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2019 年 5 月联合公益项目月报 
零废弃网络发展项目 

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 5月，共有【10】家伙伴机构，在【31】个社区开展了【91】场垃圾分

类壹起分活动，垃圾减量【4862.47】kg，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3798】人次，共有【275】名志愿者

参与其中，公众号发布推文【3】篇。 

（二）项目活动进展 

1.联合治理 

秘书处月度例会 

秘书处于 5月 30日召开了全员例会，特别安排了零废弃日筹备工作分工，成员管理策略。 

 伙伴赋能 

第二期“壹起分”线上培训在 5月 1 7如期举行，培训邀请上海爱芬环保的郝利琼为讲师。对理

解和认知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培训累计 195 人学习。为了让伙伴们充分了解社区垃圾

分类知识，与利琼讲师商讨后决定在 6月 14日开展第三期主题式学习。目前第一期和第二期已经以

推文形式进行内容留存与共享，方便更多伙伴学习。 

   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2 

， 

   5月，为了增进区域内伙伴的环保联合与壹起分合作，授人以渔,枢纽分别启动了“社区绿课”，

与陕西绿色原点环保宣教中心、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等机构沟通月报、品牌露出，落实后续工

作执行。 

芜湖生态中心 

5月区域内一些伙伴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及回收活动，主要还是以城市社区为主，涉

及到宣教、回收、分类实践、堆肥等。区域内做的比较有特色的有长沙源方环保主要是在有害垃圾、

电子垃圾这块；乐平绿色之光以推动行政村垃圾分类为主；武汉花仙子在厨余垃圾堆肥这块持续发

力……和合作伙伴沟通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芜湖生态中心本身没有太多垃圾分类一线工作的支

撑，在和伙伴机构沟通时还是缺少共鸣，所以也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本地的垃圾分类工作。另外，

由于枢纽中心 5月工作内容饱和，导致在主动沟通伙伴机构层面，投入的精力较少。 

上海爱芬环保 

为了增进机构间的了解，本月开始与华东区域所有机构约时间了解机构情况，活动开展情况，有

哪些需要支持的的地方。本月沟通了 3家机构：平湖市美丽家园环保服务中心、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

者服务社、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宜居广州 

这个月分别与爱心树、捌零柒社会服务中心、顺德绿地酵素和千穗园这几间机构进行了关于壹起

分活动上的工作沟通，了解到这几间伙伴们在壹起分活动上的情况。 

本月，协助龙华区零废弃在深圳壹基金徒步活动中进行了赛事中垃圾分类的工作探索。 

成都根与芽 

收集壹起分合作伙伴月报，组织成都市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工作坊，邀请成都区域的伙伴参加。

参与伙伴有成都爱生活家和善为社工。 

青岛你我 

走访济南壹起分伙伴，对接后续支持工作；协助秘书处组织壹起分线上课程、完成区域协调中心

项目资料。 

2.联合倡导 

为了让伙伴自身的行动故事得到有效传播。“壹起分”将会在传播上开辟伙伴专栏，使伙伴自身

的行动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与此同时让伙伴们有一种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定期采访壹起分伙伴，

目前已经访谈深圳市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的会长许楷楠，第一期推文已发布，阅读量 488。“壹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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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进行日常的微博微信传播。 

3.联合筹款 

五月中旬在壹基金支持下组建了伙伴自筹工作组，介绍互联网平台玩法、分享互联网筹款趋

势。 

5 月下旬壹起分社区计划在微淘上获得孙耀琦、李佳琪、孔垂楠等流量明星的打 call支持，

借助明星影响力扩大公众认知度，并获得更多社会捐赠助力。 

 

4.“壹起分”联合行动 

产品升级 

针对厨余垃圾工具包进行两次讨论，根据结果修改相关课件；有害垃圾工具包科普二稿修订，实

体工具包内容设计已完成，外包装设计进行中。 

各区域行动进展 

西南区域 

成都根与芽 

2019年 5月 13日、5月 15日及 5月 17日，组织望丛社区、蜀都新邨、岷阳社区环保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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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什邡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系统型的垃圾知识学习，了解生活垃圾正确处理带给环境

的影响以及垃圾正确分类、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怎样做进行垃圾的源头减量。在双柏社区、蜀都新邨社

区、岷阳社区开展 4次专场回收活动，共计收到 51袋可回收物，约 80kg. 

华北区域 

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本月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于 16个小区共开展 20次活动，25名志愿者提供服务，总参与人数达

541人，实现垃圾减量 63.67kg。 

2019-5-14 河西挂甲寺景兴西里 变废为宝 

2019-5-16 北辰区红荔花园社区 变废为宝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25b448d8fc0e513329dd4a69295bb9e2.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ad25a08caca9934a7c2f26344ec57aa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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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9 北辰辰庆家园社区 变废为宝 

天津市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 

本月天津市生态城绿色之友圣泰文化促进会于 3个社区和 1个学校共开展活动 11次，4名志愿

者提供服务，累计 1000名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5月 5日上午 9-11点 C92园区垃圾桶减量，回收。 

华南区域 

深圳市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 

本月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在 1个小区共开展 4次活动，26名志愿者提供服务，共有 80名社区居

