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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是由希尔顿集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大学生社
会实践项目，一直以来致力于倡导大学生通过参与公益的方式探索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升大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协作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项目已支
持 17 个城市 68 所高校 80 个社团开展实践活动，影响了 30 万社会公众参与。

2019 年，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社会问题中的三个议题：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本地产业帮扶（local investment）、减灾（disaster relief）以及环境问题（气
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提出创新解决方案，提升综合能力，塑造全球化视野。

本次活动通过挑战赛的形式举办。流程分为校内赛—全国赛初赛—社会实践—全国
总决赛。大赛目标是召集广大学生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每所高校评审出本校
3 支优胜团队可进入全国赛初赛。经过评委方案评议，大赛产生全国 20 强，并提
供种子经费进入实践阶段。最后，20 强选手将聚集全国赛决赛暨成果汇报会现场，
汇报方案设计及实施后前后的变化等。大赛最终产生全国 20 强排名。

(1) 形式：现场答辩

(2) 评委组成：指导老师、议题相关教授、老师、发起方代表等共 5 人以上

(3) 打分制：百分制

(4) 评审建议：

每位评委需对所有方案进行评审，并对评分进行排名。

若评委意见不统一，则由评审委员会共同讨论产生前 3 强。

比赛成绩需由评委老师签名确认。

一
挑战赛介绍

每 所 高 校 评 审
出 本 校 3 支 优
胜团队

校内赛 全国赛初赛 社会实践 全国总决赛
校内赛获胜队伍
晋 级 全 国 赛 初
赛，经评审后产
生全国 20 强

20 强 团 队 利 用
种子经费将项目
落地

20 强 选 手 齐 聚
全国总决赛，产
生 全 国 20 强 排
名

12019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

3. 评审

2. 比赛形式

1. 项目介绍



评分项目 占比 评分解释

问题的提出 25%

问题描述具体、视角独到；提出的问题十分有意义；针
对活动主题中的 6 个议题中的一个

问题描述具体、提出的问题比较传统，问题意义一般，
针对议题模糊

问题描述模糊，不着边际，问题无关紧要，没有针对活
动主题中的 6 个议题中的一个

问题的解决
思路及创新性 30%

创新性强，新模式、新思维；见解独到、逻辑贯通；可
有效解决问题，预期效果明显

创新性一般，逻辑贯通，操作性强，对于解决该问题有
很大帮助，预期效果良好

传统解决模式，思路描述不清楚，思路无新意，逻辑混乱，
操作性差，预期效果不明显

落地可行性 30%

落地实施方案详细，预算合理，可行性强

有具体落地实施方案，实施预算可量化，但开展难度较
大

无具体落地实施方案，耗费资源巨大，可行性差

舞台演说力 15%

展现能力强，思路清晰，准确表达提出问题的意义及解
决该问题的执行方案

展现能力一般，思路一般，勉强阐述提出问题的意义及
解决问题的执行方案

4. 支持与奖励

全国冠军团队可以获得 7000 元奖励经费 + 香港公益交流机会。

全国亚军可获得 6000 元奖励经费；全国季军团队可获得 5000 元奖励经费；第 4-20 强
团队可获得 2000 元奖励经费。

20 强团队均可获得实习机会、荣誉证书和奖牌（杯）。

备注：

1. 在 20 强队伍中，通过面试择优录取的 3 名学生，可以获得希尔顿集团或中国扶贫基
金会的实习机会。如出现异地实习情况还可获得往返路费及实习基金。

2. 全国 20 强和社团获得的奖励经费都必须用于公益行动中，非奖励给个人，且会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缴纳税款。

3. 上述荣誉和经费将会在 2019 年 11 月活动结束后统一制作和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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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挑战赛围绕着社会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展开，包括：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本地产业帮扶（local investment）
减灾（disaster relief）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水资源管理（water stewardship）
废弃物管理（waste management）

（以下解读和可延展议题均为启发学生思考用，希望同学们在得到启发的同
时可以不局限于我们给定的可延展议题，利用创新意识和商业思维，设计出
更新鲜、更具有可持续性、更适合学生团队执行的公益项目方案。）

二
挑战赛主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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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强调公平正义。在保持
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关注弱势
群体的诉求，保护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和共享权利，消除
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每一个个体融入经济发展的潮流中，
不只是要保持经济平衡来实现持续的增长，还应该促使贫
困的减少，使公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分享共同的成果。

就业是包容性增长的根本。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打破就业
信息壁垒、以创业带动就业等方式，支持弱势群体通过找
到体面的工作打破困境，实现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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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的数据，
2010 年，女性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最低收
入群体中都占据很不协调的大比例。比
较来看，男性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最高收
入群体的比例分别是 69.1% 和 75.6%。
而女性在同一年的低收入群体中，分别
是 59.8%（城市）和 65.7%（农村）。
换句话说，男性多数集中在高收入群体，
而女性则徘徊在低收入群体。另外一个
更加直观的比较是，女性在城市的收入
刚刚超过男性的三分之二（67.3%），
在 农 村 的 收 入 和 男 性 相 比 刚 刚 过 半
（56%）。

此外，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特点，她们
在接受教育、应聘工作、社会福利政策
的倾斜等诸多方面依然面临各种显性和
隐性的性别歧视。有学者指出，在可预
计的男女收入差距中，有 86% 的部分
来自于“无法解释”的因素，也就是性
别歧视。

在企业高管和领导岗位上，女性比例偏
低，身影偏少。包括人大代表、领导官
员、经理在内，中国的女性比例只有
17%。拥有女性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只有
18%。而女性董事和 CEO 的比例则分
别是 10.7% 和 3.2%。由此可见，对中
国的女性而言，“玻璃天花板”现象依
然存在，并非能力和教育水平达不到，
而是固有的观念和对女性区别对待影响
女性走到更高的地方。* 

