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9 日，2020 年善行 100·聚爱云端活动正式面向全国

高校发起招募，已招募 110 所高校社团，其中 50 所高校将

会参加北京线下培训会。善行 100 小程序正在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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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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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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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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氏箭牌城市英雄项目、iEnglish学业有成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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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 

 

二、第三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三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玛氏箭牌城市英雄项目、

iEnglish学业有成项目、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等。 

（一）公益创想基金进展 

1.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自 2014 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在全国

高校开展“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和“垃圾投进趣·环保嘉年华

活动”，旨在召集富有创意、热衷环保、敢于实践的青年学子，运用可持续思维

及创新意识，策划环保方案并亲身参与公益实践。六年来，项目共有 215 所次高

校参与，累计收集到 4398份设计或倡导方案，影响人数达 70万人次。 

2020 年，“垃圾投进趣”项目新增“包装可持续”主题，号召青年学子改善

校园及社区产品包装浪费、塑料垃圾等问题，挖掘校园及本城市内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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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对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对设计的方案进行调研并探讨方案的可实施性、评

估方案效果，推动校园包装可持续和减塑低碳转型。同时增加“包装趣哪儿·环

保嘉年华活动”、环保体验沙龙活动，邀请更多的高校学生及社区公众亲身参与

包装可持续的环保活动，提升公众包装可持续的环保认知。 

9月 2日，2020—2021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正式面向全

国 300多所高校发放报名邀请，通过高校社群进行活动发布。综合社团实力、既

往合作经验、学校支持力度等因素，北京师范大学等 55 所高校社团入选本次项

目。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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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师范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2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勤工社·爱心满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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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新长城自强社 

5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阳光社团 

6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新长城北京师范大学自强社 

7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团委学生会志愿者分团 

8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新长城北京化工大学自强社 

9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新长城北京外国语大学自强社 

10 福建 福州大学 新长城福州大学自强社 

11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新长城西北师范大学自强社 

12 甘肃 兰州大学 新长城兰州大学自强社 

13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砺行社 

14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 

15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新长城华南师范大学自强社 

16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公益乐群社 

17 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新长城贵州财经大学自强社 

18 河南 许昌学院 许昌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9 湖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志愿者协会 

20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中农业大学自强社 

21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新长城中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22 湖南 中南大学 新长城中南大学自强社 

23 湖南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环保志愿者协会 

24 湖南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益行公益社团 

25 吉林 吉林大学 新长城吉林大学自强社 

26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常春藤公益环保协会 

27 江苏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予爱协会 

28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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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自强社 

30 宁夏 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31 青海 青海大学 新长城青海大学自强社 

32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33 山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探路者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心 

34 山东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35 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新长城中国海洋大学自强社 

36 山东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37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青年志愿服务总队 

38 山西 忻州师范学院 忻州师范学院爱心社 

39 山西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实践部 

40 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41 山西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淬炼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2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新长城华东理工大学自强社 

43 上海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环保社 

44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 

45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46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 新长城成都理工大学自强社 

47 四川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学生爱心 6++协会 

48 四川 四川大学 新长城四川大学自强社 

49 天津 南开大学 新长城南开大学自强社 

50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自强社 

51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52 天津 天津天狮学院 天津天狮学院自强社 

53 浙江 浙江万里学院 公益创业研究会 

54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55 重庆 重庆大学 励行志愿者协会 

9月 26日，2020-2021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

践大赛项目举行了线上培训会。培训会面向来自全国 55所项目高校 87名活动负

责人，对今年“垃圾投进趣”项目的具体方案，社团操作、大赛及环保嘉年华活

动的执行进行详细讲解。同时我们也邀请到玛氏箭牌中国企业事务部高级经理刘

跃华女士进行企业文化分享、好瓶 Howbottle 首席运营官伦嘉渝进行环保可持

续化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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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培训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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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第三季度中，公益未

来·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共计上线 14个社团项目，拨款 6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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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益 X 实践行动 

1.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城市英雄项目 

今年 6月，玛氏箭牌和大润发联手公益伙伴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城市

英雄，让爱铭记”公益活动。捐出 10000份送给城市英雄的“加油包裹”，感恩

抗疫一线工作者的付出。 

通过全民在线送感恩祝福活动，玛氏箭牌与大润发将根据参与人数最多的前

10座城市，为这些“城市英雄”送出补充能量、守护安全的“加油包裹”。此次

的“加油包裹”含能量满满的士力架以及优质耐用的工作手套，为城市英雄的日

常工作送上一份加油和安全。 

 

（天津站城市英雄活动发包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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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站城市英雄活动发包仪式） 

 

（济南站城市英雄活动发包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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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未来·iEnglish 学业有成项目 

9 月 10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托普朗宁（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的“2020公益未来•iEnglish学业有成项目”在北京启动。托普朗宁联合创

始人李白焰、战略战投中心副总裁李斌、全国支持中心总经理方毅，中国扶贫基

金会副秘书长王鹏等人出席仪式。 

托普朗宁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价值 300 余万元的 iEnglish 类母语英语学

习训练系统，通过向边远、贫困地区初高中捐赠 iEnglish 系统、硬件设备及技

术和教研人员支持，赋能受捐学校英语教师，提高受益人的英语能力，提升受捐

学校的整体英语教学水平。 

 

（捐赠仪式） 

此次“公益未来·iEnglish 学业有成”项目捐赠的 iEnglish类母语英语学

习训练系统将主要用于河南、河北、广东、云南等省贫困地区惠及 600多名学生。

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于年内完成捐赠物资的发放工作。 



 8 

 
（全场嘉宾合影） 

 

（三）其他活动进展 

1、善行 100 

9 月 29 日，2020 年善行 100·聚爱云端活动正式面向全国高校发起招募，

已招募 110 所高校社团，其中 50 所高校将会参加北京线下培训会。善行 100 小

程序正在筹备中。 

 

                                                    公益未来项目 

                                              2020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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