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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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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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2108 名拥有丰富工作和管理经验的社团领袖，85万人次青年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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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专项项目，包括：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玛氏

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点亮未

来·红旗梦想夏令营、青年视野拓展·俄罗斯活动、新长城老社友月捐；2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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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项目筹资情况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公益未来项目通过互联网筹款渠道在腾讯、

网店和蚂蚁平台筹集资金 118078.08元。另外，项目组收到 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和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等其他来源资金 3190691.58 元，共

计筹集 3308769.66元。 

 

四、第三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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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

希尔顿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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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梦想夏令营等。 

（一） 公益青年学院进展 

1. 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 

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大学生金融

素质教育项目，一直以来致力于帮助大学生提高金融、财务的知识，培养他们运

用金融知识的技能,预防金融诈骗，养成管理自身财务的良好习惯。 

2019 年，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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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2020 高校入选名单公布 

7月 23日，2019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共收到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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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来自 17

个省、直辖市的 50个高校社团将入选。 

2019 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入选高校名单 

序

号 

省市 高校名称 社团名称 

1 安徽 宿州学院 益起来爱心社 

2 安徽 安徽科技学院 环境保护协会 

3 安徽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新长城华北电力大学自强社 

5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新长城北京化工大学自强社 

6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自强社 

7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新长城北京工业大学 

8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9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新长城中央财经大学自强社 

10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自强社 

1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自立自强联合会 

12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新长城北京交通大学自强社 

13 福建 闽江学院 闽江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心 

14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新长城华南师范大学自强社 

15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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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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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河北 防灾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8 河北 华北理工大学 共青团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委员

会 

19 河南 新乡医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20 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校自强社 哈尔滨理工大学校自强社 

21 黑龙江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友爱社工协会 

22 吉林 吉林大学 新长城吉林大学自强社 

23 吉林 吉林农业大学 大学生自强联合会 

24 吉林 延边大学 延边大学繁星青年志愿者协会经济

管理学院分会 

25 吉林 东北电力大学 社工协会 

26 江苏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27 江苏 河海大学 河海大学爱心协会 

28 江苏 南京大学 新长城南京大学自强社 

29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 

30 辽宁 大连海事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31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自强社 

32 辽宁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自强社 

33 山东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34 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新长城中国海洋大学自强社 

35 山东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 

36 山西 忻州师范学院 忻州师范学院爱心社 

37 山西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淬炼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38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新长城陕西师范大学自强社 

39 陕西 西安培华学院 西安培华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40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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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上海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2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3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44 四川 四川大学 新长城四川大学自强社 

45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6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新长城天津师范大学自强社 

47 天津 天津天狮学院 天津天狮学院自强社 

48 天津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9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50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51 黑龙江 哈尔滨学院 暖阳社工活动中心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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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培训会暨启动仪式 

8月 5日至 8月 7 日，2019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高校培训会暨启动仪

式在京举行，来自全国 51所高校的社团负责人参会。项目组通过公益理念分

享、项目实操、案例分享、活动开展技巧等方面展开培训。中国扶贫基金会王

鹏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孟祥轶教授、北京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

中心赖恽副理事长、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陈潇斐副总干事出席 8月 7日的启

动仪式。 

（图：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副秘书长致辞） 

 

（图：学生互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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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央财经大学孟祥轶教授发言） 

（图：大学生代表分享） 

（图：现场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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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践进展 

自 9月 21日起，2019公益未来·大学生金融素质教育项目区域金融培训会

分别在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举行。各校

园培训师在接受培训后于 10 月至 12 月在高校及周边社区组织公众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活动。 

 

2.点亮未来•红旗梦想夏令营 

点亮未来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全国高校团委、学生处发起的短期能

力培养项目。项目组织大学生在课余时间走进贫困地区学校，以特定的主题，在

3-5天的活动中推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获得自信心培养、视野拓展以及符合自

身需求的人生规划。此外，锻炼大学生的同理心、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

力。 

项目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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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四川大学等 22 所高校参与 2019 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夏令

营项目，在全国 12个省的 20个新长城高中自强班开展为期五天的夏令营，通过

互动课程带领高中生探索自我和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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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学生与项目学校互动） 

 

（图:课堂活动） 

 

（图:课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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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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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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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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高校入选名单公布 

  7 月 12 日，2019—2020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共收到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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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21个省、直辖市的 55个高校社团将入选为今年的项目社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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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入选高校名单 

序

号 

省市 高校名称 社团名称 

1 安徽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环境保护协会 

2 安徽 合肥师范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3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新长城北京化工大学自强社 