* 文字来源：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3906.
html

全球失业人数从 2007 年的 1.7 亿人增
加 到 2012 年 的 近 2.02 亿 人， 其 中 约
7500 万人是青年男女。

我们能做什么？
• 减少女性在工作岗位受到的歧视
• 增加女性就业竞争力
• 缓解女性生活压力
• 增强女性的权利意识
• 外来务工女性赋能

我们能做什么？
• 扩展青年就业机会
• 提升青年就业待遇
• 打破就业信息不平衡
• 青年就业指导
• 鼓励青年创业
• 提升非城市青年、乡镇青年就业
能力，扩展就业机会
• 企业为青年搭建更多平台，提供
更多培训和机会

1. 女性就业

2. 青年就业

范顺赞《现实给了梦想多少时间》 
图文来源于搜狐：http://www.sohu.com/
a/127295503_13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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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测评，扬长避短

在测评时，老师会在白板上拍满粉笔灰
用来模拟车身灰尘，要求学员擦拭干净。
等到学员认为自己完成了指令，老师就
可以直观地根据每个不同分值的宫格完
成情况以及操作连贯性进行评分。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了解学员的大运动和判断
力到什么程度，根据程度再进行培训和
编组。

2. 分工协作，团队作业

学员 5 人一组，采用“分工协作、团队
作业”的方式完成一次洗车的整套工作，

图片来源于网络

相比同情与关爱，喜憨儿们更渴望平等
的接纳和尊重。洗车店，就是创办人曹
军和其他 9 名家长一起，为孩子们找到
的一条出路！他们要让心智障碍人群由
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转变为社会服务的
提供者。

扬长避短，量力而行，提高效率。有的
孩子由于肢体原因蹲不下去，就安排他
做冲水或者擦车身上面的工作，由其他
学员完成他做不了的部分。

“普通洗车场不用雇佣这么多人，一两
个人就可以擦完一部车，我们需要 5 个
孩子洗一部车，还要配备三个师傅，三
个特教老师”。

整个洗车流程要在半小时之内完成，和
其他洗车店一样，并且干净程度不能打
折，这样才能具备同业竞争的水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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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什么？
• 呼吁企业或用人单位不要歧视残
疾人就业
• 鼓励企业或用人单位开放更多适
合残疾人的岗位
• 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技能，为其
提供面向职业的工作咨询与指导

在深圳福田区梅林，有一家喜憨儿洗车
中心。这里的洗车工全部都是心智障碍
患者，包括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
障碍、脑瘫等。他们被亲切地称作“喜
憨儿”。

案例：喜憨儿

3. 残疾人就业
如何让心智障碍者参与工作？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在就业问题上，
面临的困难要比普通人更多，就业矛盾
更为凸显。为了做好残疾人的就业工作，
保障残疾人劳动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
法律等明确规定了对残疾人劳动就业要
给予扶持优惠和保护。但我们看到，残
疾人就业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求职就
业依然是很多残疾人牵挂的问题。2016
年全国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6.1 万
人，就业率只相当于健全人就业率的
62% 左右。* 

* 数据来源：《残疾人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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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什么？
• 如何利用农产品、当地特色创造
工作机会
• 帮助低收入人群子女
• 改造低收入人群生活环境，提高
生活质量

4. 帮助低收入人群 案例 1：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挑战
赛 20 强团队——浙江大学关爱人类小分队

案例 2：
英国：“公益杂志”帮助流浪者摆脱困境

们不用绑架别人的爱心和道德”。

目前，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已经雇佣了
16 名心智障碍者，他们都获得了培训结
业证书，每月的工资，能拿到 2000 多元。
在洗车中心电子显示屏上，跳动着“洗
车数量 24288”的字样，这是自洗车中
心开业以来累计的洗车数量。牛师傅高
兴地说，已经有上百个顾客办了年卡。

中国有 1200 万人心智障碍者，实际就
业率不足 5%。“如果一家喜憨儿洗车
中心能解决 10 多个心智障碍者就业，
那么 10 家、100 家、1000 家，就能解
决成千上万心智障碍者批量就业的问

题。”曹军正在和各地政府与残联洽谈，
希望推动全国的心智障碍者批量就业。* 

* 文字来源于米公益网站：www.ricedonate.com/exchange/1644.html

该团队的项目以“小美合作社”为主体，
秉承“小而美”的原则，以“小型农业
+ 质型导向”为路线，逐渐发展出自己
的小美模式。

模式 A：1 个农民对接 N 户市民家庭，
以农民为中心，形成菜友单元。

模式 B：在小美商城上线小美诚品，目

前已在全国 13 个省市，建立 40 余所生
产基地，对接农产品超过 60 款。

模式 C： 以浙江湖州“璞心家庭农场”
为例努力打造集“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的 “田园综合体”。 

24 年前，John Bird 创办了一本杂志：
The Big Issue。那时，英国街头的流浪
者正日益增多，且渐渐演变成一个颇受
关注的社会性问题。杂志第一期就以“流
浪者为什么不回家 ?”作为封面议题。
从那时起，Bird 就为这本杂志定下了它
的发行模式：所有卖报人必须是街头无
家可归的流浪汉，经过培训后，他们可
以以杂志定价的 1/4 进货，卖出后可以
留下一半的销售额作为酬劳。现在 The 
Big Issue 每本售价 2.50 英镑 ( 约合 24
元人民币 )，卖报人每卖一本可以获得

