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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China Express》由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联盟、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

和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联合主办。简报将聚焦政府相关政策和合作伙伴 CSR 信息，助

力公益项目传播。 

 

 

 

1.“阿克苏诺贝尔第五届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共有

164 所高校的 340 个社团提交申报项目，组委会最终评选出 81 个优秀获奖项目

（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49 

2.2016 年“索尼梦想教室”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20所知名高校的大学生团队，

参与完成了 25 所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捐赠，并为学生和老师讲授科普课

程（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55 

3.2016 年“有爱有未来.感恩节儿童剧义演”活动在北京宣武区少年宫举行，来

自北京地区 7 所打工子弟学校的 800 名学生观看演出（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7.html 

4.诺和诺德研发中心开展“彩虹课堂”活动，向海淀区振兴学校捐赠电脑并开展

健康课堂（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9.html 

5.楷登信息开展“彩虹课堂”活动，组织海淀区新希望实验学校学生参观中国科

技馆（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8.html 

 

 

 

1.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正式发布《2017 年外企志愿者活动计划》，让企业志

愿活动更丰富、更精彩（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38.html 

2.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正式发布《2017 年外企志愿服务和公益资源支持计

划》，帮助合作伙伴优化公益创意、提升项目价值、促进内部认同、降低活动成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New Launch & Announcement 最新发布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49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55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7.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9.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28.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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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为参与企业和员工提供丰富的公益福利（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40.html 

 

 

 

1.嘀一巴士为企业公益活动提供车辆租赁的特别价格支持，费用根据淡旺季和租

赁数量，为市场均价的 50%-70%。车辆预约期为提前 15 天，10 辆以上预约请

提前 45 天。 

2.“有爱有未来”《2017 年外企员工运动健康支持计划》免费为合作伙伴开设户

外、跑步、体能、运动安全、紧急救护等系列课程，帮助合作伙伴提升员工身体

素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全面改善员工健康水平。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39.html 

 

 

Dear CSRer & Volunteers, 

在大家的支持和参与下，2016 年志愿者活动取得丰硕成果，超过 200 家中外企

业和机构参与到“有爱有未来”开展的各项志愿者活动中，为北京地区 71 家打

工子弟学校和血友病患儿提供了帮助。 

2017 年，我们将继续发挥“有爱有未来”公益资源和专业经验的优势，为公益

伙伴提供更多平台化和个性化的志愿者活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志愿者服

务体系，帮助合作伙伴降低志愿活动成本，为参与员工提供志愿福利。 

2017 年外企志愿者活动 3 大核心项目 

>2017 RUN FOR LOVE 慈善四季跑 

通过组织开展春季“为爱而走”慈善健走、夏季“泥泞跑”、秋季“郊野夜跑”、

冬季“八达岭古长城徒步越野”等运动公益项目，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为

合作企业搭建员工运动健康和志愿服务的参与平台，支持和帮助弱势儿童成长。 

>2017“COLOR DAY 彩虹课堂”乡村教育支持计划 

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补充教

学设备；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帮助流动儿童拓展视野、获得

更多知识。 

>2017“WE ARE 伙伴”公益支持和志愿者福利计划 

依托“有爱有未来”在志愿服务领域丰富的公益资源和组织经验，帮助合作伙伴

CSR Focus 专题 

CSR Support & Volunteer Welfare 公益支持和志愿者福利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40.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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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益创意、提升项目品质、培育内生动力、促进内部认同、降低活动成本，

并为参与企业和志愿者提供丰富的公益福利. 

 

2017 年外企志愿者活动 4 大特点 

1.继续开展以城市外来务工者子女为对象的帮扶活动，聚焦北京地区近百所打工

子弟学校，提供教师培训、教学课程、贫困学生、设施设备、学习用品、实践活

动等多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2.聚焦运动公益（内容）、快乐公益（感受）和团队公益（组织方式），为企业搭

建志愿者活动的参与平台。 

3.为企业志愿者活动提供定制服务，为个性化公益项目提供专业资源和专业经验

的支持，促进不同企业志愿者项目的合作与交流。 

4.支持开展针对罕见病儿童的关注和帮扶项目，逐步扩大关注和帮扶的人群范围。 

 

2017 年外企志愿者活动项目列表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限报人

数 

4 月 
“WALKRUN FOR LOVE 为爱而走”春

季慈善健走大会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 

5,000

人 

3-6 月 
“GREEN IMAGE”八达岭古长城春季

植树环保行动 
北京八达岭古长城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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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上旬 
FESCO 全国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北京站

慈善赛 

北京亦庄李宁羽毛球

馆 
500 人 

7-9 月 
“Uhelp 为爱涂鸦”暑期儿童公益绘画

征集 
全国 不限 

8 月下旬 “RUN FOR LOVE”郊野公园慈善夜跑 北京 
1,000

人 

10 月 
“WALKRUN FOR LOVE”八达岭古长

城慈善徒步活动 
北京八达岭古长城 

2,000

人 

11 月 “有爱有未来”儿童剧慈善义演 
北京西城区宣武少年

宫 
200 人 

4-11 月 
“COLOR DAY 彩虹课堂”乡村教育支

持计划 
全国 不限 

6-11 月 

“为泥所爱”乡村儿童体育发展支持计

划暨“MUD RUN 泥泞跑”全国 7 城市

分站赛 

北京顺义莲花山 
1,000

人 

3-12 月 
“有爱有未来”外企员工运动健康支持

计划 
北京 不限 

4-12 月 
“BEST ARTIST 未来艺术家”青少年艺

术发展支持计划 
全国 不限 

10-12 月 2018 年“为爱涂鸦”公益台历义卖 全国 不限 

全年 
“WE ARE 伙伴”公益支持和志愿者福

利计划 
全国 不限 

特别致谢 2016 年“有爱有未来”志愿者活动核心公益伙伴，他们为全年活动提

供了资金、技术、物料、服务和人员的支持：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FESCO、可口

可乐、拜耳、李宁、中日联、洛娃、玛氏、贝克麦坚时、群邑、德勤、伊顿教育、

嘀一巴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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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爱有未来” 

“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Share the Care Volunteer Organization），长

期关注和帮扶弱势儿童，是城市流动儿童（打工子弟学校）援助领域和乡村留守

儿童教育领域的主要行动者。 

从 2012 年 5 月至今，“有爱有未来”组织超过 60 个企业的志愿者小组，完成了

北京地区 71 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实地调研；组织近 120 家企业，开展打工子弟学

校帮扶活动超过 200 次，支持学校 90 所，并举办打工子弟夏令营 20 个，受益

师生近 90,000 人，超过 20,000 名外企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参加。 

服务 2 万家跨国企业，影响 150 万白领员工，“有爱有未来”助力志愿服务，让

更多孩子的未来，因你而美！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联盟|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 

联系人：李林洁 

联系电话：010-82193925/15010219177     

专用邮箱：lilinjie_2003@163.com 

官方网站：zhixingjihua.com 

 

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 

联系人：王公佑 Ms. Alina Wang 

联系电话：010-82193926，13520576052 

工作邮箱：alina_wang@pmacasia.com 

官方网站：www.sharethecar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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