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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03 期/2019 年 08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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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行动派”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作为知行计划官方背书的聚合型校园

社交媒体，“校园行动派”将面向全国 3,000 所高校的 3,800 万大学生，免费为

合作企业发布大学生项目信息、大学生赛事信息和企业校招信息，帮助更多优秀

企业项目对接知名高校。（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70 

 

2//知行计划正式推出大学生专业竞赛支持平台，帮助合作企业进行赛事的策划

和运营，通过对接顶级高校，组织和发动专业院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参

加竞赛。2019 年，远洋集团“筑健未来”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和 LG 化学中国

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加入知行计划，成功吸引来自近百所顶级高校的大学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参赛。（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6 

 

3//急救天使志愿者联盟“企业 AHA 急救培训项目”正式启动报名，来自 AHA

（美国心脏协会）的认证导师，将使用 AHA 专业课程，对企业员工进行 CPR、

AED 和常见外伤处理的理论及实操培训。有爱有未来将提供 AHA 急救证书培训

和 EFA 企业急救知识培训的不同选项，方便企业根据员工需要进行选择。（有爱

有未来）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71 

 

 

 

1//2019 年索尼梦想教室落户井冈山小学，董事长兼总裁高桥洋、井冈山市副市

长王克康和来自南昌大学的大学生实践团队共同参加了捐赠仪式，并为井冈山小

学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 KOOV 机器人课程。（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5 

Focus 焦点发布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70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6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71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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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青年导师启动仪式，分别在

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立邦总部举行，来自 icolor 的 42 位知名设计师首次加入支

教奖，他们将作为青年导师，为全国 100 支大学生实践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和技

术支持，帮助大学生提升专业能力，产出高品质成果。（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7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8 

 

3//2019 年“状态由我”达能校园公益行动进行中，奥运会双人跳水冠军火亮、

短道速滑世锦赛冠军肖涵等多位冠军为大学生加油助威。今年的特别项目在广西

南宁马山中学举行，来自达能中国的员工志愿者与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实践团队共

同参加了开营仪式和校园民族运动会，并向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冠军张雯、任

振华也来到学校，带领志愿者和同学们开展了一堂旱地冰球体验课，让当地的孩

子们感受了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7 

 

4//2019 年远洋“筑健未来”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进入项目考察和方案设计阶段，

项目聚焦“建筑与儿童教育”主题，支持大学生通过实践了解乡村儿童的文化教

育需求，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设计健康、生态、实用的儿童教育建筑。来自天

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参赛高校的设计团队，分别前往

三亚和秦皇岛进行实地考察，并走访调研项目所在地的学校和师生，为之后的设

计方案打下基础。（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4 

 

5//2019 年阿克苏诺贝尔“大师美学课堂”在中国顶级高校顺利开展，并已邀请

到中国工程院钟训正院士（东南大学）、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褚冬竹副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肖毅强副院长、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教育委员会王一主任

等建筑设计专业领军人物，为“大师美学课堂”提供优秀作品和设计理念，支持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带着大师去支教”。（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3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7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8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7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4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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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 年 LG 化学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进入复赛阶段。项目聚焦动力

电池领域，组织高校大学生提交创新方案、开展校园宣传，影响更多青年群体关

注新能源和动力电池对汽车行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

国 26 所高校 67 支大学生团队的项目申报，经过初赛选拔，共有 30 支团队入围

复赛。（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2 

 

7//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之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 7 月 5 日在京启动，西门子

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尔曼先生出席，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学生及西门子“青年导师”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项目特别邀请 40 余位员工

志愿者，组成 10 个“青年导师”小组，以专业能力及职场经验，帮助 10 所高

校的大学生将西门子的环保理念带到全国各地，并在乡村学校开展课外阅读习惯

调查，为大学生深度赋能，助力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9 

 

8//绿色征程-2019 年索尼大学生环保营圆满落幕，并正式发布获奖名单。项目

聚焦索尼“走向零负荷（Road to Zero）”环保理念，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

环保活动。5 月环保训练营，10 所高校的 30 名大学生代表前往索尼无锡工厂，

开展设计思维工作坊、探访国家湿地公园、绘制生态绿地图；6 月 5 日“环境日”

活动，10 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全国 7 座城市开展 22 场“Plogging to Zero”环

保行动。项目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环保技能，助力青年环保先锋培养，推动可持续

发展。（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8 

 

9//2019 年第七届索尼梦想教室项目培训成功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4 所高校的同学参加了在索尼北京办公室

举行的线下培训；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前往成都 SONY STORE 参与

了培训。通过培训，大学生对项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零距离体验了索尼产品。

（知行计划） 

 

10//为做好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的宣传报道工作，鼓励和支持各实践团队深入

挖掘高质量的社会实践故事，提高宣传报道的写作能力，知行计划与中国青年报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2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9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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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媒联合开展“2019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传播作品评选”，对各实践团队

发布的优秀传播作品进行评选和表彰，并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知行计划官网

和官微、校园行动派官微等，展示和发布优秀作品。（知行计划）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0 

 

11//云支教组委会联合掌门 1 对 1，与宁夏盐池县、西吉县教育局合作，为该地

区 16 所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师培训。截止目前，盐池县 11 所学校的 415 名教师

