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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005 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CSR China Express》由 CSR 中国教育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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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六届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专家终评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团中央、教育部、北京团市委、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青报、新浪微

公益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评审，从全国 434 支候选团队中评选出 128 个

获奖项目和 3 名全国大奖，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2 月初公布。（知行计划） 

http://www.chinastudentaward.com/ 

 

2.截止目前，“知行计划 2018 企业路演”已陆续走进霍尼韦尔、联合技术、玫

琳凯、群邑、西门子、松下电器等知名企业，对 2018 年团中央“知行计划”和

第三届 CSR 中国教育奖进行宣介，并与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 2018 年大学生项

目合作方向。“知行计划 2018 企业路演”欢迎更多企业参与。（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76 

 

3.“KANDO 2017 我的支教故事分享会暨 2017 年第五届索尼梦想教室”颁奖

仪式在上海举行，团中央相关负责人和索尼（中国）高层领导参与分享，并为获

奖大学生颁奖。（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77 

 

4.“九年实践奖，责任铸未来，远洋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奖专家研讨会暨 2017

年项目终评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团中央、社科院、福基会、北师大、清华大学、

中青政、优酷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和评审，会议评选出 106 个获奖项目

和全国一等奖获得者。在研讨过程中，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共同探

讨在新常态和深化改革背景下，如何结合企业特点和资源优势，推动 CSR 项目

发展。（知行计划） 

http://www.sinooceancf.com/index.php?ctl=gyxm&id=63&pid=61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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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第一届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终评会在北京圆满落

幕。来自团中央、住建部、中国生态学会、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美院、今

日头条、icolor 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本届评委会，从全国 102 支团队中最终

选拔 2 名全国金奖、8 名全国银奖、2 名创意特别奖、2 名传播特别奖及 40 名

铜奖、52 名校级奖。颁奖典礼暨年度项目分享会将于 11 月 21 日在上海交通大

学举行。（知行计划） 

 http://www.colorwayoflove.com.cn/#aid 

 

6.CSR 中国教育联盟与远洋集团联合工作小组分别走访北京二十一世纪教育集

团、伊顿国际教育集团和青苗国际教育集团，调研非公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和政府

政策导向，并与各教育机构创始人深入探讨开展基础教育合作的可能性和方向。

（CSR 中国教育联盟） 

http://www.sinooceancf.com/ 

 

7.《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现状报告（2016-2017）》完成编审工作，即将正

式发布。《报告》内容基于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和德勤公益基金会联合组织

开展的第四次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数据，并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相关专家编写和

审定。（有爱有未来） 

 

8.第三届“为爱涂鸦”儿童公益绘画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正式公布，近

40 家企业参与，提交作品近千幅。经组委会及专家评审，最终确定 81 幅画作入

选优秀作品，并通过今日头条官方平台进行全国展示。（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2.html 

 

9.美世中国与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合作开展的“2017 年打工子弟学校夏令

营”于 9 月底在北京海淀区育华学校成功举办，28 名美世北京办公室志愿者与

200 多名师生共同参与了以“传递温暖”为主题的科学与民俗文化派对。（有爱

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1.html 

 

10.壹基金为爱同行·2017（北京）公益健行活动在北京市怀柔区黄花城水长城开

走，来自社会各界的 2,000 余名参与者共同挑战 21 公里徒步路线，为壹基金儿

童关怀与发展项目筹集善款，帮助困境儿童改善生活状况。“有爱有未来”连续

http://www.colorwayoflove.com.cn/#aid
http://www.sinooceancf.com/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2.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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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作为北京站协办方，负责活动参与企业和选手的招募、品牌落地和活动组织

支持工作。（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0.html 

 

11.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再次携手北京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为上海公益合

作伙伴送出免费观看大陆冰球联赛（KHL）顶级赛事的福利。截止目前，已有阿

克苏诺贝尔、霍尼韦尔、联合技术、玫琳凯、群邑、立邦、百特、上海外商投资

协会等机构加入公益福利计划。（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5.html 

 

 

 

 

1.2018 年“为爱涂鸦”儿童绘画公益台历现已启动预订，义卖款项将用于举办

感恩节儿童剧义演，计划资助超过 600 名打工子弟学校师生免费观看儿童剧。

台历义卖价格为 100 元/ 4 本，北京市内包邮，并可获得 1 份捐赠证书。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7.html 

 