1.25 英镑的报酬。

Bird 也曾是一位流浪儿童，他深信只有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有尊严、有报酬
的工作机会，才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
脱困境。而这种无需依赖于一个全国性
发行系统的模式也让 Bird 节省了一笔成
本。他的信念是，即便是一本公益性杂
志，也必须在财务上自给自足，他从未
拿过一分政府拨款或是外部投资，多年
来一直保持盈利。*

* 来 源 于 新 华 网：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6-02/26/
c_128754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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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Benny Lam

香港劏房又名房中房，是香港出租房的
一种，常见于唐楼等建筑物。业主或二
房东将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间成不少于
两个较细小的独立单位，然后作出售或
出租之用。每个小房间的面积由几平方
米到十平方米不等，月租金亦要三至
五千元。租客通常为草根阶层、新来港
人士或单身人士。目前全港至少有 6.7
万个劏房单位，居于劏房的家庭超过 28
万户。

改造劏房相关的工程若质量欠妥，可
能会影响楼宇安全及卫生，包括因开
凿额外门口而影响逃生通道、开凿额
外通风洞口而影响耐火结构、排水渠
工程欠妥导致渗水、及过度加设间隔
墙和加厚地台而令楼宇负荷过重等情
况。

由于香港公屋的供应只能满足三成居
民的需求，因此劏房寮屋之中还存在
大量“蜗居”其中的低收入群体，如
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将其从“现代贫
民窟”中拯救出来，还需要更多的思
考与行动。*

* 部 分 文 案 来 源 于 百 度 百 科：https://baike.baidu.com/
item/%E5%8A%8F%E6%88%BF/3011397

视野拓展
香港劏房

8 2019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



解读 产业帮扶是通过市场的作用发展产业与经济的扶
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
入的有效途径。政府可针对性地培育当地的主导产业，
发展县域经济，积累发展资本，投资改善基础设施，
培育产业环境，形成良性循环；在贫困户层面，可提
供就业岗位，开展就业培训，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产业
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对于城市产业帮扶，则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
善，拓展城市产业升级转型的空间，促进第二、第三
产业均衡发展，根据城市产业本身的特点进行具有针
对性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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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城市建设落后一直为人诟病。因
为土地私有而大量留存下的老建筑，尚
且还有人情味可言，但招牌之争所造就
的视觉奇观，却无时无刻不在侵染城市
的活力和人的感官。面对这样的居住危
机，水越设计成立了「小招牌制造所」。
在 4 年里，他们为台北的 100 个店家制
作了各具个性的小招牌：店休时能卷起
的皮料，供行人互动的骑车装置……

如果再多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背后其
实藏着一个野心勃勃的城市美学改造计
划「都市酵母」：他们希望让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创意和行动的因子，活化居住
地并在这个过程中生长出认同感与爱。
官网上悉数记录着 12 年间都市酵母所
发挥的力量——约四五件行动，六七千
个想法，它们大都不是什么一鸣惊人的
大手笔，而是诸如改造菜市场，给清洁
员换装备，办教科书展之类的小事。每
个提案和想法都会从民众调查，制定色
彩策略开始。焕然一新的翠蓝和大地

1. 产业创新改造

案例
“都市酵母”计划

色，代表清洁队更远的环保愿景；侧开
的垃圾桶更省力，可以保护好爷爷奶奶
的健康。邀请孩子们开动脑筋，以他们
的「观察」装饰自行车道，重新标记起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风景。「快乐黄包车」
自带 70 年代的经典 BGM，下车时可以
领取印有小故事的快乐收据，也欢迎你
在留言本上传递惊喜。与西班牙艺术组
织 Basurama 合作的公园，用废弃路灯
和轮胎打破常规。它好像在提醒我们一
个事实，游具哪里需要那么多规范？怎
么玩得开心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天性。

「都市酵母」计划发起人周育如曾说，
设计应该是为了你的邻居、为了这条街、

以及这个城市的人们。很多东西到最后，
你会发现是教育，是环境，那个环境才
会从小影响人的行为，或者是对某些东
西的尊重。* 

* 来源于公众号“BottleDream”：https://mp.weixin.qq.com/s/
IAszF0_UCtzqFBCMPFI8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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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菜缸里的致富路” —— 95 后拯救
乡村雪菜文化系列活动是由浙江万里学
院公益创业研究会“雪菜复兴号”团队
三年来经过对 186 家农户实地走访调研
以及对雪菜文化深度挖掘的经验积累后
提出的“拯救雪菜文化运动”。他们通
过“互联网 + 雪菜”的模式，结合数字
化手段、故事性模式与微信商城的载体，
帮助贫困农户销售雪菜，支持他们脱贫。
仅“青春主播”这个利用互联网直播现
场预售的活动，就在 2 个小时达到了
350 公斤的销售额。

“万乡耕新”民宿改造团队由陕西科技
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组成，
本着“服务于贫困文化村镇”的宗旨，
致力为具有文化底蕴的贫困村落进行民
宿产业开发，促进当地经济水平发展。
项目结合青年大学生自身专业充分发挥
所学专业特长，与具有一定旅游业基础
的贫困文化村镇对接，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通过以农户为合作单元，对部分民
宅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和改造，并在帮
扶过程中为村落景观实施美化工程。帮
助当地居民提高民居保 护意识，增强地
域文化自信，创新文化体验，促进当地
旅游业发展。最终让农村人在物质上获
得收益，在精神上回归自信。同时，让
城市人的精神和乡愁有一隅而栖，最终
实现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实现共享梦里
故乡的中国式理想生活。

