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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未来项目

第二季度实施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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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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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和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大型活动：全

国高校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和区域培训。

二、项目周期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三、第二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二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公益青年学院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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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成才基金、点亮未来·红旗项目、

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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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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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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投进趣”总决赛

2018-2019 年度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

赛共计吸引到 1316 支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队伍经过校内赛、区域赛、全国赛初

赛、社区实践、全国总决赛初赛的层层选拔。4月 12 日，总决赛在北京林业大

学东配楼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请你回家”团队凭借极具创意的实

践方案与出色的现场发挥，赢得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

限公司、社会创投、传播、环保界评委们的认可，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

（图：总决赛团队获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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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讲话）

（图：玛氏箭牌糖果（中国）企业事务部副总裁滕钢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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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总决赛现场合影）

（2）环保台湾公益行

5月 28 日—6月 2日，本届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青年公益实践大

赛的冠军团队以及优秀社团负责人共赴台湾，开展环保台湾公益行。他们参观了

台湾“你好你好 zero zero”城市环保店、福山植物园自然教育中心、宜兰利泽

焚化炉等地，实地考察了台湾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的经验。

（图：日本环保公益行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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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台湾环保公益行团队认真聆听介绍）

（3）2019-2020 高校报名启动

6月 11 日，2019-2020 年垃圾投进趣活动面向全国高校开放，旨在邀请关

注环保的高校公益社团报名，计划招募 55 个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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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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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已上线 73 个社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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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 X 实践行动进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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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线上培训会

4月 28 日，2019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高校线上培训会召开。来

自全国 22 所高校的社团负责人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了解今年公益未来·希尔顿社

会实践项目的内容和操作方法。

（2）校内赛进展

截至 6 月下旬，经过 22 所高校学生校内的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225 个

队伍报名参赛，平均每校 10 支左右，其中报名队伍数量最多的达到 25 个。

（图：上海海洋大学团队接受评委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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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内评比现场）

2、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夏令营活动

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夏令营活动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一汽联

合发起，组织高校大学生利用暑假到贫困地区高中进行为期 5天的夏令营活动。

活动旨在帮助贫困地区高中生通过参与特定的主题活动，提升面对生活挑战的能

力并激发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为红旗梦想高中自强班学员提供职涯教育，帮助

他/她们在青春期这一重要的转型阶段能够更好地获得自我认同并探索学习、生

活、工作的多元选择，拥有积极 正向的心态，顺利地从高中走向大学，为未来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高校线下培训会

6月 21 日-23 日，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高校培训会在京举行。来自

全国 22 所高校学生代表参与培训，为暑期到贫困地区高中开展夏令营活动做准

备。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副秘书长、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办公室步艳翠副主任出席

会议。本次的培训会邀请百特教育资深培训师，对各高校学生代表进行课程培训。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号召青年大学生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通过夏令营这

种短期能力培养活动，给予大学生团队专业的培训和资金支持，使他们直面复杂

的现实考验，从而对教育贫乏的贫困地区及社会公益有更深的思考和理解。现场

主要以互动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内容涵盖职业画像、职业规划、人生设计等方面。

各高校队长在主题培训环节与讲师探讨活动角色分工扮演以及如何能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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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所诉，提升大学生在“学与教”时的高效转换能力，汲取专业经验用于实践。

（图：现场大合影）

（图：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副秘书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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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办公室步艳翠副主任致词）

（图：大学生代表分享）

（2）活动进展

在培训会结束后，22 所高校大学生将在暑期奔赴 22 个贫困地区高中开展夏

令营活动，用自己的行动点亮未来！

3、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是由花旗集团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

金会联合发起的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一直以来致力于帮助大学生提高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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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的知识，培养他们运用金融知识的技能，预防金融诈骗，最终养成管理自身

