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奖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金奖

1 手作步道 深圳市磨房户外运动协会

2 声活APP 深圳市声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3
“我是你的眼”视障儿童自

然教育项目
重庆丽群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4
帮帮找人-移动互联网公益寻

亲平台
深圳豆壳科技有限公司

5
“七彩织梦”互助县农村妇

女公平贸易项目
西宁友成公益联合援助中心

银奖

6 爱树零碳计划
惠州市爱树乡院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7 抗癌公社 众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8 捡回珍珠计划 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9
以滇金丝猴主题民宿及自然
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企业项目

玉龙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10
老牛湿地保护•珠峰自然保护

区
老牛基金会

11 益善儿童玩具银行 中山市聚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行走的家具”二次废弃衣

物再生公益项目
泸州市益生励志协会

13
“舌尖公益”小母羊扶贫帮

困计划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

社会工作站

14 湖南麦当劳叔叔之家
湖南省麦当劳叔叔之家患儿家

庭援助中心

15 资教工程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传梦公益

基金

16 公益创新创业垂直自媒体
广州南兄南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17 “水灾保”应急救护包 蓝援社

18 "彩虹伞"雨具包 宁夏安琪爱心基金会

19
熊猫村公平贸易旅行研发项

目
幸福银行（成都绿生活科技有

限公司）

20
流动博物馆—深圳社区文化

传承计划
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铜奖

21
基于“互联网+”养老关怀平
台多陪陪APP的研发及推广

微孝亲老服务团队

22 养老之公益解决计划
深圳市龙岗区众智公共服务创

新中心

23 婚姻“安全岛”
重庆市渝北区益群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24 睿介寻子 郑州睿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
地铺换床铺（捐赠学生床铺

公益项目）
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

26
“聆听世界 触摸光明”盲童

救助慈善项目
郑州慈善总会



铜奖

27
《童话剧场 快乐成长》关爱

少儿健康成长公益项目
黄石市爱心满园义工协会

28 快乐陶笛，亲子乐团 深圳市福田区颂雅艺术团

29 绿色阳光进社区 泰山慈善基金会

30
“天使的翅膀”——外来工

子女成长关怀系列活动
珠海市关爱协会

31
“把根留住——拯救安康火
龙民俗文化”山区乡村可持

安康儿童发展促进会

32
春风快乐成长计划（性安全

教育进课堂）
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

33 东莞市心晴妇女庇护中心 东莞市鹏星反家暴庇护中心

34 古村普查之乡约计划 江苏古村保护和发展志愿者

35 离网热电联产发电扶贫公益
北京泓雁嵘昌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

36
马路上的温情——环卫工人

关爱行动
深圳市宝安区旭源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37
“助力公益、携手同行

”——社区再生资源回收支
惠州市公民伙伴社工服务中心

38 故乡农园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39 熊猫女的关爱计划 蒋永和

40 社区草人e工坊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博雅文化协会

41 绿石溪生态保护项目 李永政

42 瓷娃娃彩乐爱心病房
天津市武清区太阳语罕见病心

理关怀中心

43 爷爷奶奶一堂课 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

44 低视力防控与干预计划
深圳市星光眼健康公益服务中

心

45 金色童年益起摇摆
阜阳市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46
公益慈善学园——以专业之

声推动公益行业发展
公益慈善学园

47
彩虹璀璨中国－“飞越彩虹
”公益项目推动CCTV传媒供

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

48
“明叔饼房”  ——残障人
士烘焙社企孵化支持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
心

49 MyH2O中国水质地图平台 MyH2O

50 云社工 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

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大学生公益创客项目奖

类型 序号 所在高校 申报者 项目名称

金奖

1 南京审计大学 吴文明
花生网——青年公益 企

业CSR定制平台



金奖

2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创行团队 执秆为画

3 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创行团队 第三只眼

4 北京化工大学 吴泽宇 滴水成林

5 四川大学 DBSA造梦公益 贫民窟公益创业计划

银奖

6 沈阳大学 沈阳大学创行团队 绿蔬临门

7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创行团队 手有余香

8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创行团队
“衣衫褴褛”——城市

街道导游项目

9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
“星路相伴，心护成长

”

10 深圳大学 InTouch Group 义工加油栈

11 中南大学 优儿帮
优儿帮,帮儿优——“互
联网+儿童健康公益”服

12 华南理工大学 广而绣之 广而绣之

1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胜楠
素质教育的国际化创新

模式

14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环境保护协

会
“众志家”大学生志愿

者输出平台

1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创行团队 安营“渣”寨

16 华东政法大学 孤岛海韵 孤岛海韵

17 南昌航空大学 徐瑶 一米空间，两种世界

18 西华大学 有模有样公益团队 触感世界

19 西南石油大学 吴金斌
Play Back Theatre 流

动剧场

20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

药学院
张洁

便携式24小时连续动态
血压监测仪

铜奖

21 湖南大学 湖大宠与爱小组 流浪宠物救助计划

22 四川大学 DBSA造梦公益
提高教育 – 打破

Mathare贫民窟的恶性循

23 西昌学院 阿库浪金
大凉山瓦曲村农场化综

合开发

24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金融学院Enactus(创行)团

队
星星的孩子

25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创行团队待用长沙项

目组
全城待用 创义长沙

26 大连交通大学 fight工作室 稻可道

27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创行团队 曾几何时

28 天津农学院 天津农学院创行 方便菜

29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金融学院Enactus(创行)团

队
天生蕉傲



铜奖

30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环保志愿者协会垃圾

分类组
快递盒的重生之旅

31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创行团队 租租侠

3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行团队废

尽新思项目组
废尽新思

33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蘑力再生项目组 蘑力再生

3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爱码回家 爱码回家

35 深圳大学 路那边 开往春天的校车

36 东北师范大学 常春藤公益环保协会
“藻秸”有机肥料开发
及城市景观水体净化服

37 北京建筑大学 Water Detective团队
Water Detective-水质

监测计划

38 四川师范大学 唐志权
3D科技与美术教育应用

的融汇创新

39 西南民族大学 践行者团队
多彩民族 守望互助;—
民族地区公益服务平台

40 广西师范大学 予萌团队
雨萌计划——关注广西
留守女孩生理健康

41 山东财经大学 十纸连心 十纸连心

42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创行团队（龙洞

校区）
巴士快递

43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Rainbow eyes Rainbow eyes

4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追根塑园

45 四川大学 张舒
Roaming：基于OCR的盲

人导航软件

46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i侬生态农业消费合作

项目
清华大学i侬生态农业消

费合作项目

47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创行团队项目二组 碟光可鉴

48 三亚学院
蓝丝带海洋保护三亚学院志愿

者服务社
Mangrove

49 暨南大学 林佳莹 公平贸易茶水间

50 中国科学院大学 P.M.P.
P.K.（Pure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