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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联合公益计划月报 

零废弃联盟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零废弃联盟部分成员的主要工作转向配合社区防疫。截至 2020 年 2 月，据

不完全统计，共有【6】家伙伴机构在社区配合开展防疫工作。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产品研发设计：完成社区就地堆肥箱的手册设计。 

（2）赋能：筹备两次网课，家庭有害垃圾的收集与管理、志愿者管理，并筹备下一次课程。 

（3）社群：发放电子版壹起分工具包，调动群内伙伴积极性。 

（4）项目管理：继续推进待结项项目，设计 2020年新项目。 

2.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华南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宜居广州 

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因疫情影响，零盟秘书处已与枢纽中心沟通关于项目延期和年会事宜。 

区域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本月华南区有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联合 6个社区开展了 6次线上线

下活动，其他机构因疫情影响没有开展活动。 

（2）山东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青岛你我 

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配合社区开展防疫

等工作。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山东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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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2月 7日，协调联络蓝天红十字救援队为郑州路社区做预防性消杀。 

  

 

2、华东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协会通过微信、微博等多个平台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关注平凡的“最美逆袭者”--环卫工

人，为他们筹集防护口罩、医用酒精、消毒液、乳胶手套等防护物资，活动共收到了北京联动天

翼、水南水务广东公司的口罩捐赠 5500多个。 

 

3、安江湖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筹集社会物资（隔离防护用雨衣 300 件，户外防水雨棚 3 只、防

寒服冲锋衣 8 件、医用隔离口罩 100 只，办公文具笔 20 盒），制作点心慰问社区加班人员，配合

社区居家隔离服务（代购副食品生活用品、上门测量体温，办理小区出入证登记，外来人口行程轨迹

验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张贴 9+1 场所停业封条、协助整理防疫期间社区服务工作信息报表统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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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2 月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累计向医院、社区、敬老院等发放 29 酒精和消毒液、以及

600个口罩。 

   

 

常熟市流水琴川和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月 19日—2月 20日，苏州市羽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沈巍松向流水琴川捐赠总价值 10

万元的 10箱护目镜（注：2箱定向捐赠莫城街道卫生院），第一时间组织各项目社工向虞山街道、琴

川街道、常福街道等 7 个乡镇街道的 66 个落地村居慰问，同时部分护目镜将发放给流水琴川抗疫一

线义工，累计发放近 2400副护目镜，为一线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保驾护航。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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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社区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情况下，绿生活社工联合志愿者，为约 1000 人次过往居民和车辆提供体

温测量排查工作。 

线上通过微信群，为新竹社区约 30 名较年长的志愿者提供支持，鼓励志愿者在家开展柔和的锻

炼方式，并将变废为宝、垃圾分类、减少垃圾实践在生活中。 

   

5、西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为关爱环卫工人健康安全，有效防控疫情传播，成都根与芽联合外部资源第一时间响应。从 1月

23 日开始，我们经过多方寻求，历经辗转终于在 1 月 30 日从远方募集到一次性医用口罩 10800 个、

可重复使用橡胶手套 4000 双、消毒酒精 100 桶。并于当天将这批物资进行分类装运，连夜发放至各

街道、城管、社区单位一线环卫工人手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5 
 
 
 

 

特别介绍的是，武汉花仙子一直在社区做相关的志愿服务，参加社区防护物资的发放、志愿者接

送医护人员、协助社区组织发放小区的采买等。由于武汉是疫情重点发生地域，武汉花仙子的工作人

员非常繁忙，暂未提供现场照片，我们将在后期制作一次防疫活动统计合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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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2月，义仓发展网络以能力建设与课程框架的梳理、联合传播及宣传委员会筹建、义仓福

包上线、参与社区防疫工作为主。截止至 2月，义仓发展网络落参与社区防疫工作共覆盖【30】个社

区以上，志愿者参与人次达【1785】人次，服务人群达【61463】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建设和治理 

（1）推进项目结项工作并与全国 9个区域支持中心对接沟通年度总结和结项事宜； 

（2）协调采购抗疫情物资，并根据网络伙伴的需求登记进行物资的分配和邮寄发放； 

（3）网络争取捐赠资金 40万元，用于支持湖北区域伙伴应对社区防疫工作； 

（4）梳理并构建网络培训课程体系框架。 

2. 传播及倡导 

义仓发展网络传播专委会的建设和运营（传播官计划的发布、招募、传播手册初稿的梳理），首

批经过报名初选后，共计有 89名伙伴入围学员名单； 

https://mp.weixin.qq.com/s/7zyiL1NX23QSe9U3N0-lMg 

3. 产品开发及推广 

义仓福包的落地实践机构选择、福袋的发放、跟踪，落地机构沈阳志愿者协会和成都高新区爱有

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义仓公益产品研发指导手册研发工作团队建立，并开展线上手册的讨论工作两次、线下的撰写工

作，邀请南都好公益平台进行《品牌产品打造》线上培训 1 次； 

启动一个观众的剧场工具包使用调研计划，目前已经设计完成调研问卷部分，3 月份启动调研。 

4. 疫情项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7zyiL1NX23QSe9U3N0-l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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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面向网络伙伴进行了 2 次防疫物资的需求登记，完成了 1次一次性手套的发放，共计支持成

员伙伴 10家，6000个医用外科手套；第二批物资登记需求伙伴 16家，已经于 3月初进行发货； 

2.启动湖北伙伴护航计划，目前已经陆续收到湖北伙伴的项目申请 70个； 

3.防控工作媒体报道。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义仓发展网络项目的 385 名社工直接参与社区防疫工作，在全国 7 个省的 10 个城市，一起配合

街道工作人员、民警等进行入户和电话核查，宣讲发放宣传资料，发出出入卡和告知书等，最好社区

防控防疫的最后一公里工作。 

    截止 2 月底，义仓发展网络在社区防疫方面累计服务居民 183889 人次，关爱援助方面累计探访

困境人群 130人次、线上服务困境人群 5200人次。其中，社区防疫方面，配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民警入户 53370户，电话核查 10423户，街区随访 22742人次，宣讲、发放、张贴宣传资料 41313份，

核查门面 4800 户次、酒店 356 户次、民宿 1938 户次、车辆 2817 车次、培训机构 99 户次、学校 60

户次、养老院 13 家、公共场所及营业性场所 36 户次、出租房屋 1734 套，企业复工咨询、申报、检

查 837次，悬挂宣传横幅 43条，值守 22个院落，办理出入证、居住证明、务工证明 2807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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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为社区捐赠消毒物资 

 

 

图片说明：排查店铺 

 

图片说明：联合民警进行街区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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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深入排查，不漏一户 

 

 

 图片说明：向残疾人发放口罩 

 

 

 

图片说明：协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检测居家隔离人员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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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张贴宣传资料 

 

图片说明：为社区困难居民代买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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