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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China Express》由青年影响力研究中心（Youth Impact Research Center）主办，
CSR 中国教育联盟、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和有爱有未来外企志愿行动联合发起。简报
将聚焦政府政策，发布优秀 CSR 项目信息，并为合作伙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资源。

Headline 1//《2020 年青年影响力与品牌年轻化蓝皮书》正式发布
2020 年，青年影响力研究中心（YIR）面向 100+顶级高校开展“青年品牌影响
力调查”，聚焦高校青年群体，针对大学生成长发展、大学生行为趋势、大学生
品牌影响力等重点研究领域，深入调查了解大学生的发展现状、成长需求和消费
理念，并发布《2020 年青年影响力与品牌年轻化蓝皮书》，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
据、分析、观点，并为企业品牌年轻化提供资源、策略和依据。
下载链接：http://www.csraward.cn/upload/news/2020091678581561.pdf

Headline 2//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获奖名单正式发布
“2020 年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征集暨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获奖名单正式
发布，APPLE、NIKE、立邦、宝洁、平安保险等 5 家企业获得本年度“CSR CHINA
典范奖”，103 家中外知名企业分别斩获奖项。
https://mp.weixin.qq.com/s/rG-G8h5m0PhDjRDg3GDvUA
Headline 3//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优秀案例选编》暨大数据正式发布
“2020 年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征集暨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优秀案例选
编》暨大数据正式发布，申报企业中，61%为外资企业、39%为内资企业；86%
企业 CSR 项目持续开展 2 年以上，18%企业 CSR 项目聚焦高校大学生。
下载链接： http://www.csraward.cn/upload/news/2020090956617441.pdf

Headline 4//2020 年 CSR 中国教育奖传播大数据
2020 年第四届 CSR 中国教育奖首次以线上颁奖方式进行，并通过#CSR 中国教
育奖#和#助力中国教育，影响中国未来#微博话题、知行计划传播矩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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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以及近百家获奖企业开展联合传播。截止 9 月 16 日，话题累计阅读
量超过 1,900 万；共有 97 家获奖企业参与线上投票，累计近 36 万人次，投票
量累计 56.8 万；共有 106 家媒体发布教育奖新闻，触达 1,200 万公众；知行计
划传播矩阵向 470 所重点合作高校和大学生社群投放教育奖信息，影响近千万
大学生。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1//团中央社会联络部于 8 月 25 日，在团中央机关组织召开“美丽中国·青春行
动”工作交流会，知行计划与中国工商银行、中移动、中铁建、中环保等项目伙
伴，就 2020 年上半年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下半年工作计划进行了分享和
交流。
（知行计划）
2//2020 年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入围名单发布，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 26 所高校的 29 支团队进入
复赛，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1 月举行的总决赛暨颁奖仪式现场公布。
（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zq9BXVmUBCJ_nE3Flv7TeQ
3//2020 年西门子“爱绿”教育计划之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入围名单发布，
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学等 8 所高校的 8 支大学生团队成
功入围，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1 月发布。（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PWuqtcIKDCckY5ZNtui-OA
4//2020 年索尼梦想教室入围名单发布，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 33 所学校的 30 支团队入围，目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最终获
奖名单将于 10 月颁奖仪式现场公布。（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VeQ1JZv_rhWD2LFSxvM4ug
5//2020 年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入围名单发布，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 74 所高校的 100 支团队入围，
9 月底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2 月初颁奖仪式现场公布。
（知行
计划）https://mp.weixin.qq.com/s/rtziFHtp_mZlOuZ_Ug_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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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 年路易达孚“乡村创变者”可持续农业青年行动入围名单发布，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 6 所农业类高校的 6
支大学生团队成功入围，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0 月下旬举行的成果发布仪式公布。
（知行计划）https://mp.weixin.qq.com/s/vLDtTWLafA6nNK5tAFPZAQ
7//2020 年路孚特“绿行者”乡村环境教育项目入围名单发布，来自北京大学、
兰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 8 所学校的 8 支大学生团队成功入
围，目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最终获奖名单将于 11 月颁奖仪式现场公布。
（知行
计划）https://mp.weixin.qq.com/s/HUMLNy4mJoxfP0YXVarMzg
8//2020 汤臣倍健营养支教计划入围名单发布，来自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
大学、四川大学等 8 所高校的 8 支大学生团队入围，目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最
终获奖名单将于 10 月中旬发布。（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Gil0KBRLE3LJfcVtEmA8hg
9//9 月 12 日，路易达孚“乡村创变者”可持续农业青年行动专家终评会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生态文化促进会、
北京青年报、美国环保协会、路易达孚、知行计划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共同组成
专家委员会，聚焦农业可持续发展主题，畅谈农业学子开展的可持续农业行动，
并对大学生实践成果做出专业评审。（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J2FFquXtA6p4mvtzfAOJmg
10//三棵树“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全国大学生环保创意大赛进入评审阶段，来自
生态环境部、知名高校、知名设计机构、知名艺术媒体、知名公众媒体、知行计
划和三棵树的专家参与评审。（知行计划）
11//9 月 19 日，2020 年索尼梦想教室项目首间示范教室，在山东省菏泽市单
县李田楼镇初级中学落成，来自教育部、索尼中国、单县政府、知行计划的领导
和代表，以及索尼音乐旗下艺人、李田楼镇初级中学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捐赠仪式。
（知行计划）https://mp.weixin.qq.com/s/m_uyfNiKQCbHgYhw_2GvdQ
12//9 月 8 日，知行计划携手立邦中国，开展“「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
教奖重走支教路”活动，邀请立邦管理层、企业合作伙伴、员工志愿者、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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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支教奖专家以及重庆大学同学，在重庆市石柱县（留守儿童）精英学校
开展夏令营，共同帮助孩子们绘制彩色梦想。（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aw2L8iY9zxDV29hU8Bn2RQ
13//知行计划与腾讯互娱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同意，基于腾讯成长守护平台，开
展“Z 星球”项目合作，共同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行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8cEx5XCD4g4cC0zz_7xmNw
14//2020 年“为爱涂鸦”儿童绘画征集活动共有 20 家爱心企业报名参与，提
交儿童绘画作品近 700 幅；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青海玉树囊谦县、称多县、杂
多县、治多县藏族学校的孩子们参加绘画征集。9 月 17 日，获奖作品名单正式
发布，108 幅优秀作品获奖；61 幅作品入围网络投票，共获得近 8 万票支持，
总浏览量近 53 万。（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35
15// 写给明天的诗|有爱有未来艺术公益展（系列展）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
北京瑞吉酒店开幕，12 位艺术家联袂为公众献上绘画作品；展览期间的所有作
品将以义卖方式，为有爱有未来乡村教育项目筹款。部分 2019 年“为爱涂鸦”
优秀作品也参加了本次艺术公益展和义卖活动。9 月 5 日，艺术公益展在 798 艺
术区 XYZ 画廊同时开展。（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32
16//2020 年“为爱而走”慈善健走活动联动腾讯公益平台，在疫情期间启动线
上参与模式。截止目前，已有 11 家企业的 2,381 名员工捐出 2,086 万步，获得
企业配捐 28,960 元，所有企业捐款将用于开展“一本字典”助学行动。有爱有
未来将联合爱心企业，在 2020 年全年开展线上捐步，鼓励员工以健康运动的方
式，支持乡村教育。（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29
17//“云支教乡村小课堂”获得包括 SAP、楷登、恺英网络、拜尔斯道夫在内的
多家企业参与和支持，组织发动超过 120 名员工志愿者，通过直播教学系统，
持续为青海玉树地区 6 所藏族学校提供素质教育课程，影响超过 4,800 名藏族
孩子。
（有爱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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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月 17 日，大金氟化工（中国）的 23 名员工完成 2020 年首场 EFA 企业
急救培训，获得志愿者证书。“急救天使”企业培训分为 AHA 急救证书培训、
EFA 企业急救培训两类课程；同时，有爱有未来还推出了传染病知识和预防、职
场肩颈痛应对等员工健康课程，帮助企业做好疾病预防，改善和提升员工健康状
况。（有爱有未来）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87
19//“乡村儿童洗手液计划”捐赠的第二批 1,200 瓶洗手液，已全部发放至青
海玉树杂多县和治多县的 32 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将为超过 17,000 名藏族师生
提供健康呵护。截止目前，
“乡村儿童洗手液计划”已捐出 3,600 瓶洗手液，54
所藏族学校的 3.5 万名藏族孩子直接受益。（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31

