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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China Express 由青年影响力创新中心（Youth Impa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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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志愿行动联合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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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五届 CSR 中国教育榜”获奖名单揭晓
12 月 6 日，2021 年企业社会责任教育项目优秀案例征集暨第五届 CSR 中国教
育榜评比结果正式发布，组委会共颁发 178 个奖项，97 家企业入围年度最佳责
任企业品牌榜。
CSR 中国教育榜创立于 2014 年，在政策指导下，由多家行业机构联合发起，旨
在鼓励和表彰支持中国教育发展的优秀 CSR 项目。自创立以来，共有 536 家中
外企业申报，172 家企业、累计 320 个优秀 CSR 项目获得表彰。
2021 年 CSR 中国教育榜共有 189 家中外企业申报，109 个 CSR 项目入围。其
中，宝洁中国【倾听未来 看见希望——宝洁支持希望工程 25 周年项目】、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三州”地区电力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可口可乐中国
【“净水 24 小时”应急饮用水救援机制】、立邦中国【立邦「为爱上色」中国
大学生农村支教奖】、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I 不孤读——青
少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项目】获得年度典范项目大奖。
此外，共计 25 个企业 CSR 项目分别获得年度最佳社会贡献、年度最佳影响力、
年度最佳战略、年度最佳创新、年度最佳可持续发展奖；共计 51 个企业 CSR 项
目分别获得“美丽中国”年度优秀生态文明项目、“青年影响力”年度优秀大学
生项目、年度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年度优秀 SDGs 项目特别奖。（CSR 中国教育
联盟/知行计划）
http://www.csraward.cn/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15
Headline 2// 668 万人次票选 10 佳“2021 年度最受公众认可项目”
11 月 22 日，2021 年 CSR 中国教育榜组委会启动“年度最受公众认可项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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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以在线投票方式，评选出公众高度关注的 CSR 项目，共计 66 家企业参与；
截止活动结束，页面访问量达 6,683,499 人次，投票总数 6,529,685 票，分享总
量 3,430,581 人次；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我们的世界”项目】、
LG 新能源（中国）【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立邦中国【立邦「为爱
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位于总票数排行榜前三位。组委会通过评选活动，
全面支持入围企业展示和传播 CSR 品牌项目，分享优秀成果及经验，助力 CSR
领域可持续和创新发展。（CSR 中国教育联盟/知行计划）
https://vote.jzvote.net/6a5ee7e9a8f7c7a6
Headline 3//《2021 年 CSR 中国教育榜优秀案例选编》正式发布
《2021 年 CSR 中国教育榜优秀案例选编》共收录 38 家企业优秀 CSR 项目案
例，将面向政府、行业、高校、企业、媒体、专业机构等相关方正式发布。《选
编》深度触达 4 万+中外企业、400+中国高校、100+中国顶级高校商学院和管
理学院，直接影响超过 400 万职场青年和 4,000 万青年大学生。（CSR 中国教
育联盟/知行计划）
http://www.csraward.cn/case.asp?classid=2

