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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目标

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带动大学生参与公益，从而促

进青年大学生了解公益慈善，培育现代公益理念，推动中国公益未来的发展。通

过校园社团公益活动的开展，培育出一批有理想、有爱心、有能力的中国未来公

益的栋梁之才。

（二）项目受益对象

高校公益社团、高校大学生

（三）2016 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16年，公益未来项目主要在 4 大方面展开工作，其中包含：一为社团搭

建信息展示平台及管理后台、通过微博和微信多渠道为社团做展示、传播；二是

给予公益社团智力支持；二是为高校社团领袖提供能力培训，包括举办公益社团

领袖集训营、全国高校公益论坛；三是进行研究调查，发布《年度大学生公益现

状调查报告》；四是支持高校开展全国性公益项目，包括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

赛、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SAP青年责任梦

想家等项目，同时为 200 余个社团提供成才基金，支持公益社团开展各类公益活

动。自 2013年项目启动以来，项目累计覆盖 190所学校，292 个社团，1000余

名社团负责人获得培训机会，20 万人次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时

间 464万小时，有 30万人次直接或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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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未来能力培训营概况

（一）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

1、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活动简介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第三种力量，公益事业在我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广阔舞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5 年后，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10 年后，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20 年

后，他们将成为中坚力量；30 年后，他们中有的是企业家、媒体精英、公益组

织领袖抑或是普通的一份子，他们将主宰中国公益的未来。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走进了社会福利机构、学校的公益社

团，去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社团中参与活动奉献爱心的同时，如何在一个

团队组织中提升个人能力、扩展人脉，以及怎样准备才能对未来求职就业有更大

帮助也是大学生在社团中迫切想学习的。

公众互动部举办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主要为热衷于公益活动的学生提供一

个渠道，让这类学生更多的接触优秀的参加公益活动的同龄人和国内外成功人

士，获悉慈善事业的运作，并且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了解更多的先进文化，体

验和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因此以集训营的形式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能力，对中国公益的未来培养人才。

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从 2012 年启动，每年年初进行，截至 2016 年 2 月，

活动已经开展五期。

2、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活动名称、主题和口号

2016 年主题：更好的我和我们

活动名称：2016 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暨新长城自强社社长培训班

口号：携手公益 共赢未来

目标人群：全国高校自强社社长及公益项目负责人（部长级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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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闭营仪式

企业精英与社团领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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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未来社会实践营概况

（一）公益未来·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

1、公益未来·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简介

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由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

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联合发起，该赛事自 2012 年

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旨在通过征集大学生公益性暑期实践方案、奖励获

奖团队实践活动的形式，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公

益。

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将面向全国范围内在校大学生展开，主要针对大学

生暑期社会公益实践活动，凡自愿从事公益实践并在暑假期间付诸行动的大学生

团队，均可向大赛组织方提报实践方案，经过方案初选和现场决赛环节后，全国

50 强团队将获得好丽友公司提供的“公益梦想基金”，全国 15 强团队成员代表

于 8月份赴台湾同当地 NGO 及台湾学子开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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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未来·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成果

2016 年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总计在 101 个高校开展，累计征集公益活

动方案 724 个，经过逐层评审，最终产生 6 个金奖、9个银奖、15 个铜奖及 30

个优秀奖。金奖与银奖团队代表及优秀校园宣传团队代表获得了参加台湾公益之

旅的资格。

成果展示

金奖与银奖团队代表及优秀校园宣传团队代表参加台湾公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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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1、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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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成果

本期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共在全国 10 个城市的 20 所学校开展，20

所学校的 39 位负责人在参与项目培训后在学校开展校园宣传、学员招募并组织、

配合课程开展。20 所学校累计开班 155 次，培训大学生 3451 人。另外，本期项

目创新性的增加了大学生辩论赛环节，各高校将于 2017 年上半年在校内开展金

融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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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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提出金融辩论赛，图为北京交通大学

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辩论队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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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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宣传活动

讲师前往项目学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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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1、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简介

