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奖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执行单位

金奖 1
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

网络
古村之友

2 社区灾难风险地图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3 成都无障碍手册 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4 益播公益广告联盟
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
新中心（工商注册：北京鹰

5 乡村数字图书馆 广州君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银奖

6 高原流动教学车（羚羊车） 深圳市社会福利基金会

7
公益数据管理与共享数据库

建设
李昂达

8 积善网店 玉溪市义工联合会

9
游客的味道——社区客家文

化重建与传承项目
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10
嵌入型社区养老日托服务项

目
太原市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

铜奖

11 问答帮 王亚伟

12 身心障碍儿童也可以游泳
厦门市湖里区小蜗牛身心障

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13
绿洲寓所（髓母患儿就诊接

待站）
王金书

14
雏鹰再飞·未成年人附条件

不起诉
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

15
肝友汇——移动互联肝病健

康管理平台
重庆市汇人健康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6
小花帽维吾尔族妇女互助成

长项目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

什）社会工作站

17 静语者社区 静语者家园公益服务中心

18 环保酵素--厨房里的公益
深圳市绿洲环保公益事业促

进中心

19
青少年非遗传承“美育初乳

计划”
南昌市崛美行动公益发展中

心

20 家庭闲置用品环保互换
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

社

21
“我绘我家”——社区儿童

安全手绘地图 
珠海儿童保护协会

22
采石之殇——关爱采石场工
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项目

陶举

23 红枫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

2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照张相 叶祖艺

25
深圳市社区青少年星光护眼

计划
深圳市星光眼健康公益服务

中心

26
 “互农坊”返乡青年增能计

划
衡东县培源社会工作事务所



铜奖

27
”拯救海星“计划——乡村
留守儿童活动及资源中心项

安康儿童发展促进会

28 “彩虹村”助学项目
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

29
血中贵族 让爱延续 让生命

延续
稀有血型救助队

30 住院患儿陪护计划
深圳市创意谷公益文化发展

中心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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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单位

金奖

1 陕西科技大学
“手握一滴水•心系一个家
”——陕西科技大学赴陕北

陕西科技大学青年志愿
者服务团材料分团

2 内蒙古大学 羊油肥皂工作坊 乔亚楠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憨豆音乐助疗教室 南京乐活公益发展中心

4 西南民族大学 东方女儿国 西南民族大学创行团队

5 北京林业大学 佼酵者 北京林业大学创行团队

6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朝花夕拾”——长者自我

增权服务项目
“晨曦之光”团队

7 浙江工业大学 乡村生态社区营造 杨文博

8 中南大学 因地制宜
中南创行因地制宜项目

团队

9 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
“寻找觉主”－发作性睡病

公益行动
李修培

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赏生态摄影之美 护候鸟迁

徙之路    
“绿源”环保协会

银奖

11 北京大学 乳腺癌智能筛查仪 付际

12 华南农业大学 环保型透水混凝土砖
华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

木工程学院小组

13 西华大学 壁虎网创计划
西华大学“益心益意”

网创团队

14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赣南油茶项目 赣南油茶项目组

15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蜗牛•公益平台 赵晓平

16 武汉大学 大山里的魔法教室 大山里的魔法教室

17 郑州大学
Whisper Through 
Darkness(WTD)

郑州大学创行团队

18 复旦大学
“BODY BOXES”身体探索计

划
复旦大学“BODY 

BOXES”身体探索计划

19 深圳大学 柑为人鲜 深圳大学创行团队

20 暨南大学 绿动未来
暨南大学创行团队绿动

未来项目

铜奖

21 西南财经大学 3D打印助残行 凡英婕



铜奖

22 深圳大学 UTime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益

创新专才班

23 华中农业大学 益暖江城，e创未来 红杜鹃爱心社

2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油爱工艺公益创业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大学生青年志愿者

25 江西财经大学 洋娃娃到家啦 徐婷

26 陕西科技大学
“探金索银”之商洛尾矿处

理
“探金索银”之商洛尾

矿处理

27 大连海事大学 水灯泡 岑泉鄅

28 华中科技大学 静止的浪费 林丽敏

29 中南民族大学 绿色阳台小管家
武汉市金叶云园艺有限

公司

3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敏玩不老 敏玩不老团队

31 浙江海洋学院 困境儿童分类陪伴成长计划 舟山市爱西行公益协会

32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
我的名校公开课（MOCO） TECC

33 石河子大学
加强环境保护,致力智能垃圾

桶
郭林

3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环保酵素 上海工程Enactus

35 南京大学 老有所依
南京大学校级实践团队

——探路者

36 西南交通大学 蔗里 王琦琦

37 北京化工大学 净水之源 北京化工大学创行

38 华侨大学 邻家厨房  华侨大学创行

39 北京大学
移动公益寻亲平台——寻亲

同行网
欧雪莲

40 厦门理工学院 察余饭后 厦门理工创行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