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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未来项目

第三季度实施情况公示

一、公益未来项目简介

公益未来项目，旨在整合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带动大学生参

与公益。鼓励青年人用创新的方式探索社会问题解决之道，使其成为富有创造力、

行动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青年，创造美好的社会未来。截至 2017 年 12 月，

累计有超过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57 所高校 567 个社团获得支持，1455

名社团负责人获得培训机会，70 万人次青年直接或间接受益。

公益未来以高校公益社团为依托，以大学生为服务对象，开展公益青年学院、

公益创想基金、公益 X实践行动三大品牌活动，引导大学生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

参与社会服务，提升自我能力，塑造社会责任感。项目从发起以来，长期获得社

会各界的支持，开展 6个专项项目，包括：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箭牌

垃圾投进趣项目、SAP 青年责任梦想＋大赛、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希尔顿社

会实践项目、同盾科技社会实践项目；4个大型活动：全国高校公益社团领袖集

训营和大学生公益论坛（青年国际峰会）、99 公益日高校行动和区域培训。

二、项目周期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三、第三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公益未来项目收到希尔顿 Hilton、爱心网友

等捐赠。

四、第三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三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公益青年学院线上课程、箭牌垃圾投进趣、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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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自强人老社友月捐、希尔顿社会实践、同盾科技社会实践、99 公益日青年行

动、益起来·阳光跑道捐步活动。

（一）公益青年学院进展

公益青年学院开展方式包括线上直播课、录播课、线下培训三种方式。第二

季度举行了 1场线上的直播课程，累计接近 600 人次观看。此外，筹备 3个主题

的录播课，包括《创新设计思维》《公益传播》《演讲技巧》。

1.线上直播课程

7月 3日，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规划官员蒋南青博士为公益未

来青年学院直播主题为《SDG 解析》的课程，讲解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的内涵，以及青年人可以为 SDG 做什么。

（图：线上直播课海报）

2、录播课程

7 月 13 日，希尔顿集团亚太区学习与培训经理田阳为公益青年学院录制主

题为《沟通技巧》的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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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田阳老师在摄影棚录制课程）

3.课程上线

《公益青年学院·创新设计思维》及《公益青年学院·公益传播》两门课程

已经在腾讯视频上线，累计观看在 3400 左右。同时，公益未来公众号推送了课

程相关微信文章，以图文形式提炼课程精华、梳理知识点。

（图为两门课程在腾讯视频上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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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公益未来公众号推送的课程相关微信文章）

（二）公益创想基金进展

1. 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垃圾投进趣”校园项目是玛氏箭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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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更绿色的社区。

自 2014 年起，箭牌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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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垃圾投进趣”活动将继续在校园开展，并且在活动形式、高校

支持、传播推广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升级。

（1）2018-2019 高校入选名单公布

7月 20 日，2018—2019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承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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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社团名单公布。本次项目共收到 84 所社团的申请。综合社团实力、既往合作

经验、学校支持力度等因素考虑，共来自 21 个省、直辖市的 50 个高校社团入选，

他们将在校园及周边社区内举办“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与“垃

圾投进趣·环保嘉年华”两部分活动。入选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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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2019 高校培训会暨启动仪式召开

8月 22 至 8 月 24 日，2018—2019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培训会暨启动仪式顺利召开，来自全国 50 所高校社团的代表参加活动。玛氏中

国跨事业部传播总监郑丹丹、心创益创始人武萍、造点创始人程志远、零废弃联

盟政策倡导主任谢新源、阿拉善 SEE 基金会合作发展部公众筹款总监潘崇、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元志中、奥北环保市场项

目负责人刘妍妍、等分别为同学们带来了工作坊或分享。

（图为 50所高校代表参加培训）

（图为 50 所高校代表与全体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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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玛氏中国跨事业部传播总监郑丹丹致欢迎辞）

（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副主任金疏雨做总结）

（图为 5位嘉宾宣布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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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

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是由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SAP”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通过社会责任培训，设计思维创