“垃圾投进趣”是玛氏箭牌于 2013 年在中国启动的公众教育项目，一直以

来致力于倡导“包好不乱丢”的文明意识、培育妥善处理垃圾的负责任公民行为、

营造更绿色更洁净的社区。自 2014 年起，箭牌基金会开始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

于全国高校开展“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与“垃圾投进趣·社区

嘉年华活动”， 旨在召集富有创意、热衷环保、敢于实践的青年学子，运用商业

思维及创新意识，策划环保方案并亲身参与公益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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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成果

本期项目共在全国 30 所高校开展，其中新社团 15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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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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负责人培训会

2016 年箭牌·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启动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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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宣传照片集

（四）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大赛

1、公益未来·SAP青年责任梦想+大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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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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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未来·SAP青年责任梦想+大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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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强项目上线大赛官网，完

成集赞过程。10 强方案上线筹款及决赛环节将于次年 2月份完成。

西南民族大学校园宣讲会

北

京林业大学校园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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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现场评审

四、公益未来社会实践营概况

（一）公益未来春季成才基金项目

2016 春季学期成才基金项目，总共吸引了来自 47 所高校的 112 个项目。最

后经审批通过了 46 个项目。拨付经费 38323 元。

（二）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

1、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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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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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项目成果

9月—11 月期间通过邀请、主动申报等多重方式，共收集创想 109 份，通

过一轮审核上线 106 份，最终完成集赞获得项目经费的社团为 100 个。

上线项目展示

五、公益未来平台支持

（一）全国高校公益论坛

1、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活动简介

在搭建企业、高校、NGO、媒体，专家学者共同支持高校公益的平台，激发

大学生参与公益的热情，推动高校公益的创新与发展。2012 年起，中国扶贫基

金会连续举办全国高校公益论坛。历届论坛，我们成功邀请了阳光媒体集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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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席杨澜女士、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先生，团中央、民政部、腾讯、阿

里巴巴等政府及企业嘉宾，一起共话青年人的公益未来。通过论坛，探讨了全国

性高校公益项目的发展方向，开启了更多倡导型项目，如好丽友公益梦想大赛，

“圆梦中国”公益我先行，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等。

2、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活动概况

2016 年全国高校公益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共有百余所高校社团负责人及

爱心企业参与。

百余所高校社团领袖齐聚一堂

明星杨童舒现场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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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6公益未来项目大事记

1 月 21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2016 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暨《2015 年

度大学生公益现状调查报告》发布”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报告厅举行。

全国高校公益论坛刘文奎秘书长参与坐而论道

6 月 9-10 日，2016 公益未来·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

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举行。现场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支队伍展示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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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丽友公益梦想实践大赛总决赛

10 月 14 日，2016 年箭牌·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启动宣讲会在北京林业大

学顺利举行。

王鹏秘书长助理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10 月 31 日，2016 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启动仪式于北京交通大学

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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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最执行副会长与嘉宾共同启动 2016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11 月 5 日，“善行 100 五周年暨 2016 温暖行动”全国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配殿举行。

段应碧会长与嘉宾揭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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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益未来项目工作设想

1、重新梳理公益未来的模式，以培养青年知识、才干和品质为基础，提升青年

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创新意识。

2、构建利益相关方合作互利的平台：将企业伙伴、高校老师、专家学者、有关

部门政府、大众媒体、青年人聚拢，以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卷入到公益未来中，相

互提供资源，实现美好的公益未来目标。

3、将项目模式分为：培训类、大赛类、实践类三种，并且针对不同的类别有专

门的操作手册，企业参与以项目类别来划分。

4、加强公益未来母品牌的传播意识，建立传播规则。

5、开展高校青年发展峰会、高校青年先锋评选、建立公益未来区域联盟和校友

会。

致谢

2016 年，公益未来项目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段，值此感谢所有支持公益未来

项目的企业与机构。

联系我们

姓名：颜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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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010-82872688-717

邮箱：yanjunling@fupin.org.cn

网站：www.gongyiweilai.org.cn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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