改造前

改造后

我们能做什么？
• 帮助农家开办网店创业增收
• 利用互联网平台助力推广特色产
业

我们能做什么？
• 挖掘当地文化背景，开发设计有
当地特色、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
• 帮助村民改建特色民宿，增进旅
游产业收入

案例：2018 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 + 项
目季军团队——浙江万里学院雪菜复兴号

案例：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挑战赛
20 强团队——陕西科技大学万乡耕新团队

2. 产业“互联网 +”升级

3. 旅游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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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减灾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做到减灾，需要针
对多灾种对地理空间的影响，从灾害发展的全过程出
发，形成可持续减灾的方法与策略。

首先，从预防为主，政府应加强灾害预测预报，制定
减灾规划和紧急预案，建设各种防治工程等。其次，
做到综合减灾，防灾、抗灾、救灾相结合，工程减灾
与非工程减灾相结合，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经济手
段相结合，减灾与环境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同时，针对不同灾害的种类，也应有相应的专业减灾
措施。

通过预防教育、知识普及等多种方式，倡导公民形成
有意识的减灾理念，尽可能地削弱与降低灾害对个体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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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临其境项目依托仿真教育基地，
真实模拟灾害现场进行游戏化教学，开
设各类灾害预防教育课程，寓教于乐。
活动包括巴士逃生、地震小屋、火灾迷
宫等。利用儿童的玩耍心理和灾害知
识讲解相结合设立灾害预防仿真教育
基地。课程真实模拟灾害发生现场，并
以游戏的形式向学生传输灾害预防的知
识。

环境安全是人与环境和谐程度的一种量
度，是建立在适应生存的基础上的。人
类与威胁环境安全的灾害之间的斗争，
基本上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在环
境方面，人类主要面对的是天文、地质、
气象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因素形成的

我们能做什么？
• 儿童灾害预防教育
• 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可通过线上、
线下等多种方式），提高公众避险
逃生与自救互救能力

我们能做什么？
• 从成因上减少灾害的发生（小到
乱扔烟头、大到破坏环境）
• 在酒店等公共场所安置减防灾信
息提示、逃生指示等
• 应急应灾演习

我们能做什么？
• 针对灾害，进行环境安全情况的
调研与改造方案设计（如加固房屋、
设置避难场所等）

案例：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挑战赛
20 强团队——北京化工大学“生”临其境团队

1. 减防灾教育

2. 减灾宣传与倡导

3. 设计环境安全改
造方案

灾害，相应地，可以针对这些灾害进行
环境安全改造来达到减防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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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2013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
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报告结尾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
真实存在的，而人类活动是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是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问题，而我们正
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
了规模空前的影响，天气模式改变导致粮食生产面临
威胁，海平面上升造成发生灾难性洪灾的风险也在增
加。如果现在不采取紧急行动，未来适应这些影响会
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加高昂。* 气候变化会影响
到每个人，特别是对于穷人、弱势人群，以及诸如妇女、
儿童和老年人等边缘化群体而言。

* 气候变化 | 联合国：http://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climate-chang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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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随之增加，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地球大
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直接影响全球平均
气温；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温室气体
浓度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气温也随之增
加；大气中含量最多的温室气体，约占
其总量三分之二的二氧化碳，主要由焚
烧化石燃料产生。 *

* 气 候 变 化 | 联 合 国：http://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
climate-change/index.html

恶劣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影响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人民及其财产。为
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
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设气候复原能
力的同时还应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实
现绿色美好生活。同时，在城市，社区
建设阶段应具备前瞻意识，充分考虑环
境因素，坚决遏制滥用开发的方式。

碳账户是支付宝提出的一个关于个人减
排数值产品化和价值化的概念，目前初
步的设想是通过蚂蚁森林实现的。每个
用户都有一个“碳账户”，这个账户与
资金账户、信用账户一起构成支付宝三
大账户。用户每天的低碳行为，都可以
折算成碳减排数字，累积到个人碳账户
中。

蚂蚁森林是支付宝客户端为首期 “碳账
户”设计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
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
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
等行为，就会减少相应的碳排放量，可
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这
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

我们能做什么？
• 倡导节能减排的生活方式
• 保护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
• 大气监测实用 APP 的研发

我们能做什么？
• 减少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生存
威胁，如食物和饮用水短缺等
• 持续倡议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足
够的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
题，在早期预警方面，加强对民众
环保意识的宣传，特别是针对年轻
一代，促进早期环保意识的养成

1. 温室气体排放 案例：蚂蚁森林 - 碳足迹

2. 取具体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WWF 在 被 评 为 最 热 国 家 之 一 的 巴 拉
圭 首 都， 发 起 了 一 项 名 为“Global 
Warming Menu（全球变暖菜单）”的
公益传播活动。 

近年来，绿化面积锐减 80% 的巴拉圭
首都正越来越热，而领导们似乎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WWF 在街头搭建起一个

视野拓展
WWF-Global Warming Menu 全球变暖菜单

蚁生态伙伴们，可以“买走”用户的“树”，
而在现实某个地域种下一棵实体的树。

用户的一系列“低碳”行为，在第二天
将会产生“能量”，这种“能量”将使
得蚂蚁森林个人用户小树苗成长。当能
量值达到 17.9kg，用户就可以将能量用
于兑换一颗树，而这个时候蚂蚁森林将
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栽种一棵真正的梭
梭树，防风固沙。即蚂蚁金服通过一个
游戏，吸引用户参与游戏，同时变相吸
引用户使用支付宝多支付，并满足用户
不花钱就能够做公益的心理，宣传“低
碳”理念，保护环境。*