新能力建设和责任梦想大赛，启迪并赋能大学生社会责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在线“众筹（技术、资金和导师）”鼓励大学生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并扩

大社会影响。

自 2016 年至今已举办两届，累计征集 1412 份议题方案，143 所次高校承办

活动，涉及扶贫济困、教育质量、环保与动保、心理与健康、文化与艺术、健康

与防艾领域。两届大赛校园宣传间接影响约 40 万人次，项目直接受益人超过

12140 名大学生。

2018 年，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结合

数字化创新精神，提出学校及本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社会实践锻炼综

合能力，塑造全球化视野与人格。今年计划在全国 50 所高校开展活动，鼓励学

生组队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600 支。

（1） 全国赛初赛

经过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执行董事/CEO 冯利、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

任丁立、SAP 大中华区总裁办公室高级活动策划专员张妍君、中国扶贫基金会新

长城项目部副主任金疏雨 4 位专家的评审，2018 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

项目全国 30 强诞生。名单如下：

1 福州大学 水滴团队

2 河北工业大学 轻暖抱晖三春队

3 福州大学 煮吧

4 福州大学 肥宅快乐队

5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江豚队

6 广西师范大学 “小天平”志愿服务团队

7 浙江万里学院 雪菜复兴号

8 安阳师范学院 梅雨创益

9 西北民族大学 迎雪梅

10 东北农业大学 东农校青协晨曦团队



9

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守望者团队

12 东北农业大学 AR 水资源管理创新团队

13 太原理工大学 护花小分队

14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跃动

15 中国海洋大学 敬老者联盟

16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留光衣彩”关爱老人行动志愿服务专项支队

17 浙江万里学院 萌动

18 南京中医药大学 imed 青创团队

19 吉林大学 星之梦

2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TIMER

21 四川大学 四方天仪

2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星星相惜

2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博爱队

2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FLY 团队

25 广西大学 Youth for Children

26 新乡医学院 e家医团队

2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蔡小葵

2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从心出发队

29 四川大学 则拉森林

30 广西大学 北辰

（三）公益 X 实践行动进展

1、99 公益日·做改变世界的行动家助力美好学校计划

该活动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结合腾讯“99 公益日”于 2018 年 8 月启动的一项

全民公益行动，倡导大学生公益社团运用移动互联网思维传播“人人公益”的理

念，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通过高校公益社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于 99 公益日三天在线上和校园内进行筹款，最终所筹集善款将用于支持美好学

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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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组织开展线上培训会

高校在校内开展线下路演活动

2018 年 8 月启动项目，招募 87 所高校 97 个项目社团，6000 余名大学生志

愿者共影响 33215 人次参与捐赠 274580.16 元，全部用于支持助力美好学校上好

学项目。

2018 年项目高校名单

序号 省 市 高校名称

1 安徽 滁州市 安徽科技学院

2 安徽 蚌埠市 安徽科技学院

3 安徽 淮南市 安徽理工大学

4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师范学院

5 北京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大学

7 广东 惠州市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8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学院

9 广西 百色市 百色学院

10 广西 桂林市 广西师范大学

11 广西 南宁市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2 贵州 贵阳市 贵州财经大学

13 河北 唐山市 河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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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科技大学

15 河南 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16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17 河南 郑州市 郑州科技学院

18 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19 甘肃 兰州市 甘肃农业大学

20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东北农业大学

21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理工大学

22 黑龙江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师范大学

23 湖北 武汉市 华中师范大学

24 湖北 黄冈市 黄冈师范学院

25 湖北 宜昌市 三峡大学

26 湖北 武汉市 文华学院

27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工程大学

28 湖北 武汉市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9 湖北 武汉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0 湖北 武汉市 中南民族大学

