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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简介 

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旨在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提供经

济资助和成才支持服务，帮他们实现求学之梦。 

（一）受益对象 

以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为帮助对象。学生选拔标准：①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建档立卡户优先；②学生品学兼优。 

（二）项目模式 

1、班级人数：50人/班 

2、班级模式：虚拟班为主，可设实体班 

3、班级氛围 

自强：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但学习成绩优秀 

互助：同学们家境相似，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互为榜样 

4、班训：自强不息、追逐梦想 

（三）项目内容 

1、经济资助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生活费资助。 

2、成才支持 

（1）鼓励学生自我管理，组建班委会，同学间相互帮助、相互

鼓励； 

（2）组织举办各种互动交流活动，减轻自强班同学的心理负

担，帮助他们丰富知识。 

 



 

二、第三季度资金募集与支出情况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累计

接受社会捐赠32,085,680.57元，支出项目资金15,892,854.98元。 

 

三、第三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资助情况 

1、 加多宝·学子情助学项目 

9 月，项目为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本科院校的学生发放助学

金，每人 5000 元，共计为 13 个省，22所项目学校的 600名学生发

放 300 万元助学金。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学校 省 县 

资助

人数 

资助总

金额 

1 渭源县第一中学 甘肃省 渭源县 35 175000 

2 靖西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靖西县 20 100000 

3 
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

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都安瑶族自治县 30 150000 

4 正安县第一中学 贵州省 正安县 20 100000 

5 雷山民族中学 贵州省 雷山县 30 150000 

6 河北平山中学 河北省 平山县 21 105000 

7 
河南省嵩县第一高级

中学 
河南省 嵩县 35 175000 

8 延寿一中 黑龙江省 延寿县 20 100000 

9 建始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 建始县 30 150000 

10 竹溪一中 湖北省 竹溪县 35 175000 

11 竹山一中 湖北省 竹山县 35 175000 

12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

中学 
湖北省 丹江口市 15 75000 

13 麻城一中 湖北省 黄冈市 35 175000 

14 镇赉县第一中学校 吉林省 镇赉县 30 150000 

15 石城中学 江西省 石城县 35 175000 

16 永新中学 江西省 永新县 15 75000 

17 奈曼旗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旗 35 175000 



 

2、 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 20-21 学年助学金拨付 

7 至 9 月，项目为 18 级、19级自强班学生拨付 20-21学年助

学金，累计为 18 个省，72 所项目学校，92个自强班的 4450 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拨付助学金，共计 902万元。 

3、 旭航奖学金拨付 

9 月，项目为 15 所旭航助学项目学校中 2017 级考入一本院

校的旭航班毕业学生拨付旭航奖学金，共计 266 人受益，拨付总额

133 万元。 

 

（二）项目活动 

1、 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活动启动 

2020年 8 月 12日，由加多宝集团主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协办

的 2020 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隆重举

行。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涂义才、教育部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副处长李兰香、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中国扶

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2001年至 2019年，加多宝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精准

扶贫”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善促善，人人公益”的理念，为寒门

学子发奋图强保驾护航。 

18 冠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 冠县 25 125000 

19 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山东省 冠县 24 120000 

20 苍溪中学 四川省 苍溪县 35 175000 

21 梁河县第一中学 云南省 梁河县 10 50000 

22 迪庆州民族中学 云南省 香格里拉县 30 150000 



 

截至目前，“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已累计捐赠 8900

万元，惠及 18181名寒门学子。 

 

2、 参与阿里巴巴 95 公益周活动 

9 月 5 日，阿里巴巴第四届 95 公益周主论坛在北京召开，民

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阿里巴巴集团合伙

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免费午餐基金爱心大使马

伊琍 、知名淘宝主播薇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

副主任陶勇等嘉宾在现场分享自己的公益经历与心得。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处长、新未来高中生助学计划项目负责人

张云霞作为嘉宾出席了阿里巴巴“95公益周”线下论坛，分享新未

来项目成果、受助学生的成绩，以及区块链+公益如何提升项目操作

的便捷度和公开透明度等内容。 



 

 

新未来助学计划项目受益学生，湖南省城步一中受益学生代

表，以优异成绩考入对外经贸大学的罗玉萍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向

所有参与项目的爱心人士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3、 旭航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 



 

9 月 8 日，由中国石油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的中国石油

“旭航”助学项目青海地区首次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海东市一中举

行。 

  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海云，海东市副市

长马统邦，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卢嘉彦，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星伯

田，市教育局副局长殷万贵，市一中党总支书记、校长朱良义，市

一中党总支副书记周全中出席奖学金发放仪式。受中国石油“旭

航”助学项目资助考入本科院校的海东一中 43 名准大学生及学生家

长、学校代表、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志愿者百余人参加奖学金发放仪

式。 

 

8 月 27 日至 9 月 8日，2020 年旭航奖学金发放仪式陆续在河

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市的项目学校举行，累计为 332 名优秀

旭航毕业生发放 166 万旭航奖学金，支持他们顺利升入大学。 



 

（三）受益学生故事 

从城步到北京——罗玉萍 

由于学校离家远，父母又经常外出务工，从学前班起罗玉萍就跟

着姐姐到镇上租房求学。那时还在念初中的姐姐白天上学，晚上接回

妹妹，做饭打扫。两人互相支持，相伴走过了近三年的时光。 

在小小的罗玉萍看来，那时候的姐姐就像“超人”一样，不仅学

习成绩优异，还做得一手好饭菜，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姐姐。 

但“超人”很快飞不动了。 

家里的财力实在有限，罗玉萍的姐姐在考上县里最好城步一中之

后，因家中无力负担学费，无奈选择退学打工。 

罗玉萍至今不能忘记那天的场景，“看着姐姐泣不成声，我心里

特别难过。” 

 

凭借优异的成绩，罗玉萍在升上城步一中时被分配到了最好的班

级。在她升学那一年，家庭经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依然捉襟见肘，



 

依然有相当大的压力。 

转机出现在罗玉萍高二那一年。 

这一年，新未来高中生助学计划项目落地城步，包括罗玉萍在内、

来自不同班级的 50位学生，共同组成了一个“新未来高中生自强班”。

每学期，他们将从支付宝客户端的链上公益平台里领取 1500 元助学

金，这笔钱意味着，父母几乎不用再额外给她生活费。经济重担减轻

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罗玉萍更是将全部心思用在学习上。 

“到北京去上学是我的梦想，从高二开始我就把中国人民大学的

学校介绍贴在我的床头。”罗玉萍说。 

 

2020年高考，罗玉萍考出了 623 分、全县第四的好成绩，最终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录取。她所在的 “新未来高中生自

强班” 整体表现也很好，50 个学生中，本科上线率达到 98%，一本



 

上线率 76%，600 分以上 6 人，是近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虽然最后没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罗玉萍依然很开心：“如果

不是因为上大学，北京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可能到的地方。”罗玉萍

说，她人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了“新未来助

学计划”和“新未来高中生自强班”，支持她顺利完成了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