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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阳光跑道项目是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阿里

巴巴公益平台于2018年5月发起的关爱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运动的项

目，通过建设学校操场和跑道，改善和丰富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条件及

形式，让他们能在正规跑道上迎着阳光奔跑--追梦的路，阳光跑道，

让每个孩子都有快乐运动的机会。截至 2020 年底，项目在全国 6 省（自

治区）10县完成和正在规划的受益学校49所，预期受益人数约为28601

人，该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及教育局的支持及认可。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20 年，项目主要开展了项目学校实地调研选址、项目工程进展

监管及项目工程验收、投入情况监督等工作，累计支出 505.53 万元，

本年度项目覆盖 3省 6 县 29 所学校，直接受益人数达 17812 人（次），

其中深度贫困县 4个。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截止 2020 年底，筹集善款 62.75 万元，善款主要来自阿里巴巴集

团捐赠、“公益宝贝”和“益起来”平台筹集等捐赠。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

本年度开展项目为 29所学校阳光跑道，共计支出 505.53 万元。

（2）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项目覆盖 3省 6 县，直接受益人数达 17812 人（次），其

中深度贫困县 4 个。

（3）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项目建设共计 29所学校，其中 22所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

用，2 所跑道竣工待验收，4 所跑道软化建设中，1 所跑道正在前期准

备工作中待开工，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建设进度 备注

1 云南省 镇雄县 螳螂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 云南省 镇雄县 拉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3 云南省 镇雄县 大河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4 云南省 镇雄县 林口乡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5 云南省 镇雄县 新场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6 云南省 镇雄县 毛坝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7 云南省 镇雄县 芒部镇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8 云南省 会泽县 待补小学
图纸设计及预算

审核中

图纸设计及预

算审核中

9 云南省 会泽县 拖落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0 云南省 会泽县 赵家村小学 施工中 施工中

11 云南省 会泽县 卡龙小学 竣工 待验收

12 云南省 会泽县 马店小学 竣工 待验收

13 云南省 会泽县 小米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4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5 云南省 会泽县 双沟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6 云南省 会泽县 石门坎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7 云南省 会泽县 白雾小学 施工中 施工中

18 四川省 万源市 大竹镇中心小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9 四川省 万源市 官渡镇中心小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20 四川省 万源市 秦河乡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1 四川省 万源市 新店乡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2 内蒙古 科右前旗 桃合木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3 内蒙古 科右前旗 大坝沟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4 云南省 金平县 普玛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5 云南省 金平县 乌丫坪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6 云南省 金平县 金平县第一中学 施工中 施工中

27 云南省 麻栗坡县 新寨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28 云南省 麻栗坡县 铁厂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9 云南省 麻栗坡县 六河中学 施工中 施工中



镇雄县拉埃小学

会泽县拖落小学



万源市新店乡中心小学

科右前旗大坝沟小学



金平县第一中学

麻栗坡县铁厂小学

3. 项目效果



阳光跑道的建成，让孩子们可以不用在坑坑洼洼的硬质操场上活

动，减少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让孩子们安心、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

让老师及家长放心。也使各项体育活动得到正常的开展，不会因为一

点天气原因导致操场积水而无法使用，项目的开展得到当地政府及教

育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学生及其家长对项目的实施特别欢迎。

项目进行素材采集活动时，受到当地县政府、教育局的欢迎并得

到积极配合；在公益周的活动宣传方面，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对项目进

行报道传播，各明星及自媒体也进行相关宣传，通过各网络渠道均可

了解到相关活动信息，宣传效果及网络民众反馈均积极向上，对活动

的开展表示认同、赞赏。

在 2020 年 8 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对“阳光跑道”项目

进行了专业评估。以下为评估结论：

（1）项目流程规范高效

“阳光跑道”项目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目标明确，基金会设

立了规范、高效的流程，能够确保项目筛选出合适的学校，修建出质

量合格的跑道，并且使得公益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从选择的学校来看，目前所有学校都是乡村学校，大部分规模在

100-300 之间，若公益资金不介入，等到财政资金来修建塑胶跑道时，

54.29%的校长表示不确定何时轮到自己的学校，其次是 25.71%的校长

表示在 3-5 年内会轮到。

从效率来看，大部分校长表示在基金会的项目化管理方式下，相

比于同类其他学校硬件建设项目，跑道施工效率较高。而且在问卷调

查中，对跑道的修建效率进行的评价，平均分为 9.75 分。

从质量来看，绝大部分学校在对跑道散发异味情况评价时表示“跑

道在竣工一周后没有明显异味”，平均打分为 9.34 分。这一指标是在

评价塑胶跑道质量的首要关注的，可以看出跑道质量是否达标。



（2）项目实施效果明显

通过评估我们发现，“阳光跑道”的项目执行为农村学校提供了

更加安全和多用途的操场，使得师生能够从中受益。

具体表现为：第一，取代了原有的沙土和水泥操场，提供了安全

的运动环境。修建了跑道后，有 91.43%的学校校长认为，学生运动磕

碰和事故率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对降低率进行了预估，平均下降了

48.7%；

第二，由于塑胶跑道适宜运动，而且受刮风下雨天气的影响较弱，

师生运动时间明显增加，运动内容也更为丰富。从问卷数据来看，师

生的运动时间明显增加、运动内容的丰富程度明显增加，总体平均值

为 9.91，其中教职工自主运动时间的增加最为明显，平均值为 9.97；

第三，师生更愿意参加体育运动，运动乐趣增加。寄宿制学校中，

由于师生在校时间长，更迫切需要丰富课余活动，因此，在寄宿制学

校中师生受益更加明显；

最后，基金会的资金进入，撬动了财政资金，加快了村级跑道的

建设速度，促进了教育公平。对于“该项目撬动了在乡村体育运动方

面的财政资金投入”这一表述的认同情况进行评价时，平均分达到了

9.94 分。

4. 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6 月 23 日，阿里巴巴公益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5家公益机构共

同发起“为爱 XIN 动大师课”直播活动，邀请明星们以淘宝直播的形

式助力公益。6月 23 日正值国际奥林匹克日，奥运羽毛球冠军蔡赟通

过淘宝直播平台，以公益大师课的形式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阳光跑道

项目。

在这场公益直播中，蔡赟老师向直播间的粉丝介绍了我会的阳光

跑道项目，分享了项目调研数据，并在直播中分享了跑道修建的前后



对比，普及塑胶跑道健康运动的知识，并号召粉丝关注阳光跑道项目，

帮助孩子们阳光运动。

蔡赟本人一直在推广大众体育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从小在安



全、健康的环境中运动与成长。本场直播累计有超过 2 万人观看，点

赞量超 5 万。

本年度项目品牌传播主要为阿里巴巴“9·5”公益周活动宣传，

由阿里巴巴“益起来”公益平台发起公益捐步项目，并联合 10位明星

艺人和 6 家商家代表在手机淘宝组建“超级战队”，带动粉丝参与捐

步活动，截止 12月 31 日，参与益起来捐步达 2.38 亿人次。



5 月 13 日，东方卫视大型星素结合励志体验节目《极限挑战》第

六季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启动《极限挑战》“三区三州·公益扶贫篇”

项目，将公益进行到底。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颜志涛参加发布会，分享 2019 年合作的

阳光跑道项目的执行情况，为节目组总导演施嘉宁颁发 “中国扶贫基

金会 2019 年度突出贡献”荣誉，并发布今年的公益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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