New Express 新闻速递
1//10 月 23 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展暨 2021 年第九届索尼梦想教室成果
发布会在杭州圆满落幕。来自教育部、北京生态文化协会、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
计划、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中国）的专家代表、领导嘉宾以
及来自浙江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的高校师生代表出席活动。
今年累计收到 76 所高校的 268 支大学生团队申报，共在全国 31 座城市建立 36
间梦想教室，30 所高校大学生团队累计开展 2,805 支教课时、68 场传统文化创
意市集，6,255 名学生直接参与。项目发布超 1,000 篇推文，获得 250 余万阅
读互动量，影响超 123 万在校大学生。（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20
2//11 月 1 日，2021 年第五届“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专
家终评会圆满举行，来自中国建筑学会、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机构的专家，以云会议的方式评审选拔年度奖项。今年共有 153 所学校的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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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团队申报，共支持 94 所高校 100 支团队开展项目，大学生累计完成 12,826
课时支教课程，在 41 位 iColor 建筑师及设计师组成的“青年导师团”专业指导
下，对 173 个物质文化遗产及 440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色彩调研。获奖名单
将在 12 月举办的颁奖仪式中发布。（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22
3//11 月 6 日，2021 年路孚特“绿行者”乡村环境教育项目工作坊暨颁奖仪式
成功举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管理层及员工志愿者、知行计划代表，以及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代表在云端分享年度成果。今年共有
68 所高校的 165 支团队申报，优选支持 10 所高校大学生开展项目。250 余名
大学生前往 15 个地区，为实践地近 8,500 名师生带去“青少年的财商教育”、
“碳足迹”、“数据科学与环境保护”等共计 1,719 课时优质乡村素质教育课
程，影响人数超 32 万。（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23
4//11 月 13 日，由知行计划与 Apple 授权经销商联合开展的“i Future 大学
生实习就业支持项目”之青年创意工作坊武汉站正式举行，来自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的 200 名师生参与活动。活动聚焦数字设备和软件应
用实用技能学习，并邀请 B 站知名 UP 主现场分享“如何利用苹果手机以及 Mac
Book 进行照片和视频的拍摄与剪辑”，使参与者近距离了解前沿科技，充分激
发大学生的创造活力。（知行计划）
5//11 月 17 日，由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和脉动联合
开展的“2021 年脉动环进大学生绿色行动”总结分享会暨颁奖仪式成功举办。
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济大学、人民网、微博、抖音的专家学者，与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通大学、江南大学等
高校的大学生们“云端”分享项目成果，一起见证奖项发布。2021 年，项目累
计收到全国 67 所高校的 150 支大学生团队申报，大学生团队深入全国 10 个省
份 13 个地区，开展了骑行捡拾、环保知识竞赛、体验草木染、校园跳蚤市场、
校园绿跑、电子废弃物回收等 79 场实践活动，9,018 名大学生直接参与，发布
近 450 篇推文，影响人数超 173 万。（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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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月 20 日，由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上海奉贤团区委、金汇镇政府、
上海城测行、筑龙学社等机构联合开展的“2021 年#青年营造家#城市公共空间
微更新设计竞赛”专家评审顺利完成，来自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平元设计、上海城测行等机构的专家，与上海奉贤区
政府、金汇镇政府负责领导，共同评选出 12 个获奖方案及团队。相关方案将在
2022 年春季进行优化，并在金汇镇社区完成实施落地。
（知行计划/青年影响力）
7//11 月 21 日，LG 新能源“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
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工信部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机构的知名专家参加评审。本届
赛事共有来自全国 47 所高校的 134 支大学生团队申报，83 位知名教授和专家
为提供专业指导。大学生自主开展校园宣讲、海报张贴、校园路演、知识问答等
共计 167 场线下校园传播活动，参赛团队累计发布超 1,200 篇赛事推文，影响
超过 30 万在校大学生。（知行计划）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24
8//12 月 14 日，2021 年“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奖”总结颁奖
仪式在上海举行。立邦集团管理层、专家委员会代表、i color 设计师、高校教师
和大学生、媒体代表等近 200 人欢聚一堂，共同聆听大学生和艺术家故事，分
享项目年度成果。（知行计划）
9//12 月 20 日，由中国大学生知行计划、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欧莱雅联合
开展的“2021 年#有意思青年#高校公益挑战赛”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今年共
有 20 所高校申报，10 所高校大学生团队获得支持。112 支主播团队、400 余名
大学生直接参与海选，累计吸引 12 万+公众关注；发布超 100 篇推文，获得 16
万+传播热度，触达 29 万余人。（知行计划）
10//12 月 20 日，#云支教#大学生乡村教育奖高校申报启动，“云支教奖”将
对 2021 年以线上方式开展助学支教的大学生团队进行鼓励和表彰。截至 2020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 139 所高校的大学生及 6
家企业志愿者响应“云支教”，在安徽、青海、云南、海南、甘肃、四川、宁夏
等地超过 100 所乡村学校已开展云支教课程，直接受益学生 1,193,37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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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学生团队积极开展项目宣传，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累计发布“云
支教”1,922 条新闻资讯，聚焦超过 88 万关注。（知行计划/有爱有未来）
http://www.zhixingjihua.com/news_details.asp?classid=1&id=431
11//“2022 年大学生项目企业路演”持续进行中，知行计划分别与拜尔斯道夫、
卡特彼勒、屈臣氏、LG 化学、QCY、SME、康宁、美国环保协会、WWF 等企
业和机构，就合作开展 2022 年大学生项目，进行了深入沟通和探讨。（知行计
划）
12//2022 年有爱有未来公益台历义卖开启，义卖善款将用于支持“洗漱包助学
计划”，为青海玉树地区藏族住校学生捐赠牙膏、牙刷等必需的卫生用品，帮助
藏族儿童提升健康水平。（有爱有未来）
http://www.sharethecare.cn/volunteers.asp?id=102
13//2021 年有爱有未来最佳公益伙伴获奖名单将于 12 月底发布，通过对本年
度优秀合作企业及机构的鼓励和表彰，发动和支持更多企业及机构助力乡村儿童
健康成长，共同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有爱有未来）