31 湖南 长沙市 湖南师范大学

32 吉林 吉林市 东北电力大学

33 吉林 长春市 东北师范大学

34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35 云南 昆明市 云南大学

36 云南 昆明市 云南民族大学

37 云南 昆明市 云南师范大学

38 江苏 镇江市 江苏大学

39 江苏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

40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大学

41 江苏 南通市 南通大学

42 江苏 徐州市 中国矿业大学

43 江西 赣州市 赣南医学院

44 江西 南昌市 江西财经大学

45 江西 南昌市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 江西 景德镇市 景德镇学院

47 江西 南昌市 南昌航空大学

48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海事大学

49 辽宁 大连市 大连理工大学

50 辽宁 沈阳市 东北大学

51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2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建筑大学

53 辽宁 沈阳市 沈阳科技学院

54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大学

55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大学

56 青海 西宁市 青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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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山东 聊城市 聊城大学

58 山东 青岛市 山东科技大学

59 山东 青岛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60 山西 太原市 山西大学

61 山西 阳泉市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62 山西 晋中市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63 山西 临汾市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64 山西 晋中市 太原理工大学

65 山西 忻州市 忻州师范学院

66 山西 长治市 长治医学院

67 陕西 西安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8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工程大学

69 陕西 西安市 长安大学

70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71 四川 成都市 成都师范学院

72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

73 四川 自贡市 四川理工学院

74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农业大学

75 四川 雅安市 四川农业大学

76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师范大学

77 四川 南充市 西华师范大学

78 四川 成都市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79 天津 天津市 河北工业大学

80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农学院

81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天狮学院

82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

83 新疆 石河子市 石河子大学

84 浙江 台州市 台州学院

85 重庆 重庆市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86 重庆 重庆市 重庆三峡学院

87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2、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是由希尔顿集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

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一直以来致力于倡导大学生通过参与公益的方式解决社

会问题，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团队创造力（Creativity）、团队协作能

力（Teamwork）以及社会责任感（Responsibility)。项目共计支持 17 城市 48

所高校 60 个社团开展实践活动，直接/间接影响 20 万社会公众。

2018 年，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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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以及目标 12：负责任

的消费和生产，提出创新解决方式，通过社会实践锻炼综合能力，塑造有社会责

任感的青年。今年计划招募 20 所高校，动员 3000 名大学生参与活动，征集 200

份方案。

（1） 实践进展

60 支团队正在利用自己的实践经费落地实践自己的公益项目。

（图为华南理工大学蒲公英团队实践）

（图为北京化工大学“生临其境”团队带领孩子们进行巴士逃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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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河海大学如归小组实践）

3、公益未来·同盾科技社会实践

（1）实践进展

目前，20 个社团正按照方案，于暑期开展社会实践。

（图为湖北大学方俊明服务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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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子科技大学爱之翼西部公益教育团队实践）

3、益起来·阳光跑道捐步活动

阳光跑道项目是阿里巴巴公益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该项

目在贫困地区小学校修建塑胶操场和跑道，解决操场表面坑洼、设施陈旧等问题。

项目首期计划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河北等省份的 20 个县，100

所贫困乡村小学校修建阳光跑道，改善贫困地区小学校的硬件设施，帮助至少 1

万名小学生可以更好的开展体育活动，助力放飞孩子们的体育梦想。

7月至 9 月期间 200 余所高校，130464 人次累计捐赠跑道 10767.43 米，接

下来将开始实施跑道建设。

（四）其他活动进展

1、新长城自强人月捐计划

新长城自强人月捐计划 3月启动，7月为所有在捐自强人发送公益未来项目

2018 年度第二季度活动报告，建运营毕业自强人微信群 6个，2700 名新长城伙

伴回归，累计有 1311 名自强人参加自强人月捐计划，累计捐赠总额 90560 元。

资金将于第四季度执行。

2、项目传播情况

公益未来微信公众号在第三季度累计推送 31 篇文章，29558 次阅读。此外，

公益未来微博发布 26 篇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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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与交流

7 月 13 日公益未来项目组成员会同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专家教授

讨论公益未来·拜耳高校行动家项目方案制定。

第三季度项目组成员积极到各个高校进行交流，了解学校的最新动态，并且

倾听校方及学生对公益未来项目的反馈

公益未来项目

2018 年 10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