* 本案例来源于网页：http://www.woshipm.com/pd/930976.html

非常简易的餐厅，以大地为灶台，直接
在上面烹饪起了食物，现场邀请人们试
吃。鸡蛋滋啦啦瞬间就被煎熟，这种关
于热度的传达，让人极易感知。*

* 文 案 来 源 于 新 浪 博 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f3d98810101pgu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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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
能源和粮食生产、生态系统健康以及人类自身的存活
都至关重要。水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要素，是连
接社会和环境的关键环节。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对水资源的竞争性商业需求越
来越需要妥善平衡来使各个社区的需求得到满足。* 

水资源管理是依据水资源自然循环规律和综合承载能
力，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与防治水害等的活动，
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并实现可持续的高
效利用。

* 淡水 | 联合国：http://www.un.org/zh/sections/issues-depth/wa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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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什么？
• 促进年轻大学生群体承担社会责
任，鼓励青年学生，儿童和社区参
与水资源治理
• 加及组织旨在提供水资源信息，
清洁饮水，安全饮水方面的创新宣
传活动
• 鼓励结合数字创新精神，围绕世
界水日、世界厕所日等水资源主题
开展活动

我们能做什么？
• 宣传节约水资源的重要性，普及
节约、循环利用水资源的方法
• 开展保护水资源的宣传活动，水
的权利问题与清洁问题都至关重要
• 拯救湿地计划

1. 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2. 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

“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从
2018 年 3 月 22 日的世界水日开始，并
于 2028 年 3 月 22 日的世界水日结束。
此行动十年致力于加速行动来应对与
水有关的挑战，包括难以获得安全用水
和卫生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压力增
大、旱灾和水灾风险加剧。国际上，马
林·福尔肯马克将 1000 立方米定为一个
国家人均淡水占有量的警戒线，年人均
淡水占有量在 1000—1600 立方米的为
淡水紧张国家，说明这些国家面临严重
缺水，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将受到
威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如今，许
多国家的人均淡水占有量远远低于这一

警戒线。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研究，
到 2025 年可能有一大批国家的人均可
用水低于 1000 立方米，届时世界上将
会有 30 亿人面临缺水，40 个国家和地
区淡水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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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世界海洋中的垃圾越来越多，产生了重
大的环境和经济影响。我们需要预防并
减少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
成的污染。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
式，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

项目主题为“水 N”，通过多次实验设
计出基于泡沫和吸附法的洗衣机污水净
化循环装置，解决目前衣物清洗环节中
的水资源浪费与污染问题，实现节水 +

我们能做什么？
• 在购买产自海洋的产品或吃产自
海洋的食物时，应该做出对海洋友
好的选择，并且按需消费。挑选经
认证的产品是正确的出发点。
• 减少我们的碳足迹，降低海平面
上升的速度。我们应该尽可能消除
塑料用途，并开展海滩清洁活动。
• 传播海洋生命的重要性，让更多
人了解我们需要保护海洋生命
• 绿色环保的海洋旅游攻略分享会

3. 海洋水资源

案例：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挑战赛
季军团队——浙江大学 Wish 团队

减排的双重效果。该装置与传统洗衣机
相比，可节水 75%，减排 81.6%。

系统；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
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影响。同时，
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
科学资料，保护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
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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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为世界水日，今年我国纪念“世
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
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

地球表面超过 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
盖，淡水资源十分有限，而且在空间上
分布非常不均，其中只有 2.5％的淡水
资源能够供人类、动物和植物使用。全
球目前有 8.84 亿人口仍在使用未经净化
改善的饮用水源，26 亿人口未能使用得
到改善的卫生设施，约有 30 亿至 40 亿
人家中没有安全可靠的自来水。（第四
期《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

水资源的稀缺，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水
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的。因为地球上

视野拓展
2019“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

水的总量是一定的，饮用淡水的总量就
更少了，随着不合理利用和浪费的行为
越来越频繁，水资源的缺乏问题日益明
显。近年来，各地都以多种形式积极开
展“节约用水”宣传活动，特别是以“停
水”的形式开展限水体验，让大家切身
感受到了缺水带来的影响。不会轻易倒
掉杯中剩下的水；保存着一盆水反复用
来洗手，再保存一盆水用来淘米洗菜再
留着擦地板……更多的节水护水行动，
还需要我们去实践。*

* 部分文案来源于新华网：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9-03/22/
c_1124269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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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废弃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持有者
没有继续保存和利用价值的物质，但同时，废弃物也
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日
益增长的今天，工业、农业、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减量
与资源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废弃物的排
放量骤增，而堆放和处置场地却日益减少，处置费用
也越来越高，以及由于有害废弃物处置不当所造成的
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加剧恶化环境，危
害人体健康。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范围天然资源的逐
渐减少，迫使大家重视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增加社会
的物质财富。因此，废弃物管理是迫在眉睫且十分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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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知道垃圾分类怎样做才是对的，
更不知道怎么参与，aobag（奥北环保）
的目标就是帮助所有人行动起来。

Aobag 团队关注垃圾回收最重要的环
节：分类。加入 aobag 参与分类很简单，
只要将可回收物装进回收袋，找到回收
点，以满袋换空袋，就能一直参与垃圾

1. 废弃物分类

2. 塑料垃圾处理

案例：帮助所有人进行垃圾分类——奥北环保

分类。他们设计了专门的回收袋，颜值
与实用性并重，还能循环再利用。每个
回收袋都有专属二维码，每次按要求参
与回收，可以扫码积分、累积奖金，还
可以追踪垃圾都去哪儿了。截止 2018 
年 1 月，aobag 累计发展 7223 名会员，
其中还包括金苹果幼儿园、川师附小、