2.2017 年“感恩节儿童剧义演”大幕再启，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面向企业

志愿者家庭开放 50 个慈善观剧名额，志愿者可通过捐款方式获得家庭观剧机会。

每个观剧名额 200 元（包含 1 位家长及 1 名儿童），并可获得捐赠证书。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6.html 

 

3.2018 年 KHL 大陆冰球联赛火热开启，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将为各合作企

业志愿者负责人提供免费观赛福利，每场限 200 名。如企业借助 KHL 赛事开展

员工活动，可与组委会联系，获得 5 折优惠的外企员工公益价格。昆仑鸿星俱乐

部将捐赠部分票款，支持打工子弟学校帮扶项目。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5.html 

 

更多志愿者福利请登录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官网或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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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40.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5.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7.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6.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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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为爱而走，让公益照亮品牌 

2018 年“有爱有未来”大型体育公益活动诚邀合作伙伴 

 

2012 年，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第一届“为爱

而走”慈善健走大会，来自近 30 家跨国企业的 3,000 多名员工共同行走 15,000

公里，筹集近 10 万元善款，全部用于为北京地区 93 所打工子弟学校购买过冬

的土豆和鸡蛋。 

2017 年 4 月，第六届“为爱而走”继续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来自 78

家中外企业的 5,000 多名员工参与慈善健走，呼吁全社会关注和支持血友病患者。 

 

六年时间，“为爱而走”已经成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以

跨国企业为主要参与方的大型体育公益活动；六年时间，许多公益伙伴企业作为

“为爱而走”的重要资助方，与“为爱而走”携手同行，用公益照亮品牌。特别

致谢六年来资助“为爱而走”的可口可乐、中日联、洛娃、康菲石油、诺和诺德、

拜耳等公益伙伴企业，以及给予“为爱而走”物资和服务支持的惠普、诺基亚、

摩托罗拉、玛氏、伊顿国际教育等爱心企业。 

 

2018 年 4 月，第七届“为爱而走”慈善健走大会将继续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举行，100+知名中外企业，5,000+白领员工现场参与，定向传播到达 25,000

家企业，超过 150 万白领人群。 

 

用公益照亮品牌，“为爱同行”期待更多伙伴企业的参与和支持。 

 

2018 年，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发起的多个大型品牌公益活动诚邀合作伙伴： 

3 月-6 月 “有爱有未来”八达岭古长城植树活动（20+企业，2,000+员工） 

4 月  “为爱而走”慈善健走大会（100+企业，5,000+员工） 

5 月-10 月 “急救天使”急救志愿者培训（100+企业） 

6 月  “有爱有未来”春季羽毛球慈善赛（40+企业，500+员工） 

7 月-9 月 “为爱涂鸦”儿童绘画征集（50+企业） 

11 月  “有爱有未来”感恩节儿童剧义演 

CSR Focus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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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计划 & CSR 中国教育联盟 

China Education Support Project |CSR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12 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设立“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

划”），旨在帮助 CSR 项目进入全国 3,000 所大学，支持大学生成长发展。截至 2016 年，

已有多个知名 CSR 项目进入 350 所大学，支持 1,237 支大学生团队，影响千万大学生。 

2015 年，CSR 中国教育联盟在团中央学校部、教育部、工信部等相关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

成立，致力于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CSR 项目跨界和创新。联盟联合多方机构，

每两年举办一届“CSR 中国教育奖”。2016 年第二届“CSR 中国教育奖”得到 40 余家政

府部门、全国顶级公募基金会、主流媒体和知名研究机构的鼎力支持，共有 112 家企业申

报，74 家企业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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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zhixingjihua.com 

 

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 

Share the Care Volunteer Organization 

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支持平台，服务于FESCO系统的

25,000 家中外企业，近 150 万白领员工。“有爱有未来”是城市流动儿童援助领域和乡村

留守儿童教育领域的主要行动者，长期关注和支持北京地区超过 70 所打工子弟学校和多个

罕见病群体，组织超过 200 家中外企业，开展志愿活动近 300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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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联系人：王公佑 Ms. Alina Wang 

联系电话：010-82193926/13520576052 

专用邮箱：alina_wang@pmacasia.com 

官方网站：www.sharethecare.cn         

 

 

CSR 企业责任官微二维码 

 

有爱有未来官微二维码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http://www.zhixingjihua.com/
file:///D:/2016/CSR%20Express/16002/www.sharethecar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