参加云支教培训，人均参加课程达 8 小时，间接受益教师数 537 人。2019 年秋

季学期，云支教教师培训预计将在宁夏西吉县、内蒙古太仆寺旗和察右前旗开展，

持续助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98 

 

12//云支教助学计划启动以来，已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34 所高

校联动发布，28 所高校的 31 支大学生团队已进行申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安徽六安的 4 所小学开设为期一年的国学和英

语网络直播课程，1,519 名乡村学生受益。预计 2019 年秋季学期，云支教将覆

盖青海囊谦、称多两县的所有学校。（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48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3 

 

13//急救天使志愿联盟第一期 AHA 急救证书培训成功举行，首批 12 位学员通

过考试，获得美国心脏协会颁发的 AHA 急救培训证书。（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3 

 

14//2019 年第五届“为爱涂鸦”儿童公益绘画征集活动持续进行中，已有 25 家

企业和机构报名参与，提交作品 300 余幅。为保证参赛选手有充足时间创作优

秀作品，组委会将报名及作品提交截止时间延长至 8 月 16 日，欢迎更多企业和

员工家庭加入，与青海藏族的孩子们一起手绘未来。（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4 

 

 

 

http://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60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98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48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3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3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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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云支教-SAP”志愿者第一期培训会成功举办，标志着首个企业志愿者云支

教项目正式启动。8 个 SAP 志愿者小组，将为青海省囊谦县的 5 所学校提供为

期 2 个月的在线课程，预计将有近 3,900 名藏族儿童从中受益。欢迎更多企业

支持和加入“云支教”项目，共同支持边远贫困地区教育。（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0 

 

16//“一本字典”助学计划将于“腾讯 99 公益日”期间，联合更多爱心企业开

展“一本字典”企业一起捐活动，支持参与企业发动合作伙伴及员工，为更多藏

族学校捐赠汉藏实用字典。（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72 

 

17//2019 年“彩虹课堂”项目于 5 月启动后，已有 3 家企业报名参与，为打工

子弟学校学生开展一系列专题教育课程。9 月，“彩虹课堂”秋季学期活动将全

面开展，欢迎更多企业加入，共同支持流动儿童素质教育提升。（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1 

 

18//2019 年“八达岭古长城春季植树活动”圆满结束，共有来自利星行、施耐

德、戴尔易安信、有利网、普华永道及 ABB 在内的 6 家企业的 549 名员工志愿

者参与种植，以实际行动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99 

 

 

 

 “2020 年知行计划大学生项目企业路演”即将启动。 

本次路演将通过走访重点企业，宣介知行计划 2020 年大学生项目，包括： 

▲ 青年责任绿色行动计划（生态环境项目） 

▲ 大学生社会实践支持平台 

▲ 大学生专业竞赛支持平台 

▲ “校园行动派”大学生社群聚合平台及媒介发布平台 

▲ 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 

欢迎有意向开展大学生项目的企业提前联系预约，详情请关注知行计划官网及官

微。（知行计划） 

Advance Notice 预告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0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72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01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99


 6 / 8 

 

 

 

免费发布企业信息，直达 3,800 万大学生 

“校园行动派”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大学生项目， 

如何进入中国顶级高校？ 

专业竞赛， 

如何吸引专业院系的优秀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一年一度的校招， 

如何影响和到达更多应届毕业生？ 

…… 

面向 3,000 所高校的发布平台， 

“校园行动派”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校园行动派”微信公众号是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交互型校园社交媒体和大学

生社群聚合平台，面向中国 3,000 所高校的 3,800 万大学生，辐射超过 9,000 万

校内外青年群体。校园行动派在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的指导和支持

下，于 2019 年 5 月创立，并于 8 月正式上线。 

 

校园行动派帮助合作企业免费发布项目信息、赛事信息、校招信息、教培信息和

专属福利等优质内容，精准聚焦和服务大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同时，校园行动派

为大学生提供社群信息发布、优秀社群展示，社群成果公告等免费功能，充分聚

合大学生社群的社交需求。 

 

1. 校园行动派将开放 100 个企业免费发布名额 

校园行动派将在秋季学期，全面开放“大学生项目”、“大学生赛事”、“实习招聘”

等栏目，为合作企业免费提供 100 个发布名额，请有大学生项目发布需求的企

业尽快联系我们。 

 

2. 校园行动派将开放 3 个企业校园调查项目预约 

校园行动派将在秋季学期，为合作企业提供校园调查的支持和服务，并将开放 3

个预约名额，请有开展大学生调查需求的企业提前预约。 

 

Topic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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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行动派将提供新闻资讯发布服务 

校园行动派“新闻资讯”栏目，将按照媒体发布模式及标准，为合作企业提供新

闻和咨询的发布服务。欢迎有校园媒体发布需求的企业联系我们。 

 

更多栏目设置和大学生项目信息，请关注“校园行动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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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 2012 年，旨在支持全国

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发展。截至 2018 年，“知行计划”作为《全国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专项，已累计发动超过 470 所大学的 5,300 多支大

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参与申报，直接资助超过 2,000 支团队开展包括助学支教、环境保护、减

贫脱贫、创新创业、乡村调研、专业竞赛、公益传播等形式多样的实践项目，共有 47.7 万

大学生直接参与，使 5,800 余所乡村学校的 300 余万师生受益。2019 年，“知行计划”将

继续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助力中国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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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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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计划官微二维码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http://www.zhixingj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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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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有未来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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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