民参与其中，实现垃圾减量 105k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8a59643a1b4519b4a814214147ff66b8.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fd2488a4a89e036eb5ab43f94283559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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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5 春华四季园 居民参加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活动 

2019-5-18 春华四季园 资源回收活动现场 

2019-5-11 春华四季园 志愿者合影 

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 

5月份，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共开展 2次活动，累计 4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共回收纸 200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4b532add628a7960fc2b097c2f0c71d6.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ac3bcad1c71fbcbd0ee15962b2e0e1db.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0ba3e5e2081e034557cfccbeb7ea452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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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玻璃 50公斤，金属 60公斤，塑料 100公斤，旧衣物 150件 

在深圳市玮鹏花园，来自深外，百合外语学院，华职，深中，红岭中学的学生志愿者们，和绿典

环保志愿者一起开展“壹起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一公斤零废弃社区行”宣传活动。 

大家在玮鹏花园向社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专业知识，并通过宣传资料向大家介绍可回收垃圾的

利用价值和必要性。社区居民悉心聆听。 

华中区域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5月份，在开展壹起分的深入型社区内组织了 1次社区绿课培训，1次社区土壤改良活动，还有

连续 25场的“厨余垃圾换阳台蔬菜”活动，共计组织了 27 场活动。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52745d277c255634350f77e3ac2516c1.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ee3e194ec93a60a458cc9e4d5879821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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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本月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于 2个小区共开展 2次活动，共 10名志愿者、80名社区居民

参与其中，实现垃圾减量 2345kg。 

海洋半岛周六资源日活动 

蓉园社区幼儿园垃圾分类培训会议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5f6350e66e6ff0b10610d85f7c0f4b57.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6b53e4c89edfc97651acb6b104602e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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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本月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开展 2次活动，累计 42名志愿者、70名社区居民参与其

中。 

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本月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3个小区共开展 2次活动，共 3名志愿者、20名社区居民参与

其中，实现垃圾减量 50kg。 

鸿禧山庄做宣传                内部制作厨余堆肥                    堆肥使用 

华东区域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本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于 2个社区开展 8次活动，累计 50名志愿者、172名社区居民参与

其中，共回收纸皮 429kg、报纸 34.4kg、塑料 36.6kg、纺织物 13.8k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176576e8d0e35370d6d2b6f49612aa94.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6b23cf53fe13ad9d1199895dce1f21c5.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1634113b08d2b7faee1ab8b56cdde2a.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fd6631210f53a8fd8b58a262c5eca44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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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湖滨小学开展回收日活动，志愿者将班级回收物进行称重，由学校小小志愿者进行重量等

数据的记录 

5月 11日， 小小志愿者（湖滨小学）对名湖豪门小区居民带到活动现场的可回收物进行称重 

5月 4日，志愿者对名湖豪门小区居民拿到活动现场的可回收物进行开具相关票据 

常州市蔚蓝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fc485cb539289726f9ce3958e3176832.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660ce870094e3855d3bab27191b53022.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9aff9b8305ebf7154d20c41180aa9f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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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常州市蔚蓝生态环境服务中心于 3个小区共开展 7次活动，80名志愿者提供服务，共有 1550

名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实现垃圾减量 3吨。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绿色家园环保服务中心 

本月苏州工业园区湖东卢瑟家园环保服务中心开展 1次活动，5名志愿者提供服务，共有 85名

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在社区宣传垃圾分类制作环保酵素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0422a9a29a9ddbaf57146a7fdd136750.jpe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b1cbc24368c96c2a8a067ccd03d8dd9.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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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本月网络建设工作包括对义仓网络成员机构的实地督导，与山东区域支持中心的交流，河北好公

益平台路演；项目产品方面包括，义仓物资管理软件的开发工作推进、流动博物馆的落地、一个观众

的剧场北京区域的推广工作、一个观众的剧场第二批试点工具包的发放。 

本月秘书处实地督导走访 8个城市，11家成员单位，直接督导和培训人员达 92人，网络内开展

联合行动活动（义仓、义集、一勺米、一个观众的剧场、流动博物馆）22场，社区居民参与人数不

少于 3000人，志愿者参与 500余人。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秘书处工作 

 本月新增成员单位 4家，，目前成员单位覆盖全国 25个省，78个城市，164家成员单位； 

 本月启动网络成员伙伴续签工作，对于需要续签的成员单位伙伴需要提交 1份阶段性的

总结信息，在此过程中了解一下有哪些成员伙伴还在持续的关注网络，进一步了解伙伴

们目前的情况，续签工作从 5月份开始持续进行； 

 参加广州互联网公益峰会，了解公益发展的前沿动态，尤其随时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趋势，

以进一步促进网络联合筹款的能力； 

 本月先后实地走访了广州、沈阳、青岛、淄博、济南 5个区域，与 11家成员单位的 74

个公益伙伴和志愿者进行了督导和培训，其中在青岛还协助其与在地政府和社区进行了

沟通和洽谈。 

区域支持中心相关工作 

 邀请广东区域支持中心的伙伴共同开展北京一个观众的剧场的工作坊，发挥区域支持中

心在网络之中的能动性； 

 实地到山东区域支持中心，与区域支持中心的伙伴就山东区域的成员单位伙伴的发展情

况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2.联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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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益美传媒以及社工客对接网络传播尤其是联合传播矩阵的相关信息； 

