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级赛会单位 组织名称

1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2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3 北京 北京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文明志愿者协会

5 北京 北京爱洛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北京 国家电网首都电力（海淀）共产党员服务队

7 北京 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协会

8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李楠社会工作事务所

9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滨海义工协会

10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龙之风采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11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共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助残志愿者协会

13 天津 天津空港蓝领公寓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14 天津 天津爱博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5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橙郡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16 河北 沧县职工爱心志愿服务队

17 河北 唐山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8 河北 邯郸市青少年服务中心

19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20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21 河北 石家庄德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2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创行团队

23 山西 阳泉市城区义家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4 山西 太原市扶弱帮困协会

25 山西 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协会

26 内蒙古 内蒙古文化助残慈善协会

27 内蒙古 准格尔义工协会

28 内蒙古 五原县小草志愿者协会

29 辽宁 鞍山市红星公益服务协会

30 辽宁 大连市心连心志愿者服务中心

31 辽宁 抚顺雷锋文化传承中心

32 辽宁 盘锦市大洼区环境科普公益协会

33 辽宁 鞍山市呼吸联盟志愿者协会

34 辽宁 沈阳市皇姑区利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5 吉林 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36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37 吉林 “绿野”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38 黑龙江 牡丹江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39 黑龙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艺随益动团队

40 上海 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

41 上海 哈皮木偶戏剧社

42 上海 上海蓝丝带孤独症关爱中心

43 上海 上海品欢相声会馆

44 上海 上海上视小荧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45 上海 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46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彩云支南协会

47 上海 安利上海志愿者服务队

48 江苏 南京林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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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苏 “创艺家”公益创业团队

50 江苏 至善西行公益旅游

51 江苏 南京乐平方公益发展中心

52 江苏 南通大学团委

53 江苏 海安福缘志愿者服务大队

54 江苏 守望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基金会

55 江苏 盐城市青年社会组织联盟

56 浙江 瑞安市塘下镇环境保护协会

57 浙江 海宁市爱志愿公益服务站

58 浙江 杭州沃德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59 浙江 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

60 浙江 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61 浙江 宁波市鄞州区志愿者协会（下属小娘舅握握团）

62 浙江 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

63 安徽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飞鱼爱心协会

64 安徽 中铁四局一公司“阳光助学”志愿服务队

65 安徽 铜陵市铜官区幸福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66 安徽 宿州阳光天使公益助学中心

67 安徽 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

68 安徽 马鞍山公益善食馆

69 福建 福建省同人助残志愿者服务中心

70 福建 福建省观鸟协会

71 福建 连江县谷雨公益服务中心

72 福建 福州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协会

73 福建 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爱心格子铺爱心储蓄所”

74 江西 南昌市崛美行动公益发展中心

75 江西 南昌市亲亲宝贝医疗救助志愿者协会

76 江西 南昌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

77 江西 江西海纳心理援助服务中心

78 山东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79 山东 济南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联谊会

80 山东 潍坊春雨社区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81 山东 威海长城爱心大本营

82 山东 小马支教公益教育团队

83 山东 济南市志愿者协会

84 山东 济南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5 山东 小桔灯橙色爱心团队

86 河南 郑州市和勤青年志愿互助中心

87 河南 新乡市榴心社工服务中心

88 河南 河南大学

89 河南 毅客空间

90 河南 洛阳市公益顺风车协会

91 河南 漯河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92 河南 河南希芳阁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3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公益救援中心

94 湖北 湖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

95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6 湖北 宜昌市七彩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97 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团委-黄冈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8 湖北 共青团湖北大学委员会

99 湖北 共青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委员会

100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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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湖南 拾光人

102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优儿推儿童健康服务中心

103 湖南 湖南科技学院

104 湖南 中南大学待用长沙公益创业项目

105 湖南 株洲市虹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6 广东 广州市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

107 广东 广州市青宫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

108 广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dumpling菁年公益团队

109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110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1 广东 东莞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112 广东 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

113 广东 深圳市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

114 广东 中山市千色绘爱心服务中心

115 广西 广西大化西江中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16 广西 广西大学瑶篮志愿服务队

117 海南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18 海南 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119 海南 三亚市文艺志愿者服务中心

120 海南 陵水县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121 海南 海口海事局团支部

122 重庆 重庆江北幸福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3 重庆 重庆仁怀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24 重庆 重庆上善青少年安全教育发展中心

125 重庆 重庆市梁平区实验小学

126 重庆 共青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委员会

127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

128 四川 宜宾市春苗公益助学中心

129 四川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0 四川 凉山州索玛花公益助学协会

131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百特青少年发展中心

132 四川 成都高新区美锦社区公益发展中心

133 四川 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4 四川 巴中市兔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5 四川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136 四川 四川省德阳市幸福婚姻家庭研究院

137 贵州 贵州省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

138 贵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139 贵州 贵阳市花溪区青年志愿者服务协会

140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同心思源助业促进会

141 贵州 共青团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142 贵州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阳光使者”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143 贵州 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

144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润土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145 云南 牟定县青年彝族刺绣创新协会

146 云南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147 云南 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48 西藏 拉萨海雕视角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49 西藏 山南艾巴仓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0 陕西 榆林市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协会

151 陕西 健康水源梦团队

152 陕西 榆林小萝卜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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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陕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情蜜意项目组

154 甘肃 温暖水杯——学童饮水健康关怀行动

155 甘肃 兰州市无偿捐献器官（遗体）志愿服务队

156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157 甘肃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158 青海 盐湖城志愿者公益中心

159 青海 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

160 青海 郭明义爱心团队青海青情援助分队

161 青海 果洛州红十字会爱心妈妈志愿者服务队

162 宁夏 宁夏理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63 宁夏 盐池县天使特殊教育中心

164 宁夏 宁夏青年公益实践中心

165 宁夏 “向日葵”爱心志愿者服务队

166 宁夏 宁夏义工联合会

167 宁夏 宁夏阳光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心

168 宁夏 灵武市文斌阳光制衣有限公司

169 宁夏 宁夏盐池县阳光公益协会

170 新疆 新疆山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171 新疆建设兵团 哈密龙之缘丝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2 全国民航 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73 中央金融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74 社会申报 朝阳行动乡村服务创新中心

175 社会申报 北京家乡来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6 社会申报 许昌市魏都区尚德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77 社会申报 许昌老年公寓陶然养老院

178 社会申报 厦门医宝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79 社会申报 北京市门头沟区爱眼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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