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未来项目

第四季度实施情况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益未来青年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3 年发起的青年能力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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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行

动力（Action）和社会责任感（Responsibility）的新一代青年，共创美好未来。

从 2013 年至今，公益未来已经发展成为公益青年学院、公益创想基金、公

益 X实践行动三方面结合的一个平台，相继开展了箭牌垃圾投进趣、花旗大学生

金融素质教育培训、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SAP 青年责任梦想+、希尔顿

社会实践项目、善行 100 等六大项目。过去六年，累计有超过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466 所高校 591 个社团获得支持获得支持，1816 名社团负责人获得培训

机会，80 万人次青年直接或间接受益。

二、项目周期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三、第四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公益未来项目收到爱心网友等捐赠。

四、第四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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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自强人老社友月捐、希尔顿社会实践、同盾科技社会实践、中国石油成才基金、

500X·99 公益日青年行动、益起来·阳光跑道捐步活动。

（一）公益未来 X 实践行动进展

1.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



2018 年希尔顿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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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来自 13 个省 15 所城市的 36 个高校社团报名，

经过评审筛选，最终 20 所高校社团成为今年的项目社团开展实践活动，使更多

的人群能够通过项目实施而受益。

本次活动通过挑战赛的形式举办。流程分为校内赛——全国赛初赛——社会

实践——全国赛决赛暨成果汇报会。大赛目标是召集广大学生提出社会问题解决

方案，每所高校评审出本校优胜团队，校内赛优胜队伍（每校 3支队伍）获得种

子经费进入实践阶段，社会实践结束后，60 支队伍接受评委考核，评选出 20 强

进入全国总决赛。最后，20 强选手将聚集全国赛决赛暨成果汇报会现场，汇报

方案设计及实施后前后的变化/影响等，最终产生全国 20 强排名。

经过 20 所高校学生校内的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151 个队伍报名参赛，

平均每校 8支左右，其中报名队伍数量最多的达到 20 个。

（1）全国总决赛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3 日，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全国总决赛

在上海召开。希尔顿大中华区及蒙古总裁钱进先生、中国扶贫基金会助理秘书长

颜志涛先生、MSC 咨询创始人兼 CEO 谭亚幸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朱捷女士、希尔顿大中华区及蒙古校企合作副总监刘雷、希尔顿亚太区

企业责任执行员郭雪芳、以及多家知名媒体出席本次活动。最终西南民族大学彝

片净土团队获得全国总冠军。

除大赛外，项目还举办了公益集市、工作坊、希尔顿集团总部参观等活动。



（图：总决赛现场全体大合影）

（图：嘉宾在公益集市中试用团队产品）



（图：领导力工作坊）

（图：参赛团队参观希尔顿总部）



（2）香港公益之旅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香港公益之行于 12 月 9 日-13 日在香港开

展，来自西南民族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三强团队的 9名学生参与到

活动中，此次公益之旅将持续 5天，学生们会参观希尔顿康拉德酒店、香港黑暗

中对话、丰盛社企学会、粒粒皆辛苦馆等 10 余家机构，并进行相关学习交流。

（冠亚季军参访香港仁人学社）

（冠亚季军参访香港再造福）

二、公益未来创想基金进展



（一）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

2018—2019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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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社团负责人培训会顺利结束后，各社团在校内展开了大赛宣传和环保

嘉年华活动。经过 50 所高校学生校内的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1316 个队伍报

名参赛，提交 974 份方案。经过校内赛的选拔，150 支团队分别前往华中、华北、

华南、西南、华东 5大区域进行区域赛。

（1） 校内赛

50 所高校在校内进行大赛宣传及校内赛评比。

（图：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在校内宣传大赛）



（图：华南师范大学校内赛获胜选手与评委合影）

（2） 区域赛

12 月，校内赛晋级的 150 支团队分别前往华中、华北、华南、西南、华东 5

大区域进行区域赛，最终 50 支团队晋级全国赛初赛。

（图：华南区域赛合影）



（图：西南区域赛选手答辩）

（3）环保嘉年华

9月至 12 月，50 所高校在本校内或周边社区开展环保活动，倡导垃圾“包

好不乱丢”的环保意识。

（图：华南农业大学在周边社区开展环保活动）



（图：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的同学整理通过分类垃圾桶收集到的可回收垃

圾）

（二）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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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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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线上培训会的学习，50 所高校同学在校

