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级赛会单位 项目名称

1 北京 “健康相助 共享阳光”社区助残项目

2 北京 “畅通北京 让首都更美好”北京平安地铁志愿服务项目

3 北京 “爱·在一起”关爱高龄、失能老人

4 北京 毛主席纪念堂志愿服务项目

5 北京 北京汽车博物馆“雷锋宣讲”志愿服务项目

6 北京 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站

7 北京 癌症患者“心灵关爱”项目

8 北京 担当奉献、参与禁毒、阳光生活---“禁毒教育高校公益联盟”行动实施工程

9 天津 “牵手”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10 天津 8ml血样致敬生命中的“十万分之一” ——天津医科大学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项目

11 天津 “阳光成长计划-第二课堂”--关注农民工子女系列活动

12 天津 牵手明天

13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露工程”市民英语普及项目

14 天津 天津科技大学蓓蕾关爱行动

15 河北 石家庄市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青年志愿者服务站项目

16 河北 春雨乐园

17 河北 燕赵校园减防灾工程

18 河北 “情暖童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益行动

19 山西 “蒲公英”计划在行动——暨关爱留守、流动、流浪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20 山西 “童心圆”留守儿童关爱行动

21 山西 七彩假期，点亮留守童年

22 内蒙古 内蒙古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俱乐部

23 内蒙古 “爱在沐浴”呼和浩特天使公益协会贫困学校爱心浴室项目

24 内蒙古 “网络精准扶贫，两年立志圆梦”

25 辽宁 东北大学“雨露计划”青年返乡志愿服务行动

26 辽宁 蒲公英计划

27 辽宁 “圆梦1+1”阳光助残项目

28 辽宁 “中国故事”讲述行动

29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支教助学联合会“小梦想+”万名大学生支教助学志愿服务项目

30 吉林 “电保姆”守护平安

31 吉林 星语心愿.爱在行动

32 吉林 吉林农业大学“耳募一心”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

33 黑龙江 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

34 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兵魂社国防教育宣讲团

35 黑龙江 牡丹江市残疾人电子商务就业培训志愿服务项目

36 上海 “最美丽少年”聋人子女支持服务项目

37 上海 法律学校“1+1”

38 上海 绘避险羊皮卷-畅生命通道

39 上海 WABC社会疗愈师培训计划

40 上海 “教育童行.i在彩虹湾”病房学校项目

41 上海 大不同宝贝伴读计划

42 江苏 我在江苏有个家

43 江苏 蜜蜂行动 电亮心灯

44 江苏 暖阳融合教育乡村夏令营

45 江苏 仁医行动——中美联合慈善手术孤残儿童蔓托项目

46 江苏 税妈妈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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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江苏 “护佑生命，斑斓梦想”南京保护中华虎凤蝶志愿服务项目

48 浙江 生命相髓 为爱而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公益项目

49 浙江 台州青年之声“古咕丁”医疗知识普及计划

50 浙江 亲近水源地爱心献库区

51 浙江 不良行为青少年社会观护项目

52 浙江 “爸　妈，我们回家”----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53 浙江 艺游乡里——乡村儿童美育计划

54 浙江 雷锋广场（雷锋角）志愿服务项目

55 安徽 蒲公英环保学校

56 安徽 淮南市孤独症家长联谊会

57 安徽 “小候鸟”欢乐行

58 安徽 “关爱天使”助残康复融合

59 福建 厦门大学手望手语

60 福建 温暖抗战老兵

61 福建 “放心放手 安全回家”关爱农民工子女自护教育项目

62 福建 两岸义工志愿行

63 福建 “小绿”-高校公益自行车计划

64 江西 “多肉的力量”青春期留守儿童成长陪伴项目

65 江西 老还童关爱空巢老人项目

66 江西 节水护水增效志愿行

67 山东 让每一所大学都成为农民工子女心中的科技馆

68 山东 蓝丝带青岛海岸线徒步环保调查

69 山东 “真情伴读·阅享人生”——乡村留守儿童伴读计划

70 山东 “心系商河，伴你成长”商河手拉手系列活动

71 山东 幸福28

72 山东 小草学堂

73 河南 技能与梦想——残障青年就业行动

74 河南 免费早餐

75 河南 阳光心桥--科技心灵

76 河南 “我以我言做你眼”文化助盲项目

77 河南 “红旗渠精神我来讲”宣讲队

78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甘露工程“筑梦黔方”园丁计划

79 湖北 “品味襄阳”古城文化传播推广项目

80 湖北 益创成长路·关爱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项目

81 湖北 “漫微笑”唇腭裂科普漫画

82 湖北 “安全卫士”农民工子女自我保护生命教育项目

83 湖北 关爱自闭症儿童“蓝灯行动”

84 湖南 憨儿乐圆智障人士中国梦

85 湖南 大手拉小手 共筑中国梦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86 湖南 复礼兴乐 留住乡愁——乡村文化复兴项目

87 湖南 情暖高墙·关爱未来

88 湖南 关爱山川河流，节水护水在行动

89 广东 点亮心灯，重展欢颜

90 广东 城市志愿服务U站项目

91 广东 “助力更生”——矫正青少年帮教计划

92 广东 V领导力提升计划

93 广东 行走的助残盒子——助残志愿服务标准化课程推广计划

94 广东 广东“健康直通车”医疗卫生志愿者援藏援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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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广东 禁毒体验密室

96 广西 “爱上邕城”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

97 广西 山区儿童“护身铠”项目

98 广西 宝“杯”计划

99 海南 苍鹰展翅，助残护航

100 海南 三亚市海岸垃圾分类及污染源调查项目

101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阳光旅程”国际旅游岛志愿服务项目

102 海南 海口市美兰区万福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103 重庆 “医心为你”爱心病房