白色污染 (White Pollution) 是对废塑料
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称谓。是指用
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
化合物制成的包装袋、农用地膜、一次
性餐具、塑料瓶等塑料制品使用后被弃
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
难于降解处理，给生态环境和景观造成

的污染。

《 皇 家 学 会 开 放 科 学》（The Royal 
Society）期刊上发表一项最新科学研
究，研究显示，塑料已经布满世界海沟
最深处，这很大程度表明，地球上已经
不存在还未受过塑料污染的海洋生态系

视野拓展
# 垃圾清理挑战 #

垃圾清理挑战起源于国外社交网络，有
网友 po 出清理垃圾地区的前后对比照，
引发了不少人主动前往当地地区清理的
热潮。这之后，不少人都纷纷上传了自
己做过或者了解到的对比图。* 

* 图文来源于新浪微博：https://m.weibo.
cn/3099016097/4348633870554109

伊藤商场、蒲江明月村等集体。另外，
常见的定点回收箱，维护起来成本不小。
踩过不少坑后，aobag 和有意向的便利
店、学校、公司合作，设立回收点，还
做了相关的奖金排名榜。*

* 本案例来源于奥北环保官网：https://www.aobag.com /
about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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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 收纳系列取材于不可降解的废弃
塑料袋，俗称白色垃圾，设计师 Carter 
Zufelt 考虑将其通过高温、压缩等程序
的加工，经过多次加工实验，最终制造
出了这一系列，由于不可降解所以产品
更是出现了特殊的纹理颜色。

来自台湾的杨其寰、赖乐齐和陈亮至三
位同学的设计“Plastico 塑料袋试验计
划”更是与 Müll 系列有异曲同工之意。
塑料袋的回收利用总是欠缺，从而造成
环境污染，因此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将
塑料袋加热融化，利用模具压缩塑型。

这一系列包括笔筒，收纳盘、盒子等一
些小物件，很明显可以看到塑料带本身
的颜色，在压模的过程中也是产生了随
机的美感。

统了。一个英国研究小组从世界上最深
的 6 个海沟中捕获片脚类动物带回实验
室分析，发现超过 80% 片脚类生物的
消化系统内部存在塑料纤维和颗粒。且
海沟越深，这些微塑料含量越多。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仅 2015 年，全
球产生塑料制品就超过 3 亿吨，造成了
近 70 亿吨塑料垃圾。据预测，塑料生
产在未来 20 年还将翻一番，到 2050 年
将翻三番达到 3. 18 亿吨。 

案例：白色垃圾的回收利用——收纳物件

2018 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塑战速决”

如今，塑料污染已无处不在。根据联合
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对外发布的数据，
全球塑料垃圾高达 49 亿吨，但只有其
中的 9% 得到回收利用，其余的都被填
埋在地下或者冲刷到土地和海洋中。如

视野拓展
联合国环境

塑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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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保持目前对塑料制品的消耗速
度，那么到 2050 年，塑料垃圾将会上
涨到 120 亿吨。按照现在每年约 800 万
吨塑料废物进入海洋来估算，到 2050
年，海洋中的塑料量将比所有的鱼还重。

每年 6 月 5 日为世界环境日，2018 年
主 题 为：“ 塑 战 速 决 ”(Beat Plastic 
Pollution)。主办国印度呼吁全世界齐
心协力对抗一次性塑料污染问题。塑料
污染已无处不在，我们使用完的塑料包
装，绝大多数会一直存在并最终流入海
洋。

而幸运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上
已有塑料制品的替代材料。作为消费者，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减少使用塑料，
并在日常消费中选择其他替代品。通过
这种方式，就能够减少对塑料的需求，
并激励企业开发其他替代品。

2016 年 11 月 24 日，第 29 届阿姆斯特
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这部
由中国导演王久良执导的纪录片的《塑
料王国》在新晋纪录片竞赛单元（First 
Appearance）获得评委会特别奖。短片
大致勾勒出废旧塑料回收的产业链。这
个产业遍布大半个中国，废旧塑料通过
各种通路入境。这部纪录片是对“外国
垃圾在中国的处理”这一基本事实的深
度调查。

在纪录片中，主要就是讲述了家庭式作
坊的废塑料作业，整个作业过程、劳动
环境体现出来的是触目惊心的“原始场

视野拓展
纪录片 - 塑料王国

景”，小山包似的垃圾堆积在生活的院
子里。王久良称，“我并不反对垃圾的
回收再利用，只是不能接受废旧塑料加
工业在国内的现状。”*

* 本文来源于国搜头条：
h t t p : / / t o u t i a o . c h i n a s o . c o m / r d / d e t a
il/20170106/1000200032975961483681002187381578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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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的主要特点是有机物含量丰
富、水分含量高、易腐烂，其性状和气
味都会对环境卫生造成恶劣影响，且容
易滋长病原微生物、霉菌毒素等有害物
质。由于饮食文化和聚餐习惯，餐厨垃
圾成了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餐桌浪费
惊人，每天产生巨量的餐厨垃圾。来自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的数字，北京市每天
产生 1200 吨餐厨垃圾。清华大学环境
系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资源化研究所的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每年产生餐厨
垃圾不低于 6000 万吨。 

专家认为，营养丰富的餐厨垃圾是宝贵
的可再生资源。但由于尚未引起重视，
处置方法不当，它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
和生态安全的潜在危险源。虽然处置不
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餐厨垃圾也并
非一无是处。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
何炳光指出，餐厨垃圾具有废物与资源
的双重特性，可以说是典型的“放错了
地方的资源”。