 本月对义仓发展网络的微信交流群进行了整合。 

产品开发及推广 

 本月流动博物馆线下活动全面铺开，全国开展线下活动超过 15场，参与人次达 1500余人次； 

 

 一个观众的剧场第二批试点工具包完成了发放，共计发放 16家单位；5月 23 日，一个观众

的剧场北京工作坊在清湖大学社会学系会议室开展，来自 10家机构的 18位伙伴参加了此次

工作坊。 

 本月义仓物资管理软件 4.0版本 DEMO完成，和软件开发公司就 DEMO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

提出优化意见； 

3.联合行动 

宁夏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2019年 5月 30日，宁夏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贺兰县利民社区分别在利民社区辖区金贝贝

幼儿园及朝阳广场开展义仓▪流动博物馆计划。 

第一站，智爱社工将关于榫卯的历史故事及鲁班锁的初体验带给贺兰县金贝贝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社工及老师的协助下，孩子们逐渐对于鲁班锁有所了解，在大呼“好难”的同时也勾起了孩子的好

奇和想要继续探索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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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智爱社工将非遗文化体验阵地转移到利民社区朝阳广场，社区居民对于“榫卯”非遗文

化十分好奇，纷纷驻足咨询有关知识，依托百度非物质文化 AI技术和资源，社区居民通过现场扫描

博物图片体验 AI黑科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精妙展现；家长及孩子都积极体验鲁班锁和华容道，

坚持靠自己的智慧和志愿者的协助突破难关！从而激发孩子对非遗的兴趣，激活儿童青少年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 

此次以“非遗进社区▪AI▪连接趣味生活”为主题的体验互动共计有 60余人参加，极大地激发了社

区儿童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兴趣，通过非遗的主题让孩子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推动传统文化在社

区的传承和发展。 

成都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成都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2019年 5月 17日，一场由火车南站街道六个社区联合协办的“筑爱前行，有爱无碍“全国助残

日主题义集活动在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十街坊广场顺利举行。 

本次义集设置了舞台区、义卖区、义诊区、公益组织交流区、就业咨询区、游园互动区，吸引了

近 500名居民前来参加，活动现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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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武汉市武昌区融智家庭社区指导中心 

为了促进邻里交流，让辖区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增进邻里交流，4月 27日上午，融智中心与

将军路社区携手开展了“你好，邻居”一勺米公益活动，邀请招募了辖区 17户家庭走进将军新村小

区，敲开陌生邻居家的门，向每户募集一勺米。本次活动覆盖人次 500人次，志愿者参与人数 34人。 

河南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南阳市至善社工服务中心 

5月 26日，南阳市至善社工服务中心联合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社区服务中心一起来到滨河社区，

为社区居民奉上“义诊、非遗进社区，AI连接趣味生活”活动。滨河社区人口比较集中，首先选择

在社区入口处布置活动场景。后在居民的建议下，活动场地移至社区里面。 

    体验过鲁班锁的大多数人对鲁班锁都很感兴趣，一玩就是半天，并反复拆装组合。活动初步达到

预期，宣传了义仓发展网络，宣传了流动博物馆概念，并为社区居民带来丰富的体验及回忆，很多中

年人一边组合鲁班锁，一边讲述回忆小时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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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龙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每月定期定点的佰家粥，对接爱心早餐店煮粥，米由社区邻里募集，目前居民已经养成习惯，喝

粥的时候都会主动的带上一勺米；一勺米活动已经持续开展 9个月，实现 2个小区的可持续化，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欢迎，每月的募米和喝粥已经成为部分居民的生活方式，截止 5月份累计共发放佰家粥

1300余碗。 

广东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蓬江区恒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随着住房商品化、人们生活节奏逐步加快，邻里关系逐渐变得淡漠，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更是漠

不关心，但社区发展又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而广泛的参与。为了增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构建和谐社区，5月 24日上午 9时，江门恒爱社工联合天福社区党总支部在上城摩卡小区进行“你

好，邻居”——中心服务知多 D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分成 4 个行动组，由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社工带领

党员义工、大学生义工分别前往上城摩卡小区不同楼幢展开宣传活动。志愿者从一句“你好，邻居”

开始敲开每一户邻居的门，向居民宣传天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等，提升居民对中心服务的

知晓度；另一方面动员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或活动中，增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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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协和社工工作服务中心 

联合龙洞小学，一起开展义仓义卖活动。打造一个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跳蚤活动平台，借助

跳蚤市场活动，让小学生度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让小学生自由策划各自摊位需要卖的产品

及宣传海报，家长作为协助者，见证小孩子的成长，培养孩子从小要有一颗慈善的额心。所挣取的金

额捐赠一部分做公益，一起欢度一个非同一般的儿童节；同时学生和家长及老师志愿捐赠大米给到社

区困难群体--30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菜农，让其感受到社区的关爱，营造社区互助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