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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未来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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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协作能力（Team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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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善行 100

等五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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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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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一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希尔顿社会实践、点亮未

来·红旗项目、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等。 

（一） 公益青年学院进展 

1月 20日至 1月 26日，2019年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暨新长城自强社社长

培训班在北京顺利举行。来自全国 97 所学校的 123 名社团代表参加此次营会。

在玛氏箭牌、思爱普、希尔顿三家企业的支持下，本次营会邀请到了公益行业专

家、企业 CSR负责人、自强社老社长以及青年领袖等多领域大咖分别围绕公益认

知、社团管理、项目管理、个人管理、视野拓展五个方面为营员们带来一场“公

益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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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营大合影） 

 

（中国扶贫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颜志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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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分享） 

 

（营员积极回答问题） 

 

（营员参观阿里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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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路演展示） 

 

（二）公益创想基金进展 

1. 公益未来·玛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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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国赛初赛 

区域赛开展完毕后产生全国 50 强。五位评委：郑丹丹、毛达、赵圆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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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雨、元志中对 50强方案进行评分，最终产生全国 20强名单： 

 

（2） 20 强社会实践 

20强每支队伍已收到 1万元经费，正在实践他们的项目。 

序号 学校 队伍名称 项目内容 

1 中南民族大学 请“你”回家团队 
给瓜子和口香糖外包装附着印有广告的纸，方便消费者

“包好不乱丢” 

2 北京林业大学 瓦力队 门票与垃圾袋结合，方便回收景区垃圾 

3 成都理工大学 创行团队 利用咖啡渣制作香皂 

4 华南师范大学 游击队 共享快递盒及其回收再利用 

5 西南民族大学 鱼胶似漆队 利用鱼的副产品制作鱼胶漆（类似于乳胶漆） 

6 中南大学 杂症听诊器团队 
针对不同垃圾乱丢现象（比如奶茶乱丢、餐盒乱丢

等），进行垃圾桶设计及分类引导 

7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互联网+可再生微公益队 扶贫与废品回收相结合 

8 广东财经大学 MVPs 团队 广告布的二次利用与回收 

9 北京化工大学 重金属小队 咖啡渣滓利用其吸附性重新利用 

10 四川师范大学 Throw in 环保志愿者队 线上线下（高校、商业女性）结合，进行化妆品的回收 

11 中南大学 ReCarton 项目组团队 快递纸箱的回收再利用 

12 长沙理工大学 天生 free 团队 将旧衣物进行加工，做成快递袋，同时配备防盗装置 

13 华中农业大学 超能陆战队团队 不剩饭、不剩菜打卡行动 

1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E+团队 年花、年桔梗的回收利用 

15 浙江万里学院 归巢团队 厕所垃圾新型设计 

16 四川大学 出趣玩队 厨余垃圾垃圾桶设计，将厨余垃圾分类降解 

17 广东财经大学 新潮袋团队 运用可降解材料制作创意垃圾袋 

18 北京科技大学 一定和外卖有关 引导学生将垃圾投入到贩卖机，累计积分，购买商品 

19 华中农业大学 绿荫下团队 关于塑料袋的浪费的解决以及循环布袋的推广使用 

20 太原理工大学 IC 团队 

通过自动贩卖机购买的饮料每瓶附带 5 毛押金，激励

购买者饮用后将空瓶投回固定回收点，待投回空瓶后返

回押金并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 



 6 

 

（广州财经大学新潮袋团队街头宣传） 

 

（中南民族大学请你回家团队社区活动） 

2. 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 

公益未来·中国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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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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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开始了 2019年的项目报

名工作。入选社团提交申请材料，并在益路同行 APP 上发起项目。所发起的

项目内容为本社团从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一学年的持续性活动计划。

通过审核后，将在 APP 上邀请公众对所提交的项目进行“点赞”支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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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社团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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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本次项目已收到 31 个社团的项目申请。在综合考虑申请项目书、

社团实力、既往经验、学校支持程度等因素后，已有两批共 18个项目在益路

同行 APP上上线。第一批的 12个社团“点赞”支持全部达标，第二批的 6个

社团正在集赞中。入选社团项目名单如下： 

 

（三）公益 X 实践行动进展 

1、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 社团 

1 流动图书角 贵州财经大学 新长城贵州财经大学自强社 

2 义工月 山东科技大学 新长城山东科技大学自强社 

3 爱心雨伞活动 重庆大学 勤工助学服务总队（原励行志愿者协会） 

4 
水果流动儿童激励计

划 
中国人民大学 水果暖你心 

5 青春之行，始于黄埠 福州大学 新长城福州大学自强社 

6 
枣到归属科技支农项

目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

院 
淬炼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7 益心宜益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 
家教中心 

8 书心校园毕业生捐赠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勤工助学中心 

9 爱心书屋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自强社 

10 半岛公益发展论坛 烟台大学 西望桥公益组织 

11 以旧换“心”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12 小学生培训大学生 湖北大学 湖北大学志愿者协会 方俊明志愿服务队 

13 善行传情，爱满光影 山西财经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14 指尖传爱 新乡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爱·手语”服务队 

15 红叶行动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 

16 情系上尧❤爱心支教 广西大学 思源社 

17 千里探行 携手探索 九江学院 新长城九江学院自强社 

18 照亮生活 山西农业大学 青年志愿者实践部 

http://handinhand.cnpc.com.cn/cms/item_all_list.html
http://handinhand.cnpc.com.cn/cms/item_all_list.htm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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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升大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协作能力，

增强社会责任感。项目已支持 17 个城市 68 所高校 80 个社团开展实践活动，

影响了 30万社会公众参与。 

2019 年，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社会问题中的三个议题：包容性增

长（inclusive growth）、本地产业帮扶（local investment）、减灾（disaster 

relief）以及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提出创新解决

方案，提升综合能力，塑造全球化视野。 

（1） 项目报名情况 

向各校发项目邀请函、方案、报名通知等文稿，通过邮件、QQ群、微信

推送等方式向各高校开放报名。共计 42个社团报名，最终确认 22所社团入

选。入选名单如下： 

序号 省份 城市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林业大学 阳光社团 

2 北京科技大学 爱心满屋 

3 北京化工大学 自强社 

4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自强社 

5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大学 自强社 

6 中南民族大学 自强社 

7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林业大学 自强社 

8 辽宁省 沈阳市 东北大学 自强社 

9 山东省 青岛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探路者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心 

10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科技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11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海洋大学 Round Earth 环保协会 

12 上海交通大学 绿色爱心屋 

13 华东理工大学 自强社 

14 华东政法大学 华政微公益 

15 

四川省 成都市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16 四川大学 自强社 

17 四川师范大学 自强社 

18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19 天津农学院 自强社 

20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万里学院 公益创业研究会 

2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 自强社 

22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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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活动进展 

1、项目传播情况 

公益未来微信公众号在第一季度累计推送 13篇文章，18574次阅读。此外，

公益未来微博发布 15 篇图文。 

2、合作与交流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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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我部受邀到井冈山全国青少年革命教育基地，参加由团中央主

办的关爱乡村青少年志愿服务培训班。培训会上，颜俊玲助理主任作专题分享：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念和志愿项目资金募集与推介传播方式。有来自中西部七省的

各级团委相关 120余人员参会。 

 

 

                                                    公益未来项目 

                                              2019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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