3. 餐厨垃圾处理

厨余垃圾因为随意丢弃、散发腐烂味道、
难以处理，对社区环境造成很大污染。
西南交通大学创行团队通过实地调研与
资料查找发现，果皮、菜叶、菜根等厨
余垃圾在与水、红糖通过一定配比后，
可发酵生成一类具有清洁作用的环保酵
素，可用于家庭清洁的多种环境，如：
清洗碗筷、清洁灶台、厕所除臭等。在
此基础上，团队通过咨询老师、试验设
计，生产出符合国家质量检测的环保酵
素清洁剂，并尝试在社区进行大范围推

广应用。经过果皮、菜叶菜根这类生物
废料发酵产生的环保酵素清洁剂，成分
温和，能适应更多的场景。同时在小区
推广的过程中采取积分制的方式，使得
用户用的极少的差价就可得到环保清洁
剂，刺激消费。通过积分兑换模式激励
社区居民养成这类生物废料分类回收的
意识，将厨余垃圾回收利用的模式扩展
到家户当中，有效培养了社区居民的垃
圾分类意识，避免了厨余垃圾腐烂恶臭
对社区及其周围环境造成的伤害。

案例：2017-2018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
投进趣”项目 10 强团队——西南交通大学创
行团队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旨在“降耗、增量、
提质”，即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通

4. 消费剩余废弃物再利用

过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环境
退化和污染，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

收益。这个过程需要多方参与，包括企
业、消费者、决策者、研究人员、科学家、
零售商、媒体和发展合作机构等。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也要求从生产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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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逛个展览、参加个活动不是什么新
鲜事。但你可能没想过，越来越频繁的
活动背后，有多大的浪费——每年会展
活动行业耗费超过 100000 平方米的广
告布，它们往往只在活动现场亮相几天，
甚至几个小时，活动一结束就没了用场，
被彻底抛弃……

在广告行业十多年，Benny 一直想改变
「用完即弃」的情况。一年前，他创立
了「GIVINGBACK 回向」，将废弃广告
布改造成一个个街头潮包。在过去的半
年时间里，他们开发了 22 款产品，用

四川省凉山地区是土豆的重要产区。经
调查显示，该地区土豆年产量高达 375 
万吨，其中 33% 的土豆因卖相较差而
滞销。彝片净土项目组成员通过优质土
豆菜用化以及劣质土豆进行深加工两种

案例：2018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挑战赛
冠军团队——西南民族大学彝片净土团队

案例：广告布摇身变潮包

消费这个供应链中各行为体的系统参与
和合作，包括通过教育让消费者接受可
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通过标准和标
签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以及进行
可持续公共采购等。

生产的 780 多只包包拯救了 1040 平方
的广告布。

被忽视的浪费不止存在于会展活动中，
也在更日常的生活里：大街小巷，五花
八门的广告随处可见，但几乎没有人重
视这些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于是，在「酷
公司实验室」里，他们盯上了宜家商场
里各式各样的广告物料：大至宜家的招
牌，小到一个杯子的特价广告，在它们
作为广告的使命结束后，都可以被改造
成独一无二的酷炫包包，甚至开发更多
有意思的再生产品。

方式，构建两种销售模式，即开拓优质
土豆销路和将发芽或有瑕疵土豆加工成
为 纯天然清洁皂液，通过销售绿色土豆
和清洁皂液产品获得利润，助力凉山人
民 解决土豆品质差及堆积问题，实现经

济社会环境上的收益，可持续的助力凉
山全面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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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固、液、气体废弃物之外，废弃空
间也是一种被忽视的可利用的资源，经
过具有创新的改造之后，大城市的地下
废弃空间就能变成共享客厅，让社区居
民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提到防空地下室，大家普遍的第一反应
不是地道战就是科幻片里逃避世界末日
的理想避难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大胆
的将破旧不堪的地下防空洞改造为新时
代社区，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所
需，也在试图突破现代社区分离、淡漠
的格局，为居民提供一个生活、文化交
流的公共空间。

这个人就是设计师、策展人周子书，他
的“地下室”项目致力于研究并制定出
一个社会革新战略来应对“地下室问题”
的挑战—— “在经过深入的调研后，我
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模型，并在该
地下室中通过一系列的都市干预来进行
测试。我们试图重新定义人防地下室，
并因而可以重新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和
地下室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以新的角色，
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来达到‘空
间正义’，并重建北京的社会资本。”

5. 废弃空间改造

案例：地瓜社区——改造共享地下空间

第一个地瓜社区位于安苑北里，那里真
实地反映了社区内成员的生活方式。它
拥有一家理发店、图书馆、儿童游乐区、
3D 打印室、咖啡厅、健身区、会议室
以及一些社交活动场所。成员以不同场
所为据点举行交流活动：如成员之一的
张奶奶会以卖水饺为生。此外，理发店
亦是地瓜社区的亮点，简单的剪发服务
在现今社会近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时
髦的发廊配以全方位的服务，务求获取
更高利润，既然在地上无法实践，那就
在地下实现。

2016 年 12 月 底， 地 瓜 社 区 项 目 荣 获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受邀参加
在香港举行的颁奖典礼和 2016 设计营
商周活动，地瓜社区的理念和价值再一
次受到了肯定。*

* 本 案 例 来 源 于 搜 狐 文 化：http://www.sohu.com/
a/125032087_46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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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

参加由希尔顿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2019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的
参赛团队及选手，在报名前请仔细阅读本法律声明。 
1. 参赛团队向本次竞赛提交注册信息将被视为参赛团队已经充分理解、同意并接受大
赛的官方规则和本法律声明的所有条款。 

