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总结报告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经民政部批

准在中国慈展会平台上发展起来的品牌活动，由于 2017 年中国

慈展会改为两年一届，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改为中国

慈善联合会和深圳市民政局共同主办，由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

会和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承办，作为一个国家级、开放

性的公益创投平台，本届大赛以“公益创投，支持有效社会创

新”为主题，旨在为社会公益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平台式的支持,

通过竞赛遴选优秀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现就大赛执行工作总结

如下：

一、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实施情况

（一）认真做好前期筹备工作

为全力筹办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受委托单位于

前期筹备阶段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向全国多家知名的慈善组织

和往届参赛项目进行了调研和走访，组建了由北京大学非营利

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为首席专家的大赛评审委员会，筹

备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官方网站及咨询平台的建设，

制定了大赛纲领性文件《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参赛指

南》。

1.提出六大激励措施，搭建创投支持体系

为搭建完整的创投支持体系，本届大赛提出六大激励措施，

包括：一是资助金：向 30 强项目提供 170 万基础创投资金（金

奖 10 名各 10 万元、银奖 10 名各 5 万元、铜奖 10 名各 2 万元）；



二是新玩法：向 100 强项目提供 100 万元网络募捐激励金（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还将提供近 3 亿元配捐资金）；三是特训营：

向参赛项目提供价值 30 万元线下集训和线上分享；四是好导师：

邀请公益大咖、实务领袖手把手辅导项目提质增能；五是资源

库：纳入中国慈展会 100 亿级慈善资源供给侧优先对接名录；

六是助成长：为期一年创投孵化期内提供全方位社群平台和创

客基地服务。

2.邀约一批枢纽型组织担任大赛联合承办单位

本届大赛邀约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CCTV《社区英雄》节

目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世青创新中心、苏州市联益信

息公益服务中心、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广州市社会创新中

心、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等枢纽型组织担任大赛联合

承办单位，就项目推荐、活动筹办、专业支持、媒体传播等事

项进行了深度合作，大大提升了本届大赛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3.邀约一批影响力媒体担任大赛媒体支持单位

本届大赛邀约了腾讯公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芒果 V 基金、新浪微公益、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ZAKER、

南方周末公益版等影响力媒体担任大赛媒体支持单位，并基于

此搭建了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媒体联络部，制订及实

施大赛媒体联动传播计划。

4.组织开展大赛预热传播工作

提炼大赛宣传素材，撰写大赛主题文章，制作大赛宣传海

报、H5 和 VCR 等，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媒

体渠道进行预热传播，累计传播点击量超过 120 万人次。（新闻



报道明细见附件：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媒体报道整理

总表）

（二）积极做好项目推广和报名工作

1.成功举办“2017 深圳互联网公益分享日暨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仪式”

2017 年 7 月 12 日上午，2017 深圳互联网公益分享日暨第

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仪式在深圳市民中心多功能厅

举行。来自全国的社会组织代表、社会创新跨界代表及大赛历

届参赛代表等 300 多人一起深度探讨互联网公益模式下如何有

效的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可持续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实现社会

的共享、共建与共赢。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中国慈善联

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深圳市

民政局救灾救助和慈善处处长钟礼银、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

中心理事长卢德之、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吕成刚、北

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等领导及嘉宾出席了活动。

2.成功举办“卓越案例巡回分享会暨大赛推介会”

在中国慈善联合会、苏州市联益信息公益服务中心、四川

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华声慈善网、福建省民政厅、广西师范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惠州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合作伙伴的支

持下，本届大赛分别在北京、苏州、成都、长沙、福州、桂林、

惠州、银川、杭州、南昌等地举办了 10 场“卓越案例巡回分享

会暨大赛推介会”，其中邀约了多位专家学者、实务领袖和往届

大赛获奖项目代表发表演讲或进行分享，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公



益伙伴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能力建设、合作共赢的平台，也

大大提升了大赛的品牌影响力。

3.引入种子项目保荐制度

本届大赛除了公开征集项目之外，还引入了种子项目保荐

制度，其中授权深圳国际公益学院、CCTV《社区英雄》节目组、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世青创新中心、苏州市联益信息公益

