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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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3 年发起的促进在校大

学生为主的青年人群提升公益意识和能力的青年发展项目。旨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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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用创新的方法探索社会问题解决之道，使其成为富有创造力，

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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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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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公益社团集训营和区域培训。 

 

二、第二季度项目进展情况 

第二季度公益未来项目开展了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全国总决

赛、美国银行青年发展项目高校培训会、点亮未来·红旗梦想夏令营、

成才基金项目工作。 

（一）公益创想基金进展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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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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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共收到 68

所社团的申请。来自 21个省、直辖市的 55个高校社团入选为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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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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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在北京颐堤港顺利举办。中国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鹏先生、玛氏中国企业传播总监叶文君女士、生态环境部

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何家振先生、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杨小青女士、中国扶贫基金会公众互动部副主任王少凡先生、罗

德传播集团副总裁兼广州分公司总经理梁睿女士、零废弃联盟联合发

起人毛达先生、世界自然基金会公众参与高级专员聂辉梅女士、此面

向上教育创新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李楠女士、一棵 ECOBUYER 创始人赵

路先生、媒体及全国 12所高校 15强团队近百名学生代表出席本次活

动。 



 

（图：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致辞） 

 

（图：总决赛现场大合影） 

 

（图：总决赛现场公益市集） 



 

（图：评委参观摊位及评分） 

 

2. 公益未来·美国银行青年发展项目  

公益未来·美国银行青年发展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美国银行

共同发起的支持高校公益社团发展的项目。该项目通过提供领导力、

管理培训机会以及种子基金支持大学生团队实施本地社会影响力项

目，培育和发展青年领袖和青年领导的公益团队，支持公益团队解决

本地社区的社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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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 日，2021 公益未来·美国银行青年发展项目高校培训在

京举行。培训会就项目具体方案及高校执行讲解、“可持续社区”和

SDG17 主题工作坊环节进行。同时也邀请到美国银行中国区慈善委员

会主席 Cathy Dou进行企业文化分享及多名企业员工志愿者们解读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16 日举行了高校大学生公益主题座谈会，与来

自 26 所项目高校的指导老师共同探讨未来高校公益项目的发展。由



公众互动部王少凡副主任主持会议，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鹏副秘书长介

绍基金会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等各高校指导老师分享高校公益现状并

探讨青年人发展需求。 

 

（高校大学生公益主题座谈会） 

 

（培训会活动照片） 



 

（团队展示） 

（二）其他活动进展 

2021年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项目、成才基金项目于 6 月 3

日公布入选高校名单。入选高校将于 7-8 月开展落地实践活动。 

 

2021 点亮未来·红旗梦想自强班项目入选高校名单 
序号 省市 高校名称 社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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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阳光社团 

3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 新长城 成都理工大学 自强社 

4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自强社 

5 黑龙江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6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7 湖南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益行公益社团 

8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协会 

9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新长城华北电力大学自强社 

10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 

11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 新长城华中农业大学自强社 

12 江苏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予爱协会 

13 江西 江西财经大学 新长城江西财经大学自强社 

14 甘肃 兰州大学 新长城兰州大学自强社 

15 四川 绵阳师范学院 新长城绵阳师范学院自强社 

16 宁夏 宁夏大学 新长城宁夏大学自强社 

17 福建 厦门大学 学生公益会 

18 山东 山东科技大学 新长城山东科技大学自强社 

19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新长城陕西师范大学自强社 



20 四川 四川大学 新长城四川大学自强社 

21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22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新长城天津师范大学学生自强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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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25 云南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学生自强互助社 

26 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新长城中国海洋大学自强社 

27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新长城矿大自强社 

28 湖南 中南大学 新长城中南大学自强社 

29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新长城中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30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校团委 

 

 

2021 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入选高校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 项目名称 项目支持资金 

1 北京化工大学 “学长的火炬”爱心捐书特色活动 5000 

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用爱 5000 

3 福州大学 青春暖夕阳——养老院慰问活动 3000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年慧灵农场劳动教育实践 2000 

5 广西大学 共享购物袋 拒绝塑料袋 3500 

6 哈尔滨理工大学 暖暖深情映夕阳 3000 

7 河北大学 微尘计划 3000 

8 华东理工大学 聚贤沙龙 5000 

9 华南农业大学 聚光行动 1500 

10 
华南师范大学 

新长城华南师范大学自强社剪爱

系列活动 
5000 

11 华中农业大学 双百计划品牌提升 5000 

12 江西财经大学 爱心接力棒 3000 

13 江西中医药大学 沙龙领航·筑梦远行 2000 

14 九江学院 “自强之星”演讲风采大赛 2000 

15 兰州大学 爱心敬老 2000 

16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自强训练营 5000 

17 南京审计大学 鸣远活动——书信对话 5000 

18 南京中医药大学 暖心“益”夏，与爱同行 4500 

19 宁波大学 2021 年善行暑期支教 5000 

20 山东大学 “益启学”爱心家教活动 4000 

21 山东科技大学 自强十二时辰 5000 

22 天津师范大学 春晖兴趣班 5000 

23 
天津天狮学院 

庆祝天津天狮学院自强社成立五

周年暨建党一百周年音乐党课 
5000 



24 
天津医科大学 

庆百年 感恩党 以废换宝 回馈

社会 
1500 

2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自强社十周年自强精神宣讲会 2000 

26 西南民族大学 爱心义卖 4000 

27 中国矿业大学 “一路黔行”支教假计划 5000 

28 中国农业大学 走进农大社区，关爱退休教职工 3000 

2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以爱为名，守望未来——助力留

守儿童教育的“互联网+” 二对一

支教模式 

5000 

30 
中南大学 

公共场合礼仪及口才展示技巧训

练 
4000 

31 中南民族大学 听见未来•为爱发声 5000 

32 中央民族大学 “公益未来，一路有你”公益活动 3000 

 

 

 

 

                                                    公益未来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