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 100 项目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项目介绍 

善行 100 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大型志愿者倡导活动。“善行 100”倡导

大学生志愿服务 100 小时、商场提供场地 100 小时、公众捐赠善款 100 元。通

过善行汇聚全社会爱的力量关爱贫困地区的孩子，倡导全民公益理念。同时志愿

者通过参与活动，增强面对挫折的抗打击能力，增强与陌生人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增加对公益慈善和社会了解，增加领导力和团队组织能力等。善行 100 项目从

2011 年启动至今，累计开展十三期，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24 个城市、

279 所高校、30.4 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为贫困地区、灾区小学生筹

集善款 6509 万元。 

二、活动开展 

（一）高校邀请与确认 

2018 年 6 月 9 日，善行 100 项目组通过在微信、官网、微博等平台发布了

2018 善行 100 温暖行动与加油行动的活动方案、累计吸引了来自全 200 余所

公益社团报名，项目组通过电话面试的形式最终确认了 90 所温暖行动项目高校，

32 所月捐行动项目高校。 

2018 善行 100 温暖行动项目高校名单 

序号 省 市 高校名称 社团名称 

1 安徽 安庆市 安庆师范大学 安庆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2 安徽 滁州市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爱心社 

3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工业大学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4 安徽 淮北市 淮北师范大学 青援社会工作协会 

5 安徽 淮南市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爱心社 

6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学生服务总队 



7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工业大学 新长城北京工业大学自强社 

8 北京 北京市 北京林业大学 阳光社团 

9 北京 北京市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新长城自强社 

10 北京 北京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青年志愿者协会 

11 北京 北京市 中央财经大学 新长城中央财经大学自强社 

12 福建 福州市 福州大学 新长城福州大学自强社 

13 福建 泉州市 仰恩大学 仰恩大学青年志愿者先锋队 

14 福建 厦门市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海浪青年志愿者协会 

15 甘肃 兰州市 兰州大学 新长城兰州大学自强社 

16 广东 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自强社 

17 广东 广州市 广州大学 新长城广州大学自强社 

18 广东 广州市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砺行社 

19 广东 广州市 华南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 

20 广东 广州市 华南师范大学 新长城华南师范大学自强社 

21 广东 广州市 中山大学 新长城中山大学自强社 

22 广东 惠州市 惠州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23 广东 韶关市 韶关学院 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社团联合会 

24 广东 珠海市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新长城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自强社 

25 广西 百色市 百色学院 新长城百色学院自强社 

26 广西 桂林市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星愿桥公益团队 

27 贵州 贵阳市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自强社 

28 海南 海口市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29 海南 三亚市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30 河北 保定市 河北大学 新长城河北大学自强社 

31 河南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32 河南 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33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勤工助学中心 

34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东北农业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35 黑龙江 佳木斯市 佳木斯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36 湖北 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中农业大学自强社 

37 湖北 武汉市 武汉大学 新长城武汉大学自强社 

38 湖北 武汉市 中南民族大学 阳光工作室、自强社 

39 湖北 宜昌市 三峡大学 三峡大学青年志愿者活动指导中心 

40 湖南 长沙市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学生会 

41 湖南 长沙市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益行公益社团 

42 湖南 长沙市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43 吉林 吉林市 东北电力大学 社工协会 

44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 新长城吉林大学自强社 

45 江苏 南京市 河海大学 爱心协会 

46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自强社 

47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大学 新长城南京大学自强社 



48 江苏 徐州市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 

49 江苏 镇江市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予爱协会 

50 江西 九江市 九江学院 新长城九江学院自强社 

51 江西 南昌市 江西财经大学 新长城江西财经大学自强社 

52 辽宁 大连市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53 辽宁 大连市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自强社 

54 辽宁 沈阳市 东北大学 新长城东北大学自强社 

55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部 

56 宁夏 银川市 宁夏大学 新长城宁夏大学自强社 

57 青海 西宁市 青海大学 新长城青海大学自强社 

58 青海 西宁市 青海师范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59 山东 济南市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新长城自强 

