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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003 期/2018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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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下，2018 年第三届 CSR 中国教育奖颁奖仪式于 9 月 20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93 家中外知名企业分获奖项，83 家优秀企业入选

CSR CHINA TOP 100。（知行计划/CSR 中国教育联盟）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0 

 

2//在 9 月 20 日 2018 年第三届 CSR 中国教育奖颁奖仪式上，“云支教”企业项

目正式启动；9 月 22 日，在长安投资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新安镇马河村村部，30 余名乡村儿童通过“云支教”教学直播系统，与远在一

千多公里以外的辽宁师范大学支教团队成功连线，正式开启远程直播教学课程。

（知行计划/CSR 中国教育联盟/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4.html 

 

3//“云支教”负责人分别走访公益中国、ClassIn、好未来、掌门一对一等合作

伙伴，协调各方资源，探讨合作方式，共同推进乡村教师培训。（知行计划/CSR

中国教育联盟/有爱有未来）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csr/yun 

 

4//阿克苏诺贝尔中国与“知行计划”合作开展“大师美学课堂”特别项目，组

织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 10 支建筑及设计领域顶级高校

的大学生团队，分别走访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等建筑设计者

何镜堂老师，威海甲午战争纪念馆等建筑设计者彭一刚老师，麻省理工学院建筑

系主任、国际著名建筑师张永和老师等共 17 位业界大师，深入 11 所乡村学校

开展 400 余课时美育教育课程，助力中国乡村美育发展。（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3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0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4.html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csr/yun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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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继续支持大学生开展教育领域

的公益实践项目，共有 55 座城市、129 所高校、287 个社团的 299 个项目参与，

3 万余名大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实践时长累计达 77 年，令 21 万+受援地师生受

益。（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1 

 

6//2018 年索尼梦想教室支持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 21 所高校大学生团队，

前往全国各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赠多媒体设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更

多乡村孩子感受科学之美、创新之美、梦想之美。同时，鼓励大学生通过影像视

听技术发现并记录生活之美，树立青少年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5 

 

7//2018 年“绿色征程”索尼大学生环保营名单发布，来自华南地区的 10 所知

名高校成功入围。（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6 

 

8//2018 年远洋“探海者”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奖支持 44 所高校 46 支大学生

团队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深入 500 多户贫困家庭，开展教育扶贫及文化传承教

育调研，并将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发布《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状况》蓝皮书。（知

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3 

 

9//2018 年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与“知行计划”合作，携手

墙绘艺术家 Vance 及 2017 年获奖团队—西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共赴

重庆市巫山县朝元小学，开展「为爱上色」公益夏令营，为学校涂刷彩色外墙、

捐建美术教室、开展支教课程、走访贫困家庭走访等活动，帮助偏远贫困地区学

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4 

 

10//2018 年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组织全国 56 所高校 100

支实践团队，奔赴全国 109 个地区开展传统村落建筑与文化遗产调研和助学支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1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5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6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3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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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助力乡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2 

 

11//2018 年“生物催化生活之美”诺维信教育计划与“知行计划”合作，组织

发动 26 所知名高校共 36 支研究生支教团和大学生实践团队，为 2 万余名中小

学生开设生物科普课程和科学实验课，在教学与互动中，与孩子们共同“漫游酶

世界”。（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5 

 

12//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之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支持清华、北大、同济、

西安交大等全国 9 所知名高校的大学生团队，奔赴云南、重庆、内蒙古、新疆、

青海、西藏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环保课程，传递绿色、清洁、健康的环

境保护意识，助力培养青少年环保及科技创新意识。（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4 

 

13//“一本字典”完成第一期捐赠，1,860 名青海藏族学生收获汉藏字典，8 位

有爱有未来志愿者走访青海囊谦藏族学校。（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56.html 

 

14//拜尔斯道夫、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奇正慈善基金会、卡特彼勒

（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加入“一本字典”第二期公众筹款，与有

爱有未来一起，为 1,804 名藏族学生捐助汉藏字典。（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1.html 

 

15//2018 年第四届“为爱涂鸦”儿童公益绘画征集活动完成全部评审工作，来

自 25 家参与企业和机构的 131 幅优秀作品分获金、银、铜奖。（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3.html 

 

 

 

1//2018 年“知行计划”路演 10 月开始走访北上广企业，欢迎开展大学生项目

和乡村教育项目的企业提前预约。（知行计划/CSR 中国教育联盟/有爱有未来）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2 

