，最终产生全国前 60 强队伍名单。其中前 40

强团队将获得大赛组委会提供的 2000 元实践基金，用于方案开展，号召更多

居民参与“包好不乱丢”文明行为，打造洁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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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阵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鹏、牌中国传播总监郑丹丹女

士、奥美社交资深创意总监赵圆圆先生、CAPE 全球青年实践网络创办人陈露

先生、TOPYS 创始人黄永敏先生担任

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

一、项目背景及意义

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是由中

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石油共同发起的大学

生成才支持项目。该项目提供平台与资金支持

高校学生社团开展积极向上的公益、创新活

动。通过“益路同行”APP 建设一个依托移动

互联网的创新型公益宣传推广平台，旨在传递

全民参与公益的理念，鼓励高校大学生关注社

会问题，以新角度、新思维寻求解决社会问题

的有效方案，以公益创想推动社会创新。

“益路同行”是一个鼓励和资助创新型公

益项目并提供展示、分享及交流的平台。在这里，人人可支持或发起公益创

想。

二、项目内容

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通过入选社团提交申请材料，并在益

路同行 APP 上发起项目，邀请公众对所提交的项目进行“点赞”支持。所发

起的项目内容为本社团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一学年的品牌活动。对

于“点赞”支持达到一定标准的社团，将会获得实践基金执行公益项目。与

此同时，也是给社团提供一个向校园及周边社区展示、反馈项目进展、提升

知晓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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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流程

日期 阶段 内容

9月 15 日-30 日 项目申报
获得推荐的社团提交为期一年的项目方案

（可以包 1-5 个活动）等材料。

10 月 1日-15 日 项目审核 组委会对提交的项目进行审核筛选

10 月 17 日

至

12 月 18 日

上线集赞

（分四批上线）

入选的社团将提交的项目方案上线至“益路

同行”APP，并且通过为期 15 天的集赞活动，

达到目标值 4000 个赞，即可获得组委会提供

的活动经费。

12 月下旬 第一笔经费拨付

为集赞成功的社团分两笔拨付经费 5000 元，

社团需提交《到账确认单》盖章原件寄送到

组委会。

10 月 17 日

至次年 6 月 1 日
项目实施 将所提交的项目进度执行

12 月 30 日前 中期总结
在“益路同行”APP 上提交中期总结报告，

包括项目进展、财务报表等。

次年 6 月 1 日 项目结项 提交项目结项报告

次年 6 月中旬 第二笔经费拨付
结项报告提交完毕后，将会给社团拨付第二

笔经费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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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进展

9 月—11 月期间通过邀请、主动申报等多重方式，共收集创想 108 份，

通过一轮审核上线 105 份，最终完成集赞获得项目经费的社团为 99 个。

上线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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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

一、项目名称

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

二、项目背景

SAP 青年责任梦想+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 SAP 公司发起的一项激励大学

生关注社会问题的项目。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号召在校大学生积极开展社

会话题讨论，针对现有问题，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扶贫济困、

社会倡导等问题整合社会资源并提出可靠有效的解决方案。该项目旨在激发

中国青年人才有责任，有担当，助力其以智慧实现梦想，开创美好明天。

三、项目进展

西南民族大学校园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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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校园宣讲会

经 80 支校园宣传团队大力传播，本项目共收集大赛方案 670 个，组委会

对方案进行海选，共计选出 104 份优秀方案进入一轮评审。一轮评审共邀请 5

位专家评委对方案进行评审，产生全国 50 强团队名单。目前 50 强项目已经

上线，进入第二阶段的点赞与技术众筹。

评委阵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颜志涛、华北电力大学社会企业

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SAP 大中华数据库及平台解决方案高级销售经理罗凯、

SAP 大中华区售前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杨升、SAP 大中华区企业社会负责人傅

琳、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冯利、社创之星执行委秘书长陈

迎炜。

评委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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