服务中心、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深

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等 13 个联合承办单位分别向大赛

组委会定向推荐 1-3 个种子项目。最后，“小小公益慈善+”、“魔

法小镇公益基地”、“深圳市儿童医院·Vcare 关爱空间”等 25

个种子项目获得推荐，直通大赛百强，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和引

领作用。

（三）认真做好项目评审工作

1.入围阶段工作

经统计，1617 个项目成功参赛，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和台湾地区。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牵头各联合承办单位组

建入围评审小组，依据大赛评审标准和“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

价体系”，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入围评审工作。最后，

104 个优秀项目（含同分项目）脱颖而出，入围百强，分别获

得参与“拾点公益”联合募捐和进驻 2018 年第六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的资格。

2.晋级阶段工作

面向百强项目的晋级评审兼顾了项目的专业性和社会公众

认同度，既组建了专家评审小组对项目进行专业评审，也考量



项目的网络募捐效果。

（1）专家评审小组成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

南、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窦瑞刚、福建省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和南

方周末公益版主编吕忠恕、上海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副理事长徐

本亮。

（2）参与“拾点公益”联合募捐的百强项目除了可以募集

社会公众的善款之外，还可以争取由大赛组委会提供的 100 万

元筹款激励金和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近 3 亿元配捐资

金。经统计，到 2017 年 9 月 10 日网上数据统计截止时间，本

届大赛的“拾点公益”联合募捐筹集善款达 547.03 万元，其中

捐款人次达 7.76 万次。

最后，经过晋级评审的“优中选优”，30 强项目诞生，相

关代表获邀参加“社创种子特训营（三期）暨决赛路演评审会”，

在共同参加集训后竞逐金银铜奖。

3.决赛阶段工作

为全面提升参赛项目的提案质量及运营能力，大赛组委会

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4 日在深圳举办为期 6 天的“社创

种子特训营（三期）暨决赛路演评审会”活动，其中面向 30

名营员组织开营典礼、主题演讲、团队建设、名师授课、体验

活动、工作坊、决赛评审等丰富的营地活动。

时间 环节 地点 拟邀嘉宾

9月 19日 【上午/下午】 汉庭酒店 -



（周二） 营员报到

【晚上】主题演

讲（美国公益金

融发展及其启

示）

国际公益

学院（阶

梯教室）

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马蔚华

公益金融和社会创新中心

主任：曹洪民

Day1 开营团建主题日

9月 20日

（周三）

【上午】开营典

礼

讲解特训营安

排

营员授证仪式

主题演讲

（章必功：中国

慈善史）

国际公益

学院（阶

梯教室）

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

市社工协会会长：章必功

市民政局处长：钟礼银

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刘

冰华

社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吕

成刚

慈展会发展中心秘书长：典

春丽

【下午】营员团

队建设

国际公益

学院（互

动教室）

何瑶琴（广州善导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培训师、协作者）

【晚上】

各营员生成、发布个性海报；

部署 DSI 年度特别奖推选工作。

Day2 名师授课主题日

9月 21日

（周四）

【上午】高端课

程：

国际公益

学院（阶

国际公益学院教授、中国国

际民间组织交流促进会理



公益组织的科

学治理

梯 式 教

室）

事长：黄浩明

【下午】高端课

程：

公益项目的品

牌传播

国际公益

学院（阶

梯 式 教

室）

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刘

冰华

【晚上】应用课

程：

社会创新中的

共益企业和社

会企业

国际公益

学院（阶

梯 式 教

室）

公益研究中心：游海霞

公益金融和社会创新研究

中心：赖丹妮

各营员梳理、优化项目策划书和路演 PPT。

Day3 体验活动主题日

9月 22日

（周五）

【上午】“黑暗

中对话”深圳馆

主题体验活动

福田区都

市阳光名

苑

“黑暗中对话”深圳馆馆

长：刘天华

【下午】“数字

化社会创新”主

题 体 验 活 动

（Demo Day）

华强北国

际创客中

心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执行

总经理：李诺夫

CCTV《社区英雄》节目组执

行导演

晚上：各营员梳理、优化项目策划书和路演 PPT。

Day4 商业画布工作坊

9月 23日

（周六）

【9:00-16:00】

“商业模式画

国际公益

学院（互

BCC 兴远咨询联合创始人：

郑雷



布”主题工作坊 动 式 教

室）

BCC 兴远咨询商业画布授权

导师：严福薇

【 16:00-18:00

】

各营员梳理、优

化项目策划书

和路演 PPT

国际公益

学院（互

动 式 教