4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爱心满屋 

5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绿萌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 

6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阳光社团 

7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新长城北京师范大学自强社 

8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自强社 

9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10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团委志愿者

分会 

11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社团联合会 

12 福建 福州大学 新长城福州大学自强社 

13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新长城西北师范大学自强社 

14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未来总裁协会 

15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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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砺行社 

17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 

18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新长城华南师范大学自强社 

19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大学生公益乐群社 

20 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21 海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2 河北 河北工程大学 大学生环保协会 

23 河北 华北理工大学 共青团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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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黑龙江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25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中农业大学自强社 

26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新长城中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27 湖北 湖北大学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志愿者协会 

28 湖南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绿色科技协会 

29 湖南 湖南工业大学 爱在工大·义工联合会 

30 湖南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益行公益社团 

31 吉林 延边大学 延边大学繁星青年志愿者协会经济管理学院分

会 

32 江苏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予爱协会 

33 江苏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34 江苏 南京林业大学 新长城南京林业大学自强社 

35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 

36 江西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绿树社 

37 宁夏 宁夏大学 新长城宁夏大学自强社 

38 青海 青海大学 新长城青海大学自强社 

39 山东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0 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自强社 

41 山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探路者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心 

42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志愿服务总队 

43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新长城陕西师范大学自强社 

44 上海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5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46 四川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环保志愿者协会 

47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 

48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 新长城西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49 四川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学生爱心 6++协会 

50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51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自强社 

52 云南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学生自强互助社 

53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爱心社 

54 浙江 浙江万里学院 公益创业研究会 

55 重庆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孔儒社工协会 

56 上海 上海大学 环保社 

（2）“垃圾投进趣”培训会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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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3日-25日，2019-2020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培训

会暨启动仪式在京举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玛氏箭牌企业对外传播

经理韩潮、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创始理事元志中、零废弃联盟联合发起人毛达、蓝

标数字互联网事业群组总经理李琳、奥北环保北京分公司项目经理张琳、可持续

潮牌主理人黄宁宁等嘉宾，以及全国 55个高校的公益社团项目负责人参加。 

（图：启动仪式现场照片） 

（图：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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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玛氏箭牌糖果（中国）企业事务部经理韩潮讲话） 

 

（图为 5位嘉宾宣布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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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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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项目共上线 31 个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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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 216030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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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进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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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地球保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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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南民族大学手护团队) 

（四） 其他活动进展 

1. 公益未来·青年视野拓展计划 

2019 年 8 月 25 日至 31 日，来自 17 所高校的 34 位师生，赴俄参加由中

国扶贫基金会发起，途牛旅游网捐赠支持，为期一周的“公益未来·青年视野

拓展计划”。此次“青年视野拓展计划”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未来项目的一

部分。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拓展青年大学生国际视野，培养有理

想、有能力、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俄建交 70 周年

之际，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在公益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大学生，与高校主管

老师一起赴俄罗斯，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国立高等经济研究

学院里，中俄两国青年进行了对话交流。 

 

（图：参观中国驻俄大使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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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俄两国青年进行对话交流） 

 

（图：交流师生进行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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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成果汇报会大合影） 

1、项目传播情况 

公益未来微信公众号在第三季度累计推送 18 篇文章，47563 次阅读。其中

15篇均为原创内容。 

2、合作与交流 

高校交流: 

7月 17日，公众互动部接待挑战中国学员参访，为 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

校代表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分享公善行者、善行 100、公益未来等项目，并为

同学们普及公益理念。公众互动部朱超、武桐、欧敏、徐宁参加。 

9 月 20 日，公众互动部朱超分别拜访东北农业大学校团委和东北林业大学

学生处，调研高校需求，推进高校爱心包裹定点帮扶工作开展。 

9月 20-21日，2019 善行 100温暖行动西北区域和东北区域高校骨干负责人

专项培训会今天分别在长安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举行。公众互动部为 20 所高校

100余名社团骨干展开培训，促进温暖行动开展。公众互动部朱超、武桐、马超

分别做主题分享。 

9 月 27-28 日 2019 善行 100 温暖行动华东区域高校骨干负责人专项培训会

在江苏大学举行。项目组为 50 所高校余名社团骨干和指导老师展开培训，为温

暖行动开展做准备。江苏大学校团委书记王丽敏、副书记张文娟出席培训会并致

辞。公众互动部朱超、马超参加。 

9 月 29 日，公众互动部朱超拜访南京大学学生处，并和南京大学自强社主

要骨干交流。学生处王辰成老师和自强社社长分别分享了学校公益现状和自强社

活动开展情况。就未来项目合作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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