CSR Focus 专题

2021 年第五届 CSR 中国教育榜大数据
2021 年 CSR 中国教育榜共有 189 家中外企业申报，109 个 CSR 项目入围。组
委会共颁发 178 个奖项，97 家企业入围年度最佳责任企业品牌榜，其中：
入围外资企业占比为 62%，中资企业占比为 38%：
入围企业中国总部位于北京占比为 40%，上海占比为 38%，广东占比为 10%；
其他地区占比为 12%。
入围企业主营业务涉及 14 个行业，制造业占比最高，达到 5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为 11%，房地产业占比为 8%，金融业占
比为 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为 5%，其他行业占比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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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项目 66%持续周期在 2 年以上；新项目占比为 34%，相比 2020 年增长了
20%：
入围项目主要关注乡村教育、青少年发展、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方向，总占比
为 80%，同时，还涉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方向，占比为 20%（健康福祉、优
质教育、社会平等、性别平等及其他），更多企业 CSR 项目关注社会焦点，以
及更加多元化的社会议题。
入围项目主要关注少年儿童及大学生群体，总占比为 78%：
少年儿童群体占比为 64%，包括乡村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及其
他弱势儿童群体；大学生群体占比为 14%，主要通过社会实践、培训指导、奖助
学金、创新创业等形式，为大学生成长发展赋能。同时，入围项目还关注乡村教
师、医护人员、女性、老年人群、农村居民、公益组织等社会群体，占比为 22%。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 China Education Support Project
中国有近 3,000 所高校，4,000 万在校大学生，2021 年大学毕业生超过 900 万人。中国大
学生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于 2012 年正式设立，致力于推动和帮助社会力量，
参与支持大学生成长发展。截至 2021 年，知行计划已累计发动 500 余所高校的 9,000 余
支大学生团队参与申报，50 万大学生直接参加，开展包括乡村振兴、助学支教、环境保护、
实习就业、创新创业、专业竞赛、云支教等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及成长发展项目，惠及 7,000
余所乡村学校的 300 余万师生。
汇聚青年力量，创造美好世界。与知行计划一起，发现青年，发现未来。
联系人：李林洁
联系电话：010-82193925/15010219177
专用邮箱：lilinjie@youthimpact.cn
官方网站：www.zhixingjihua.com

知行计划官微

有爱有未来企业志愿行动 Share the Care Volunteer Organization
有爱有未来企业志愿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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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数万家中外企业和数百万白领员工。有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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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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次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企业员工及高校大学生志愿
者超过 155 万人次，近 100 万名乡村师生受益。
联系人：王公佑 Ms. Alina Wang
联系电话：010-82193926/13520576052
专用邮箱：alina_wang@youthimpact.cn
官方网站：www.sharethecare.cn

有爱有未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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