室）

各营员小组自行组织

【晚上】筹备路演评审会及颁奖典礼。

Day5 决赛评审和颁奖

9月 24日

（周日）

【9:00-12:00】

路演评审会（20

个项目）

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

场（创业

学院）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

市社工协会会长：章必功

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李劲

前海梦想+深港创投联盟主

席、草根天使会会长：陈维

伟

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厚亮

【 14:00-15:30

】

路演评审会（10

个项目）

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

场（创业

学院）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

市社工协会会长：章必功

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李劲

前海梦想+深港创投联盟主

席、草根天使会会长：陈维



伟

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厚亮

【 16:00-16:40

】

颁奖典礼

播放大赛回顾

视频

颁发评委感谢

证书

颁发DSI年度特

别奖证书

颁发金奖、银

奖、铜奖项目奖

杯和证书

合影留念

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

场（创业

学院）

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

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

市民政局处长：钟礼银

社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吕

成刚

慈展会发展中心秘书长：典

春丽

市前海管理局和前海联控

领导

国际公益学院领导

市华强公益基金会领导

大赛决赛评审委员会主席

团

（四）举办大赛颁奖典礼

决赛路演评审会暨大赛颁奖典礼于 2017 年 9 月 24 日在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行。其中组建了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慈善

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

院长徐家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前海梦想+



深港创投联盟主席陈维伟、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厚

亮等组成评审主席团，以及由公益组织代表、企业代表、媒体

代表等 30 人组成跨界评审团，以保障决赛评审的专业性和公平

性。最后，通过决赛评审，金银铜奖分别出炉。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

任田敏、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深圳市民政局救灾救助

和慈善处处长钟礼银、深圳市关爱办专职副主任陈励、深圳市

社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吕成刚、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秘

书长典春丽等领导嘉宾分别为评审主席团成员和跨界评审团成

员颁发证书；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深圳市民政

局局长廖远飞、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田敏、深圳市

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

徐家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前海梦想+深港创

投联盟主席陈维伟、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厚亮等领

导嘉宾分别为获奖项目代表颁发证书和奖杯。

（五）完成了大赛后续项目的落地服务及收尾工作

受委托单位扎实做好赛事的后续工作，主要包括：梳理大

赛资金，完成资金拨付；搭建项目监测与评估机制；与相关合

作伙伴开展深度合作；完善创投社群服务体系。

二、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实施成效

（一）社创种子培育计划实施成效

本届大赛延续“社创种子培育计划”，通过赛事构筑“征集

+竞赛+能力建设+资源整合+常态服务”的公益创投生态链。



1.对标全球议题，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指引

项目设计

本届大赛继续倡导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

为参赛项目的议题对标体系，引导所有参赛项目从全球议题出

发、以更高视野和更精准的社会需求为项目目标，更加系统的

认知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项目设计并提出具体行动措

施。根据大赛组委会统计，参赛项目最关注的五个目标分别是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扶贫济困、促进教育事业、助残扶老、促

进文化事业。参赛项目的数据反映出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中面

临的主要议题，也有一些跨界社会力量开始关注可持续城市发

展、气候、环保、教育等社会议题。

2.全国首创“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价体系”