60 山东 聊城市 聊城大学 梦想灯塔团队 

61 山东 青岛市 中国海洋大学 新长城中海大自强社 

62 山东 青岛市 山东科技大学 新长城山东科技大学自强社 

63 山东 青岛市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64 山东 烟台市 鲁东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65 山东 烟台市 山东工商学院 爱心社 

66 山西 晋中市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艺家人青年志愿者协会 

67 山西 晋中市 太原理工大学 志愿服务总队 

68 山西 太原市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大队 

69 山西 忻州市 忻州师范学院 忻州师范学院爱心社 

70 陕西 西安市 长安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71 陕西 西安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新长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自强社 

72 陕西 西安市 西安思源学院 校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73 上海 上海市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74 上海 上海市 华东理工大学 新长城华东理工大学 

75 上海 上海市 上海大学 馨苑慈善义工队 

76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师范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 

77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 新长城四川大学自强社 

78 四川 绵阳市 绵阳师范学院 新长城绵阳师范学院自强社 

79 天津 天津市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80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农学院 新长城天津农学院自强社 

81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医科大学 新长城天津医科大学自强社 

82 天津 天津市 南开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 

83 云南 昆明市 云南财经大学 传媒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84 云南 昆明市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学生自强互助社 

85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学生绿社 

86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大学 新长城宁波大学自强社 

87 浙江 绍兴市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经济管理分院团总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 

88 浙江 台州市 台州学院 台州学院志愿者协会 



89 浙江 温州市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工系青年志愿者协会 

90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大学 励行志愿者协会 

 

2018 善行 100 月捐行动高校名单 

序

号 
省 市  高校   社团  

1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新长城北京外国语大学自强社 

2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学 新长城北京交通大学自强社 

3 河北 石家庄市 河北科技大学 爱心接力队 

4 河北 邢台市 邢台学院 爱心同盟 

5 江苏 常州市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励志践行社 

6 江苏 南京市 南京林业大学 新长城南京林业大学自强社 

7 江西 南昌市 江西中医药大学 新长城江西中医药大学自强社 

8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自强社 

9 山东 青岛市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晨露志愿者协会 

10 山东 临沂市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青年志愿者协会 

11 陕西 西安市 陕西师范大学 新长城陕西师范大学自强社 

12 陕西 西安市 陕西科技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13 四川 成都市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14 四川 成都市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学生爱心 6++协会 

15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6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师范大学 新长城天津师范大学自强社 

17 甘肃 兰州市 西北师范大学 新长城西北师范大学自强社 

18 广东 惠州市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团总支志愿队 

19 广东 珠海市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新长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自强社 

20 广东 深圳市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Open Rain 公益 

21 广西 桂林市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思源公社 

22 广西 南宁市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3 河南 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协会 

24 湖北 武汉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长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强社 

25 湖南 长沙市 中南大学 新长城中南大学自强社 

26 吉林 延边 延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7 辽宁 抚顺市 沈阳工学院 沈阳工学院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28 辽宁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 青年精英协会 

29 山西 阳泉市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30 山西 晋中市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 

31 山西 临汾市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32 山西 太原市 山西大学 红枫志愿者协会 

 



（二）善行 100 高校培训会 

2018 年 8 月 18-20 日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善行 100 温暖行动北方区高校

培训会，来自北方 42 所高校社团负责人参会，培训会从项目介绍、捐赠办理、

劝募操作、志愿者培训、活动传播、系统操作、目标分解、心理抗压等方面入手，

以宣讲、工作坊、头脑风暴等形式展开。 

 

2018 年 8 月 26-28 日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善行 100 温暖行动南方区高校

培训会和月捐行动高校培训会，来自 80 所高校社团负责人参会，培训会从项目

介绍、捐赠办理、劝募操作、志愿者培训、活动传播、系统操作、目标分解、心

理抗压等方面入手，以宣讲、工作坊、头脑风暴等形式展开。 

 



（三）善行 100 主视觉元素 

 

（四）善行 100 公益形象大使 

 

 

 

 

 

 

 

 

 

 

2018 善行 100 活动邀请艺人周冬雨和罗晋担任公益形象大使 

2018 善行 100 活动将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12 月 9 日在全国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