Advance Notice 预告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2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5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04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56.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1.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3.html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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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本字典”第三期公众募捐即将开始，欢迎企业参加一起捐。（有爱有未来） 

 

 

 

1//2018 年“有爱有未来”与嘀一巴士继续开展公益合作，为各公司志愿者活动，

提供旅游巴士的公益价格和优质服务。 

 

2//2018 年“为爱而走”定制版纪念品义卖： 

李宁品牌定制专业运动速干 T-shirt：RMB75 元/件（市场价 179 元）； 

限量定制“SHARE THE CARE”魔术头巾：20 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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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助力 CSR 进入顶级高校，“知行计划”路演 10 月启动 

 

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

学生项目平台，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下，“知行计划”联合中国顶级高校，

依托强大的高校组织系统，帮助阿克苏诺贝尔中国、索尼（中国）、可口可乐（中

国）、远洋集团、立邦中国、诺维信（中国）、西门子中国、长安投资集团等众多

中外企业，成功开展大学生项目，助力企业品牌影响中国 2,700 所高校，3,700

万大学生。 

作为政府支持的顶级大学生项目平台，“知行计划”建立了完整的大学生项目生

态系统，为 CSR 项目提供全程支持。 

 

2018 年“知行计划”企业路演已经启动，如果您的企业即将开展大学生项目，

或者希望升级原有项目，请联系我们预约时间。我们将走进企业，为您解读最前

沿的国家政策和高校信息，向您介绍最成功的大学生项目经验，并给您带来最实

用的大学生项目组织管理解决方案。 

 

“知行计划”四大支持系统： 

CSR Focus 专题 

CSR Support & Volunteer Welfare 公益支持和志愿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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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指导和政策对接 系统（Suppor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policy）。 

2. 双一流高校和专业院校组织系统（Supported by top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colleges）。 

3. 校园宣传和大学生自媒体传播系统（Supported by official publicity 

channels in campus and personal media of students）。 

4. 项目策划和运营管理系统（Supported by efficient operation system）。 

 

“知行计划”三大服务平台： 

1. 企 业 优 秀 课 程 中 心 （ Free corporate online cours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2. “云支教”教育扶贫项目（Free online classes for rural school students）。 

3. “知行计划”专家委员会（Leading experts from government, academy, 

university and media）。 

 

“知行计划”致力于为企业大学生项目解决以下问题： 

1. 获得政府背书，对接国家政策，成为在高校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合规项目。 

2. 进入中国双一流大学和专业院校，影响最优秀、最专业的大学生。 

3. 得到高校支持，持续开展校园宣传和大学生自媒体传播。 

4. 专业的组织系统和优秀的执行能力，无障碍实现企业目标。 

 

如何加入“知行计划”： 

1. 与“知行计划”合作，共同打造全新的企业大学生品牌项目。 

2. 与“知行计划”合作，改造和升级原有项目，全面提升企业大学生项目的品

牌影响力和数字成果。 

3. 加入“企业优秀课程中心”，为大学生成长发展和社会实践提供免费教学资源。 

4. 参与“云支教”教育扶贫项目，发挥企业科技优势和员工志愿者专业优势，

通过“云支教”教学直播平台，为贫困县学校提供企业科技（STEAM）课程。 

 

了解更多信息和预约“知行计划”路演，请致电： 

联系人：李林洁 

联系电话：010-82193925/15010219177 

专用邮箱：lilinjie_20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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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计划 & CSR 中国教育联盟 

China Education Support Project |CSR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于 2012 年在共青团中央学校

部指导下设立，旨在助力企业大学生项目进入中国 2,700 所大学，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

帮助 3,700 万大学生健康成长。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联盟（简称“CSR 中国教育联盟”），于 2015 年在团中央学校部积极

倡导和“知行计划”大力推动下成立。联盟旨在推动社会力量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中国教

育发展，通过搭建 CSR 支持服务平台，促进企业与政府、媒体、学校、专业机构、行业组

织等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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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有爱有未来”）是中国最主要的外企志愿者服务和支持平

台，服务 FESCO 系统 3 万家中外企业，超过 200 万企业员工。“有爱有未来”长期关注和

帮扶弱势儿童，是城市流动儿童和乡村留守儿童教育援助领域的主要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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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有爱有未来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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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