本届大赛针对目前社会创新领域存在轻飘浮躁、急功近利、

花拳绣腿等突出问题，提出“创新以有效为本，慈善以需求为

源”的口号，希望评选出不忘初心、戒骄戒躁、戒浮戒虚、去

伪存真的社会创新项目。因此，本届大赛以创新有效性为主要

评审导向，最大权重考量项目能否以创新方式有效解决特定社

会问题，要求项目的出发点有强针对性，项目的开展有可参与

性，项目的实施有管理科学性，项目的策略有社会创新性，项

目的远景有推广复制性。在评价标准制定上，大赛组委会经过

深入论证提出国内首创“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价体系”：一是针

对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二是产生显著且可测评的效果；三是

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高效率；四是避免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五

是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运行模式。



3.完善创投社群服务体系

为助力本届大赛百强项目（以 30 强项目为主）稳步成长、

实现产品化和规模化，大赛组委会将为其提供为期一年的创投

社群服务，服务清单包括日常咨询交流、创客基地支持、区域

活动筹办、公益资源对接、专项基金服务、慈善信托管理等。

其中将重点依托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展谷种子期孵化器、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深圳梦工厂城市创新研究院、深圳市社

会组织创新示范基地、龙岗社会创新中心等已成立的“公益创

客基地”，鼓励有条件的大赛百强项目在深圳落地，并为其提供

平台式的系统支持。

（二）大赛媒体传播工作实施成效

本届大赛媒体传播工作重点突出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

新媒体等媒体渠道的联动传播，以及结合腾讯 99 公益日，组织

开展“拾点公益”联合募捐，吸纳社会公众深度参与。

1.联动传播成效显著

本届大赛邀约了一批枢纽型组织担任大赛联合承办单位

（包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CCTV《社区英雄》节目组、友成企

业家扶贫基金会、世青创新中心、苏州市联益信息公益服务中

心、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和深圳市关

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等 13 个枢纽型组织），以及邀约了一批影

响力媒体担任大赛媒体支持单位（包括腾讯公益、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华夏之声》、芒果 V 基金、新浪微公益、深圳广电集团、

深圳报业集团、ZAKER 和南方周末公益版等），然后通过线下活

动筹办和线上信息发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深度合作，形成联动



传播矩阵；此外还重点依托微信和微博，策划互动话题，设计

互动环节，实现百强项目和社会公众的联动参与。

本届大赛自媒体建设成效斐然，基于用户快捷方便获取大

赛一首消息的需求，微信公众号成为官方信息的主要发布渠道。

据统计，官方微信平台共编发了 42 条消息，阅读量达 10 多万，

关注人数达到 8000 余人，在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公益慈善

类公众号影响力排行中持续名列前茅，最高排名全国第 3 名。

建立新闻中心和网络传播渠道，对大赛进行了 KOL 传播。搜索

引擎上有关“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相关词条约

1050000 个，在各大网络及报纸媒体发表大赛相关原创新闻稿

30 篇，相关新闻报道近 1000 条。

2.发起“拾点公益”联合募捐，吸纳社会公众深度参与

大赛组委会联合腾讯公益及百强项目发起“拾点公益”联

合募捐，在腾讯乐捐平台开设大赛专题网页，并为百强项目提

供公众号头条、首页推送等传播支持。经统计，截止至今，“拾

点公益”联合募捐筹集善款达 547.03 万元，其中捐款人次达

7.76 万次。待决赛评审和筹款结束后，参与捐赠的社会公众还

可以通过腾讯乐捐平台与捐赠项目进行互动交流，见证和监督

项目的实施。

附件 ：

1.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资助金明细表

2.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媒体报道整理总表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1：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资助金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
筹款配比资

助金（元）

政府资

助金

获奖

情况

1 让阅读陪伴九寨儿童 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3075.5 100000 金奖

2 送孩子一堂环境课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 49566.67 100000 金奖

3 喜憨儿洗车中心 深圳市智家喜憨儿成长关爱中心 0 100000 金奖

4 残疾人云客服培训 深圳市残友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4199.99 100000 金奖