内进行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791 个队伍报名参赛，平均每校 12 支左右，其

中报名队伍数量最多的达到 44 个。

（1）9.9 公益日众筹

在 99 公益日期间，30 强团队发起线上筹款，通过互联网线上众筹的手段，

体验数字化时代的公益新玩法。共计筹得 19306.57 元，1097 名公众参与。



（2）导师计划

共有 30 位 SAP 员工成为志愿者导师，为 10 支团队提供 246 小时志愿服务。

（新乡医学院 e家医团队与导师合影）

（3） 总决赛

12 月 2 日至 12 月 4 日，【以青年之力，创变未来】——公益未来·SAP 青年

梦想+项目总决赛暨三年大会在优客工场成功举办。在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

SAP 以及公域合力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2018 大学生公益现状调查报告》，

来自公益行业、数字化领域、青年创新创业领域大咖参加了圆桌论坛，项目全国

10 强进行了公益项目 PK，还有 9 支青年公益团队通过互动和公益集市的形式展

示了他们的项目。SAP 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区负责人傅琳女士、SAP 大中国区商业

创新首席架构师鲁百年先生、SAP 大学联盟大中华区总监杨焜女士、SAP 大中华

区企业传播高级经理杨艳女士、我会助理秘书长颜志涛、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

春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青年项目负责人高鑫、以及女性民谣乐队“九

野”乐队参与活动。



（图：冠军团队合影）

（图：学生团队在公益集市展示项目并接受访问）



（图：总决赛活动全场大合影）

（三）公益未来·同盾科技社会实践

公益未来·同盾“创想高校行动家”项目是由同盾科技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

合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项目以高校公益社团为依托，以大学生为服务对

象，开展公益未来能力培训、社会实践两大品牌活动。通过征集大学生最佳扶贫

方案，引导大学生创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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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脱贫攻坚。

2018 年，项目号召各个公益社团申报项目，提交实践方案，由中国扶贫基

金会、同盾科技、外部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共同审批、筛选，评选出的社团可获

得实践基金，以便更好的开展项目。12 月，各个社团接收第二笔实践经费，继

续公益项目实践。

（四）自强人月捐·助力自强社

2018 年 10 月公益未来项目组启动了 2018 年秋季成才基金的申报工作，项

目号召各个自强社社团申报项目，提交实践方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审批、

筛选，评选出的社团可获得实践基金。来自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22 个自

强社的 24 个公益项目累计获得 6万元的经费支持。

三、 其他活动进展

1.项目传播情况



公益未来微信公众号在第四季度累计推送 31 篇文章，146498 次阅读。此外，

公益未来微博发布 16 篇图文（含转发）。

2．合作与交流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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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 2 日，由四川大学主办的高校公益社团发展论坛和新长城四川大

学自强社“十年自强路，花开新时代”10 周年庆典在四川大学举行。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福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17 所高校相

关部门老师、自强社社长出席并发言，新长城项目部有关人员参加活动。

（2）10 月 25 日，项目人员出席新长城河北大学自强社举办的 2018 善行 100

温暖行动启动仪式，现场为志愿者代表分享善行 100 公益理念。

（3）12 月 9 日，2018-2019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华中

区域赛在中南民族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华中区域的 9所高校校内赛获胜队伍参加

比赛，最终 9支队伍晋级。公益未来项目组代表参加并担任评委

（4）12 月 9 日，“自强出发·益起未来“——武汉大学公益交流会在武汉

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武汉市的 9所高校公益社团代表参加，交流社团运营经验，

协商未来合作事宜。公益未来项目组代表参加活动。

（5）12 月 21 日，项目人员参加新长城北方工业大学自强社十六周年社庆

并致祝贺词。

（6）12 月 22 日，项目人员参加北京工业大学自强社善行 100 表彰大会暨

换届大会，为优秀志愿者颁奖并与北京各高校参会代表分享公益理念。

公益未来项目

2019 年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