2. 参赛团队向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全部资料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在比赛过程 中
或比赛结束后，若发现参赛团队提交了任何欺骗或虚假注册信息，大赛组委会有权立
即取消参赛团队的参赛资格，或取消其已获得的奖项并要求返还奖品。因参赛团队剽窃，
抄袭，仿制他人作品而造成的纠纷由参赛团队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参赛团队或个人保证： 提交比赛的提案是由团队或个人独立完成的，不得抄袭； 在其
知晓的范围内，该提案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它法律权益； 参加本比赛
不违反参赛选手各自所在学校的任何规定； 对该提案所包括的文本段落、图形、数据
或其他来自第三方作品的素材，参赛团队已经尽力获得任何必须的认可。 

3. 参赛团队成员的姓名、照片、视频等一切个人及参赛资料均有可能在本大赛的宣传
推广中出现，包括（不仅限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及互联网等。 

4. 在提案提交后，参赛团队或个人在此不可撤销地授予大赛组委会为期两年的、以宣
传目的使用各参赛团队或个人提案和小组录像的权利，无论是以其原始形式或修改的
形式。该使用许可为无限制的、全球性的、可转许可的，且大赛组委会无需为该使用
支付使用费。该使用的权利包括在全部领域和各种方式、方法的使用在不局限前文一
般性规定的前提下，例如大赛组委会或第三方复印、复制、提供、出版、分发、进口、
展示、开发、翻译、转换、修改和在所有通信网络上（如因特网）的在线使用的权利等等。 

5. 参加大赛的团队或个人同意向大赛组委会转让所有与其提案有关的著作权和其 他知
识产权。所有参赛资料请参赛团队或个人自行留档，大赛组委会将进行归档管理，不
作退还。 

6. 大赛组委会保留对上述文件进行任何补充修改的权利。如果参赛团队对补充修改 有
任何异议，参赛团队应立即通知大赛组委会。 

7. 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参赛团队的资格、选票的有效性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作弊行为，
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8. 大赛组委会已在各参赛环节提供参赛团队必须的资金（包括实践经费、差旅费等），
参赛团队无权要求大赛组委会额外补偿其因参赛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9. 本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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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赛法律条款



四
报名方案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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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微信搜“善行 100”，关注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

步骤 2：
了解大赛详情 

1) 进入“善行 100”微信公众号，点击【近期动态】菜单按钮中的【希尔顿社会实践】
按钮；

2) 在二级菜单中，点击【资料下载】按钮，获取大赛相关文件的百度云链接， 自行下
载大赛资料包，了解大赛详情，并保存《报名表》文档。 

步骤 3：
填写大赛报名表 

1. 所有团队队员在《报名表》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姓名，学校，队名，联系方式等）； 

2. 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后，保存团队《报名表》，并于提交方案时，与方案文件一并打
包提交至各学校社团项目邮箱。 

备注： 

1）每个团队只需提交一份报名表，内含所有团队成员个人信息； 

2）请正确填写个人资料，以便主办方后期进行报名资料核实。 

步骤 4：
方案提交： 

提交内容：团队策划方案（PDF / PPT 格式）及团队报名表（WORD 格式）

提交渠道：由队长统一提交到各学校社团项目邮箱（详见下文）。

如参赛队伍所在学校并不在 20 个合作高校名单中，可就近选择项目学校参赛。

提交要求： （1） 请将团队策划方案及团队报名表打包放在同一文件夹内，并压缩至 
5MB 以内，以 .zip 或 .rar 格式在邮件中插入附件； （2） 邮件主题及压缩包的命名，
需遵循以下格式： 【学校名称 - 团队名称 - 队长姓名及联系电话】 ； （3） 若发现同
一团队多次发送邮件提交方案，各校社团将按时间标准， 以最新一版为准。 

20 个合作高校名单及邮箱（见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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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提交成功！  

步骤 6：
进度咨询 

1. 成功提交后，如对大赛有任何疑问，可咨询各合作高校社团。也欢迎发送关键词【提
问】+ 你的问题到“善行 100”官方微信公众号。客服小编将会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
间（9:00-18:00）尽快回复；  

2. 晋级结果会在“善行 100”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同时，各高校社团将会给晋级队
伍发送晋级通知邮件，请在提交报名信息时确认联系邮箱无误，并及时查收高校社团
邮件。

高校名称 社团名称 报名电子邮箱地址 咨询 QQ 群

浙江万里学院 公益创业研究会 841591045@qq.com 736561362

西南民族大学 “善之力”爱心社 252844238@qq.com 738382087

东北大学 新长城东北大学自强社 318168539@qq.com 59377483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自强社 xccgdufszqs@163.com 733378547

河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践服务中心 2971935194@qq.com 773402410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qinglianyt@163.com 311379488

南京林业大学 新长城南京林业大学自强社 804201664@qq.com 70990735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探路者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心 cailiaotanluzhe@163.com 171225623

中南民族大学 新长城中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3392403052@qq.com 596870150

北京科技大学 爱心满屋社团 18810582752@163.com 705413938

武汉大学 新长城武汉大学自强社 1134548886@qq.com 611361696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846328180@qq.com 734203864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阳光社团 yangguangshetuan@126.com 734595042

四川师范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 1836165658@qq.com 849134153

上海交通大学 绿色爱心屋 1125284805@qq.com 858060288

华东政法大学 华政微公益 1834653126@qq.com 853329510

天津农学院 新长城天津农学院自强社 1143042763@qq.com 857544794

四川大学 新长城四川大学自强社 1879008742@qq.com 535454276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3170105065@qq.com 760843869

北京化工大学 新长城北京化工大学自强社 xccbuctzqs@163.com 738015700

上海海洋大学 Round Earth 环保协会 1043638331@qq.com 807349429

华东理工大学 新长城华东理工大学自强社 3378161809@qq.com 68533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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