5 为山区教育插上翅膀 北京百川公益基金会 41343 100000 金奖

6 魔法小镇·未来乐园 广州市越秀区捌零柒社会服务中心 1303 100000 金奖

7 带上光明回家乡 西湖区苹心志工社 25208 100000 金奖

8 让安全占领鄱阳湖 南昌市崛美行动公益发展中心 8482 100000 金奖

9 莲丝信使扶慰行动 江西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5453.8 100000 金奖

10 寮步镇模拟家庭服务 东莞市香市公益互助会 223.88 100000 金奖

11 退休矿工的温馨驿站 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 82618 50000 银奖

12 犯罪子女的心理教育 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 909 50000 银奖

13 水窖水净化项目 西安市未央区汇海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9081 50000 银奖

14 Fun me 流动融合课堂 深圳市因心康复教育研究院 69449.26 50000 银奖

15 红凤润三秦助学项目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20107.5 50000 银奖

16 改变留守儿童的未来 上海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60 50000 银奖

17 家庭医生健康科普行 深圳市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1020 50000 银奖

18 动动手指轻松捐 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 900 50000 银奖

19 为文昌修复盐碱农田 海南青年星公益服务中心 37987 50000 银奖

20 两个盒子伴留守童年 上海索益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106150.98 50000 银奖

21 我的城市新妈妈 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 61578.99 20000 铜奖

22 废纸回收置换厕纸 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 11101 20000 铜奖

23 为公益一站到底 苏州市联益信息公益服务中心 1730 20000 铜奖

24 家电健康，安全洁家 深圳市益网社会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2120 20000 铜奖

25 乡村礼仪教育公益行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6383 20000 铜奖

26 困境儿童信息平台 宁夏吉庆公益基金会 8333 20000 铜奖

27 另眼看深圳 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641 20000 铜奖

28 让山货走出大山 长沙市开福区快乐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25658 20000 铜奖

29 妈妈，我很快乐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3537 20000 铜奖

30 住院患儿心理舒缓 深圳市创意谷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0 20000 铜奖

31 让爱与世界连接
深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中晟达公益助

学专项基金
2605 0 百强



32 希望之花·脱贫妈妈 老牛基金会 10 0 百强

33 绿色水性胶粘剂研发 深圳市爱树生态保育促进中心 100 0 百强

34 针爱行动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 280 0 百强

35 寻找公益英雄 合肥市庐阳区实创公益发展中心 0 0 百强

36 星灵 AR 关怀计划 北京市昌平区星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 15095 0 百强

37 智慧云在线公益 浙江智慧云公益服务中心 0 0 百强

38 孕育社 苏州市联益信息公益服务中心 0 0 百强

39 走进山的那边 辽宁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7550 0 百强

40 星一站 海南微思维区域经济研究院 808.64 0 百强

41 纳仁鸿都兰医疗救助 北京太阳鸿公益文化传播中心 0 0 百强

42 牵手计划，走读湖南 湖南省三湘关爱妇女儿童志愿者协会 43289 0 百强

43 火凤凰创意设计空间 深圳市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 42376.65 0 百强

44 快乐益家·追逐梦想 长沙慈善会 40 0 百强

45 一起来做民间河长 成都市锦江区绿氧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8991 0 百强

46 活社生香 江宁区秣陵街道睦邻社区互助中心 1401 0 百强

47 古树保育地图 深圳市爱树生态保育促进中心 918 0 百强

48 孤残青年的公益店 长沙彩虹孤残儿童服务中心 2745.9 0 百强

49 小小粤剧保卫员 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825 0 百强

50 让山区孩子爱上阅读 广州市越秀区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7397 0 百强