财务的良好习惯。

2019 年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于 6月 11 日正式面向全国

高校公益社团开放申请。希望通过为大学生提供金融素质教育，培养他们的金融

技能；引导学生服务社区，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影响人们关注金融、注

重财务管理的意识。截至 6月 28 日，2019 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

项目共收到来自 22 个省 28 个城市 42 所高校的 43 个高校社团报名申请，最终入

选的高校社团将在校园内举办花旗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培训活动。

（四）其他活动进展

1、项目传播情况

公益未来在第二季度累计推送 13 篇文章，18423 次阅读。其中 5 篇为原创

内容。

2、合作与交流

（1）高校交流

4 月 24 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百余名学生来访基金会，由公众互动部

颜俊玲助理主任、石天然、朱超 、李远飞等接待，并向学生介绍基金会、公益

未来和善行 100。

6 月 16 日，太原理工大学志愿者总队举办 15 周年庆典晚会，公众互动部朱

超、武桐受邀参加。

（2）行业交流

5 月 8 日，公众互动部拜访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 ，双方互相介绍

了机构情况并一起探讨了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的进展情况。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项目总监黎兴、项目经理夏天，公众互动部助理主

任颜俊玲、石天然、李远飞参加。

5月 14 日，国际青年基金会执行副董事长 Peter Shiras 一行来访，讨论了

讨论 PST 线上课程项目及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进展，公众互动部石天

然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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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第七届半岛公益发展论坛在烟台召开。公众互动部石天然参加

并分享中国扶贫基金会理念、介绍公益未来及善行 100 项目。

（五）学生活动感想

（1） 环保台湾公益行

 中南民族大学 方蕊：

德雷莎修女曾说：我们常常无法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把破坏的东西恢复到自然，为后代子孙营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环保，共同追求，

才是真正的有福之事。

 中南民族大学 吴登月：

参观荒野保护协会时，他们那种对自然谦卑有礼的态度让人自省，让我们看

到了协会成员执着于此的情怀和为之付出的努力，在不同理念和想法之间的交流

中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环保的可能性。

 西北师范大学 吴晶晶：

小朋友未被教育之前就是一张干净的纸，他们期待被老师教授更多的知识，

而国小的教育正是这样。从小开始做环境教育，由同学们亲手去做资源回收，更

能让他们体会到环保的氛围。

（2） 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王贵基

今天不仅仅是学习，更是一种自我的认识和自我的探索，了解到很多从未接

触过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也让我自己对于暑期的支教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想

用这些方法和方式，来为我们的服务对象进行一段身与心的冲击。

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积累了独特的方法和渠道。今天的一天过

得也很充实，让我感觉到了放下手机认真做一件事的重要性。今天的手机电量是

从大二以来掉的最慢的一次。希望以后的我也能像今天靠近，不仅是学习，还有

生活时间整理，都能变得有序和高效。

 青海师范大学 龚世卓

今天的学习拓宽了我的知识储备量，让我知道除过以往的学习仍然有很多我

们为止的需要探索的。让我们知道了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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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学方式的教学带入情景值得在座每一位的学习去应用到夏令营中。

对于职业生涯规划，视频，游戏，实践的应用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教学方

式的多样式。整个一天下来，体验式教学助推我们进行全天的思考，收获很多。

希望回去后的自己可以结合所学与手册知识，细细品味，让自己的思想得到

迸发，传递给小队员，并且用更好的状态面对夏令营的小伙伴们。

 河北大学 崔雨婷

经过今天一天的培训，我收获到了很多以前没有伸展到的想法和思路。例如

“我是谁”这个环节使我意识到自己除了常规的特点还有许多不经意又十分明显

的特征。我们应该善于观察自己、洞察自己，以及身边人。

时间轴带给了我更多对之前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以及对当前状况的总结和对

未来的期望。问题树和画像则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组内成员、全体成员思想的

碰撞，我很喜欢这个思想碰撞的过程，好像自己也在随着大家的思路不断深入，

不断探索。希望我们也能将相同的思想传授给自强班的高中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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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未来项目

2018 年 7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