104 重庆 院舍老人“心语心愿”志愿服务项目

105 重庆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莎姐”法律志愿服务

106 重庆 重庆城乡社区市民学校“四点半课堂”放学后的快乐时光项目

107 重庆 大学生志愿服务“三结合”常态化机制探索

108 重庆 点亮心灵之窗 开启美好人生——重庆市视障人群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109 四川 那山成长营

110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关爱红原县藏羌族青少年发展公益项目

111 四川 中江县石垭子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

112 四川 新公民城市共融扶持项目

113 四川 成都无障碍手册

114 四川 “青春建功·绿色行动”保护母亲河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115 四川 索玛花“养鸡助学”项目

116 四川 给“星星王子”一朵玫瑰花——动物疗法关爱孤独症儿童

117 贵州 助力无声·和你一样——互助志愿服务项目

118 贵州 贵州师范大学“1家1”全家福拍摄团

119 贵州 E善助残帮扶体系

120 贵州 陪伴农娃闯天下

121 贵州 “一城一名悦中国”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

122 云南 友邻童伴（原项目名称为“遇见孩子新未来”）

123 云南 垃圾不落地－走进生态文明

124 云南 情牵武定 爱源华师

125 云南 怒江州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爱心无止境 助残见真情”

126 西藏 当日光城遇上海洋——海洋文化月暨大型海洋系列文化宣传公益活动

127 西藏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民大书香伴格桑-高原书屋

128 西藏 西藏大学青年志愿者行动总队“阳光行动”

129 陕西 “青春护航”青少年禁毒戒毒志愿服务项目

130 陕西 重庆溪口周大福无止桥

131 陕西 秦岭山脉森林生态恢复环保项目—为秦岭金丝猴植树

132 陕西 “秦巴山区智障儿童关爱帮扶”科技扶贫公益项目

133 陕西 城市里的阳光工程——青年志愿者社会助学“知识援助行动”

134 甘肃 生命的延续——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社区关爱宣传行动

135 甘肃 寻找安妮少数民族儿童文化艺术传承教育

136 甘肃 “‘爱·尚’微公益”——温暖水杯

137 甘肃 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

138 青海 心之星影

139 青海 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助梦计划”

140 青海 城西区共青团七彩夏令营

141 宁夏 “荒漠中的蓝色音符”——孤残儿童艺术梦想计划项目

142 宁夏 “春晖”关爱少数民族移民留守儿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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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宁夏 “黑眼睛工作室”----病残涉毒人员子女关爱行动

144 宁夏 “小蓝鲸”南大班学子成长计划

145 宁夏 “唤醒▪貘”——原创禁毒主题剧巡演项目

146 新疆 “天山公益·爱心玩具”总动员项目

147 新疆 少数民族地区残障人士增能展能服务计划（“自强圆梦”之赋能计划系列）

148 新疆 《我来陪伴你》----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149 新疆 润心文化启航

150 新疆建设兵团 晨光青年志愿者协会“声援梦”有声读物录制助残项目

151 新疆建设兵团 新疆天富蓝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天富蓝”阳光助残志愿

152 新疆建设兵团 第八师白杨志愿者协会白杨志愿者关爱留守儿童

153 全国铁道 路外安全宣传活动

154 全国铁道 柳供丹阳爱心服务队

155 全国铁道 全国铁道南宁铁路局宾阳站(原黎塘车站)派出所青年志愿者扶贫助困活动

156 全国民航 “空管支疆 爱心传递”志愿服务活动

157 全国民航 “欢乐出行 温暖回家”—南航青年志愿者旺季支援一线活动

158 全国民航 “爱在东航”公益志愿服务

159 中直机关 “We心动·V行动·志青春”志愿者活动

160 中直机关 郭明义爱心团队中工网分队

161 中央国家机关 保护知识产权专项志愿服务活动

162 中央国家机关 “医学新青年 圆您健康梦”北京协和医院志愿服务项目

163 中央国家机关 甘泉润万家 水利志愿行

164 中央金融 中信银行信用卡“爱▪信▪汇”公益项目

165 中央金融 爱目行动

166 中央金融 中国建设银行“积分圆梦·微公益”

167 中央企业 心心点灯——用电关爱与成长公益项目

168 中央企业 情暖驿站 满爱回家--关爱返乡务工人员大型志愿服务项目

169 中央企业 国家电投“映山红”爱心助学志愿者公益行动

170 中央企业 大爱电科-科技小屋

171 合作部委 科技助力节水宣传

172 合作部委 项目名称		上海排水青年志愿服务进社区

173 合作部委 科技助力节水宣传

174 合作部委 大武口区保护山川河流志愿服务项目

175 合作部委 永定河“忠诚卫士”志愿服务项目

176 合作部委 大手拉小手，共护京城水脉

177 合作部委 保护母亲河 节水护水志愿行

178 合作部委 上海市水上长城守护者堤防防汛隐患排查和治理志愿服务项目

179 合作部委 “水•利•我”大学生志愿者节水护水 志愿行动计划

180 合作部委 把脉江河 造福天津人民

181 合作部委 童心亲水伴荷香     -----守护莲花湖行动

182 合作部委 湖南水电职院“水育潇湘”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项目

183 合作部委 水净生活 美境江苏

184 合作部委 新传承、新敬老：“感恩梧桐树”隔代精准敬老创新公益的示范与拓展

185 合作部委 “健康相助 共享阳光”社区助残项目

186 合作部委 广东省应急救护志愿者培训基地

187 合作部委 志愿在康园——康园聪明学堂

188 合作部委 山东省立医院青年志愿服务大篷车——“天使之光”白内障复明行动

189 合作部委 星星计划——关注自闭症群体

190 合作部委 触摸天堂——阅读文化助盲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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