51 关爱青少年天文教育 深圳市怡和楷青少年服务中心 619 0 百强

52 “公主”守护者 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9 0 百强

53 留守老人常青藤 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880.5 0 百强

54 小“盒”蓄大爱 榆林市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协会 170 0 百强

55 粉红姐妹淘 中山市聚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5690 0 百强

56 保护草原精灵黄羊 兴安盟生态文明研究院 0 0 百强

57 友爱商城 德庆县先锋公益服务中心 605.87 0 百强

58 留守的天空也有爱 珠海市爱心促进会 2923 0 百强

59 2018，走进马坪关 无锡市滨湖区青谷社区营造社 2030 0 百强

60 助力中国社企第二季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61.26 0 百强

61 非遗共享计划 中山市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420 0 百强

62 颤抖吧，近视！ 深圳市星光眼健康公益服务中心 1029 0 百强

63 让投影仪走进山村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4785.83 0 百强

64 木棉社创支持工程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 51 0 百强

65 伏光绿荫 江宁区秣陵街道睦邻社区互助中心 1925.11 0 百强

66 民俗非遗渔童计划 深圳市优邦社区文化促进中心 100 0 百强

67 青益社助力乡村建设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发展中心 3297.9 0 百强

68 时益异地互助养老 青岛市黄岛春雨公益志愿服务队 1 0 百强

69 穿山甲我来寻护你 兴安盟生态文明研究院 0 0 百强

70 爱无限，教育益起来 深圳市宝安区乐邦社会工作社 21250 0 百强



71 智慧老人之家 陕西普辉青年社会发展中心 0 0 百强

72 家乡老宅会说话 安康儿童发展促进会 4238 0 百强

73 芦苇花开 保定市广济慈善协会 1373.65 0 百强

74 “喘息到家” 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5711 0 百强

75 小型水面清洁机器人 江宁区秣陵街道睦邻社区互助中心 12987 0 百强

76 童心染染艾心红 南昌老还童社工服务中心 10675 0 百强

77 未来艺术家计划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3421.66 0 百强

78 让老人远离孤独陪读 广州市南沙区社区服务宝运营中心 70 0 百强

79 留守老人互助养老 水富县爱之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0 0 百强

80 事实孤儿救助计划 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 32 0 百强

81 社区故事馆 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 61.89 0 百强

82 原谅快递 成都天府新区海马家社会服务中心 100 0 百强

83 再生艺术社区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1130 0 百强

84 共创慈善美丽乡村 广州市增城区博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57 0 百强

85 禁毒体验密室 海南微思维区域经济研究院 0 0 百强

86 海星社区公益超市 东莞市海星公益服务中心 3575 0 百强

87 候鸟北飞不孤单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20 0 百强

88 让山区儿童快乐奔跑 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 3509 0 百强

89 新生的花园 银川市恩次方社会组织服务与评估中心 251.68 0 百强

90 多多关皂 中山市启明星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 637 0 百强

91 微爱翅膀，助力飞翔 南昌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 736.99 0 百强

92 晚美不倒翁 深圳市龙岗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83.9 0 百强

93 小科实验室科教扶贫 深圳市南山海外归国人员联谊会 100 0 百强

94 “磨人”孩子变形计 长沙市优儿推儿童健康公益服务中心 3616 0 百强

95 我善制皂 无锡市可益会公益设计实验室 91645 0 百强

96 公益创新共同成长 广州市同道公益发展中心 1967 0 百强

合计 1000000 1700000
27000

00



附件 2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媒体报道收集总表

序号 媒体 标题 链接

大赛启动

1 新浪深圳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仪

式暨 2017 深圳互联网公益分享日

http://shenzhen.sina.com

.cn/news/zh/2017-07-12/d

etail-ifyhwefp0690966.sh

tml

2 新浪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http://news.sina.com.cn/

c/2017-07-13/doc-ifyiaew

h8973988.shtml

3 深圳新闻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http://www.sznews.com/ne

ws/content/2017-07/13/co

ntent_16715397.htm

4 东方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在深启

动 首创“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价体

系”

http://news.eastday.com/

eastday/13news/auto/news

/china/20170713/u7ai6930

439.html

5 环球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在深启

动 首创“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价体

系”

http://china.huanqiu.com

/hot/2017-07/10975930.ht

ml

6 央广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在深启

动 首创“有效社会创新五阶评价体

系”

http://news.cnr.cn/nativ

e/gd/20170713/t20170713_

523848016.shtml

7 中山日报

中山“博爱 100”好项目“抱团”出征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推出 6项激励措施，8月 10 日申报截

