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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004 期/2018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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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支持下，#国际志愿者日#和#青春在一起#微博话题传播活动

于 12 月 5 日成功开展，2018 年“知行计划”优秀大学生团队线上颁奖同期举

行，100+知名高校大学生参与互动。活动当天双话题累计阅读量达 2.6 亿+，

活动期间阅读量达 4,000 万+，讨论互动量 62,000+。（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9 

 

2//2018 年“知行计划”企业路演走进 LG 化学、霍尼韦尔、PWC、VISA、李

锦记、电通等企业，帮助企业打造高品质 CSR 大学生项目，助力实现企业核心

目标。（知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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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8 年第七届“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颁奖仪式暨《“大师

美学课堂”青少年美育教育课程》发布仪式在上海举行, 89 个奖项现场颁布。本

届公益奖吸引来自全国 130 所高校、297 个社团的 309 个项目参与，超过 3 万

名大学生累计开展 67 万小时公益实践， 21 万余名受援地师生受益。（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0 

 

4// 2018 年“索尼梦想教室”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近 40 名大学生团队代表共

同见证项目年度收官盛典。“索尼梦想教室”6 年累计支持 40 所高校的大学生团

队，在全国 93 座城市建立 156 间索尼梦想教室，开展 26,000 余课时的梦想课

堂，影响 108,000 名中小学生，覆盖 458 万大学生。（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8 

 

5//2018 年绿色征程—索尼大学生环保营在广东惠州举行，活动邀请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10 所华南地区高校的大学生团队，来到索尼工厂进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9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2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0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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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习交流。2018 年，项目覆盖华南地区 11 座城市，累计开展 441 天实践活

动，覆盖 30 逾万大学生，影响超过 39 万人。（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1 

 

6//2018 年第十届远洋“探海者”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奖获奖团队名单正式发布，

44 所高校的 46 支大学生团队前往超过 50 所少数民族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了

649 天的学生家庭走访和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状况调研，以倡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

和支持少数民族教育，项目共计影响 107.8 万人。（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8 

 

7//2018 年第二届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颁奖仪式暨 2018 年

「为爱上色」媒体分享会在北京举行。本年度项目共支持 56 所高校 100 支队伍

3,047 名大学生，前往 30 个省份 108 个村镇，开展 21,586 课时支教课程，对

104 栋典型乡村传统建筑进行调查研究，提交 100 余份乡村旅游开发建议，影

响超过 329 万人。（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4 

 

8//2018 年“生物催化生活之美”诺维信教育计划专家研讨暨项目终评会于 12

月 4 日举行。项目共组织 36 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中国 62 个城市累计

开展 883 天的实践活动，完成 1,916 课时的支教课程，帮助偏远贫困地区中小

学生普及科技知识、提升科学素养，2.4 万人直接受益，累计影响人数近 46 万。

（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7 

 

9//2018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影像大赛”获奖名单正式发布。活动共收

到来自全国 87 支高校团队的 173 个优秀作品，最终评选出视频及图片类共计

15 个奖项。（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2 

 

10//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 2019 年项目计划正式发布，包括长城植树、奥森

健走、儿童绘画、青海助学、云支教、打工子弟学校夏令营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和

环境项目，将为合作伙伴提供更简单易行、更多人参与、更有感召力的志愿者活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1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8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4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7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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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67.html 

 

11//截止 12 月 10 日，共有 82.5 万人次和 5 家爱心企业参与“一本字典”助学

项目捐款，已有包括青海、西藏、四川等地 30 所藏族学校的 5,263 名学生收到

《汉藏字典》。（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9.html 

 

12//2019 年“为爱涂鸦”公益台历义卖活动进行中，已有 14 家企业订购 1,610

本台历，将帮助更多青海藏族学生拥有自己的《汉藏字典》。（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66.html 

 

13//“楷登·彩虹课堂”打工子弟学校冬令营走进首都博物馆，15 位志愿者为新

希望学校的 48 名学生讲解北京历史，帮助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魅力。（有爱有

未来）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8.html 

 

14//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有爱有未来”正式颁布“2018 年 TOP100 最

佳志愿服务企业”和“2018 年度最佳公益合作伙伴”，向参与和支持志愿服务活

动的 200+企业，近 2 万名志愿者致敬。（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70.html 

 

 

 

1//2018 年“知行计划”路演持续走访北上广企业，欢迎开展大学生项目及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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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云支教”教育扶贫项目为合作企业提供教学直播平台，支持企业志愿者开

展远程助学支教，有效降低企业教育助学项目成本，实现志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助力企业参与教育扶贫。欢迎开展乡村教育项目和志愿者活动的企业加入。（知

行计划/CSR 中国教育联盟/有爱有未来） 

 

Advance Notice 预告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67.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9.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066.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68.html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070.html
http://www.zhixingjihua.com/index.php?act=index/one_news&i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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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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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有未来） 

 

 

 

 

助力企业进入顶级高校，“知行计划”路演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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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计划”致力于为企业大学生项目带来全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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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大学生项目国家队，进入中国双一流大学，影响最优秀的大学生。 

3. 得到高校官方支持，持续开展校园宣传和大学生自媒体传播。 

4. 专业的组织系统和执行能力，助力提升项目核心价值，实现企业核心目标。 

 

2018 年“知行计划”企业路演将持续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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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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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 Focus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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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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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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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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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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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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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有未来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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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