Advance Notice 活动预告
1//《云支教全国标准课程 1.0 版》启动企业公益课程征集，相关课程将免费提
供给全国大学生和企业志愿者开展助学支教，并作为云支教乡村小课堂标准课程，
免费推荐给乡村学校。（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89
2//“2021 年知行计划大学生项目企业路演”正式启动，知行计划将走访合作企
业，分享品牌大学生项目的成功经验，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方案建议、高校资
源和项目运营管理支持，以青年影响力助力企业品牌年轻化。
知行计划期待与更多企业开展互动交流和合作，欢迎联系我们。（知行计划）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
China Education Support Project
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
）在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下，于 2012 年正式创
立，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学生项目官方平台，旨在推动和帮助企业，参与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
和成长发展。截至 2019 年，
“知行计划”已累计发动超过 470 所大学的 6,000 多支大学生
团队参与，持续开展包括助学支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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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成长发展项目，共有 49.1 万大学生直接参与，使
6,400 余所乡村学校的 300 余万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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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林洁
联系电话：010-82193925/15010219177
专用邮筒：lilinjie_2003@163.com
官方网站： www.zhixingjihua.com

知行计划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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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 2006 年，是国内领先的企业青年
志愿服务平台和枢纽机构，服务于 FESCO 系统 4 万家中外企业和 400 万白领员工。有爱有
未来长期关注和帮扶弱势儿童群体，是乡村儿童和城市特殊儿童教育援助领域的主要行动
者，工作方向涉及乡村教育、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灾难救助四大领域，志愿服务项目和公
益资源网络覆盖全国。截至目前，有爱有未来已发动超过 300 家中外企业，在 7 个省市 200
所乡村学校开展超过 600 次帮扶活动，参与企业员工及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超过 155 万人次，
近 50 万名乡村师生受益。
联系人：王公佑 Ms. Alina Wang
联系电话：010-82193926/13520576052
专用邮筒：alina_wang@pmacasia.com
官方网站：www.sharethecare.cn

有爱有未来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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