止

http://www.zsnews.cn/epa

per/zsrb/ShowIndex.asp?p

aperdate=20170717&part=1

1&article=1

8 四川在线
四川公益小伙伴们注意！全国 10强可

获 10万元资助金

http://sichuan.scol.com.

cn/ggxw/201707/55958260.

html

9 华龙网
四川公益小伙伴们注意！全国 10强可

获 10万元资助金

http://news.cqnews.net/h

tml/2017-07/24/content_4

2360471.htm

10 华声在线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寻找兼具创新和有效的优秀公益项目

http://www.voc.com.cn/ar

ticle/201707/20170727175

1333121.html

11 公益时报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开赛引

领社会各界创新

http://www.gongyishibao.

com/newdzb/html/2017-08/

01/content_16610.htm?div

http://news.sina.com.cn/c/2017-07-13/doc-ifyiaewh8973988.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7-07-13/doc-ifyiaewh8973988.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7-07-13/doc-ifyiaewh8973988.shtml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7-07/13/content_16715397.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7-07/13/content_167153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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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707/201707271751333121.html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707/201707271751333121.html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707/201707271751333121.html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7-08/01/content_1661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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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新华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开启首

站路演

http://news.xinhuanet.co

m/gongyi/2017-07/28/c_12

9666331.htm

13 深圳商报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270 万创投资金面向全国征集项目

http://szsb.sznews.com/P

C/content/201707/13/c114

208.html

14
中国公益新闻

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http://www.cpwnews.com/c

ontent-12-7881-1.html

15 读创深圳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270 万等

着你的项目

http://appdetail.netwin.

cn/web/2017/07/646e0b73a

251fc453126164cf78003a3.

html?from=groupmessage&i

sappinstalled=1

16 第一现场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http://dyxc.scms.sztv.co

m.cn/dyxc/dyxc/diyixianc

hang/27400388.shtml?from

=wx&code=003zh2K12vtRQ01

1OcH12Y2hK12zh2KE&state=

STATE

17 深视新闻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12号正

式启动 超 270 万奖金等你来拿！

https://www.ixigua.com/i

6441840365568786957/?utm

_medium=feed_steam&utm_s

ource=toutiao

18 深圳特区报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将向30强项目提供170万基础创投资

金

http://sztqb.sznews.com/

MB/content/201707/13/c11

4523.html?from=groupmess

age&isappinstalled=0

19 晶报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开始报

名 大赛在深圳启动，重点考量能否以

创新方式有效解决特定社会问题

http://jb.sznews.com/MB/

content/201707/13/c11465

9.html?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1

20 深圳晚报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昨启动

百强公益项目将获组委会百万配捐

http://wb.sznews.com/MB/

content/201707/13/c11476

7.html?from=groupmessage

21 益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启动

http://news.1wgy.com/sho

w-78-146299-1.html?from=

groupmessage

22 搜狐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
http://www.sohu.com/a/15

9747792_497159

大赛截止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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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晶报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成关键词 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报名结束

http://jb.sznews.com/PC/

layout/201708/12/colA07.

html

24 中国新闻网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成关键词
http://www.xtjrjnh.com/s

hehui/2017/0814/958.html

大赛百强名单公布

25 东方网生活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life.eastday.com/

eastday/dfsh/node632254/

u1a13199866.html

26 新浪浙江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zj.sina.com.cn/fi

nance/xfgz/2017-08-17/de

tail_f-ifyixtym6619770.s

html

27
中国经济网地

方经济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district.ce.cn/ne

warea/qyzx/201708/17/t20

170817_25069674.shtml

28 上海热线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rich.online.sh.cn

/rich/gb/content/2017-08

/17/content_8582473.htm

29 凤凰资讯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news.ifeng.com/a/

20170817/51664963_0.shtm

l

30 TOM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xiaofei.tom.com/2

017-08-17/0016/26041341.

html

31 光明网公益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gongyi.gmw.cn/201

7-08/17/content_25683816

.htm

32
中国公益报道

网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www.gongyibaodao.

com/ysyd/2947.html

33 南方网科技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tech.southcn.com/

t/2017-08/17/content_176

274867.htm

34 中国网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dm.china.com.cn/z

syz/50161.html

35 网易热点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s://c.m.163.com/news

/a/CRVSR4RF051191GM.html

?spss=newsapp&spsw=1

36 新浪头条
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六届中国公

益慈善项目百强名单

http://k.sina.cn/article

_2132044182_7f1469960010

01cdv.html?from=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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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网

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引领中国社

会创新回归初心—第六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大赛百强名单出炉

http://js.china.com.cn/i

nformation/zgjsw76/msg20

700384755.html

99 公益日期间

38 凤凰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news.ifeng.com/a/

20170907/51911161_0.shtm

l

39 中国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lohas.china.com.c

n/plus/view.php?aid=4122

6

40
中国公益报道

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www.gongyibaodao.

com/ysyd/3140.html

41 国际在线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gb.cri.cn/42071/2

017/09/08/7371s5248937.h

tm

42 大洋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life.dayoo.com/di

gital/201709/08/150623_5

1760109.shtml

43 中华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news.china.com/fi

nance/11155042/20170908/

31323045.html

44 东方网 让有效的社会创新成为公益新常态

http://qiye.eastday.com/

eastday/n23/n34/u1ai2120

69.html

45 热门焦点 微信互动
http://mp.weixin.qq.com/

s/c0CbG_CM_XGHTTD-AZXnsg

46 生活创意榜 微信互动
http://mp.weixin.qq.com/

s/tKEq9xnDMVTOKNijO124yQ

47 热门资讯 微信互动
http://mp.weixin.qq.com/

s/Ct-1FwnZoiiUU0YD9E7ucw

48 微新闻 微信互动

https://mp.weixin.qq.com

/s/224appzvk_pUUCIXI-dg9

A

特训营阶段

49 深圳特区报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创种子特训

营开营

http://sztqb.sznews.com/

PC/content/201709/21/c18

1441.html

50 大众网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创种子特训

营开营

http://www.dzwww.com/xin

wen/shehuixinwen/201709/

t20170921_16449261.htm

51 东方网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创种子特训 http://news.eastday.com/

http://js.china.com.cn/information/zgjsw76/msg20700384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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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开营 s/20170921/u1ai10872330.

html

52 奥一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oeeee.com/htm

l/201709/20/508129.html

53 晶报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 30 强榜单出炉

http://jb.sznews.com/PC/

content/201709/21/c18111

2.html

54 深圳新闻网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 30 强榜单出炉

http://www.sznews.com/ne

ws/content/2017-09/21/co

ntent_17367272.htm

55
网易号(民间

爱心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mp.163.com/v2/art

icle/detail/CUPRNCEG0521

97I4.html

56
搜狐媒体(民

间爱心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sohu.com/a/19

3287551_401916

57
UC 订阅号(点

云科技)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s://mparticle.uc.cn/

article.html?spm=a2s0i.d

b_contents.content.9.6cb

411a3t8bii2&uc_param_str

=frdnsnpfvecpntnwprdsssk

t&wm_id=6c22bb3c1eaa48f6

9df21d613e403478&wm_aid=

67a79c0b2730417baaa4761b

404b565e

58
搜狐媒体(存

在公社)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sohu.com/a/19

3287551_401916

59
凤凰号(承德

生活平台)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share.iclient.ife

ng.com/vampire/shareNews

?&fromType=vampire&aid=3

0416761

60
今日头条(民

间爱心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toutiao.com/i

6467779003838104078/

61 公益之声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cctv-gy.cn/sh

ow_12_970_1.html

62
中国公益报道

网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www.gongyibaodao.

com/ysyd/3257.html

63
腾讯快报(科

技汇)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特

训营于深圳正式开营

http://kuaibao.qq.com/s/

20170921A02BSD00

64
新浪看点(南

方新资讯)
公益慈善项目大赛 30 强榜单出炉

http://k.sina.cn/article

_6319012097_178a47901001

004f1h.html?from=finance

大赛决赛路演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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