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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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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5 月，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6】家伙伴机构，在【37】个社区开展了【65】场垃

圾分类活动，直接受益人【20037】人次，间接受益人【10290】人次，志愿者参与【387】人次，累计

垃圾减量【2941.9】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1392】kg,有害垃圾减量【789.01】kg，可回收物减量

【145.5】kg，其他垃圾减量【210】kg。媒体传播【49】次，点击阅读量【124972】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社群：给壹起分伙伴邮寄证书，并于 22日、27日给壹起分伙伴开展两节网课； 

（2）传播：共发布两篇伙伴开展壹起分项目的文章，具体为：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的社区

垃圾分类之志愿者管理和福州市巾帼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社区垃圾分类之氛围营造； 

（3）项目管理：跟进以往项目结项工作。  

2.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5月 23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在福州召开了以“多元参与，共促社区垃圾分类和减量”为

主题的第二届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工作交流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科研院

所、物业、媒体、公众等相关群体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上，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李

良发布了 2019年福建垃圾分类优秀案例报告，并为福建省壹起分社区计划行动网络的首批成员授予

2020年壹起分伙伴证书，发放壹起分项目工具包。项目希望通过联合福建各地的社会组织/志愿者

团队，深入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提高公众参与度，激活更多关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公益

组织，促进该领域民间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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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5 月举办了第二届安徽水环境保护行动网络交流会，跟安徽 16 个地市的伙伴们宣传了社区垃圾

分类，计划通过搭建一个安徽区域社区垃圾分类网络，鼓励伙伴加入壹起分项目，共享壹起分资料给

各位伙伴，共同做好安徽地区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华北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2020年 5月 21日，绿领居社区服务中心在诚基中心社区开展“垃圾换有机”活动，在社区收集废旧

口罩。 

 

华中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陕西绿色原点环保宣教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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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绿色远点的工作人员在丽景小区进行厨余垃圾收集专项行动，向居民展示厨余垃圾

堆肥的过程，讲述厨余垃圾分类的注意事项，促进厨余垃圾减量活动。5月 29日在人民大厦家属院开

展可回收垃圾积分兑换活动。传播垃圾分类知识，通过积分兑换的激励形式，鼓励居民养成垃圾分类

习惯。 

 

洛阳天九社区万年青环保社团 

5 月 20 日，万年青环保社团在洛阳天九社区开展回收废纸箱的活动，万年青团队志愿者利用回

收的旧纸箱带领孩子们做废物改造。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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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6 日和 5 月 28 日下午，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在家家景园开展社区资源回

收日活动，共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 8.3 千克，有害垃圾 5.7 千克，发放宣传单页 70 份，办理积分卡

38张。 

 

华南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5月 10日，绿生活的工作人员在南宁市新竹小区向志愿者讲解芽苗菜的种植方法和酵

素、厨余堆肥的制作方法。2020 年 5 月 16日，绿生活工作人员在南宁市丽江村小区向居民讲解酵

素的制 

作方法。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在福州召开了以“多元参与，共促社区垃圾分类和减

量”为主题的第二届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工作交流研讨会暨福建省壹起分社区计划行动网络伙伴交流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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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李良为首批成员授予 2020 年壹起分伙伴证书，发放壹起分项

目技能包和证书。 

5 月 11 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垃圾分类壹起分项目组在乌山荣域小区启动开展垃圾分类环

保小课堂活动，环保讲师黄厚新指导小朋友变废为宝，制作环保 DIY，学习厨余垃圾堆肥知识。5 月

17 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垃圾分类壹起分项目组联合福建省应急通信运营有限公司、中昌福建省

分公司、福建新蓝海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志愿者在瓷天下海丝精灵谷（闽清）共同开展“海丝路

上，碳汇造林”第十四季福建省志愿者碳汇造林活动，来自各单位的 30 多名热心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西南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成都市温江区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5月 14日，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鱼凫路社区通气式堆肥学习，5月 25日在凉水社

区开展回收日活动，5月 26日在南街社区赞元街 118号院落垃圾分类宣导并向居民展示酵素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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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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义仓发展网络以义仓课程体系梳理、湖北抗议小额项目支持两方面开展工作。本月

义仓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项目活动覆盖【138】个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达【204】人次，

服务人群达【2662】余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建设和治理 

·2020年 5月 28日—29日，网络办公室两人到云南开展义仓相关的督导培训，同时与云南区域

支持中心的伙伴就云南区域支持中心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参加培训的有昆明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相关

人员、承接慈善超市试点建设项目的 17家社会组织 20个项目点的负责人及项目社工，以及云南连心

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慈善超市试点项目督导小组，共 45人。 

2. 传播及倡导 

·义仓传播委员会正式建立，共计有 42位传播官完成传播课程，并授予义仓传播官的称号，义仓

发展网络传播委员会人员储备正式成型。 

·5月启动义仓社区推动官招募计划，截止到 5月 31日，共收集到报名申请 61人。 

3． 产品开发及推广 

·义仓公益产品研发指导手册 1.0版本完成梳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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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项目组成员组织策划了义仓课程体系线上课程开发与录制，本次邀请到 12 位义仓

发展网络的讲师以及课程指导团队 5 人以及 1 位录制摄像师共同打造 17 门线上课，已经完成课件内

容的梳理以及每门课程线上介绍的录制，预计 6月份将完成所有课程内容的录制。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四川地区】 

· 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2020 年 5 月 28—29 日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4 名工作人员带领 20 名社区互助

志愿者队伍的志愿者代表去到都江堰市好爸爸家庭农场及北川妈妈农场进行了参访学习，在参访期

间，由当地两位优秀的资深志愿者同时也是多年的公益人为大家进行了以志愿服务为主题的能力建

设培训。此次活动是为了让志愿者一起去追寻志愿者精神，通过真实的故事案例为他们带来更深的

震撼，让大家对于志愿服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提升自己志愿服务的能力。 

 

【湖北地区】 

· 荆州市小水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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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小水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弱势群体服务，对接 5 名心理援助志愿者为 20 户服务对

象提供心理援助辅导 11次，其中线下服务 5次。 

· 荆门市圆梦爱心帮扶会 

2020年 5月份，荆门市圆梦爱心帮扶会为困境老人提供服务，在协会志愿者们认真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和专业护理常识、心理疏导课程后，以点对点服务对

象家庭，入户与服务对象亲切交谈，打扫卫生，进行室内消毒，帮助独居老人做饭，提供日常照料、

情感陪伴，为服务对象理发，为疫后困难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计服务 237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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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5月，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受疫情影响的脆弱人群提供“绿

生活”线上陪伴服务 144小时，同时加强服务个案工作的力度，开展园艺疗愈课程 4期和“悦读越美”

小组活动，让服务对象释放压力，感受生活的美好。 

· 武汉美好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武汉美好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于 5 月份进行独居长者社区支持网络建设实践与研究项目，这期

间，3名志愿者就安全网络建设开展“一日一访问”活动，协助社区驻点防控卡口、测体温、检查出

入证，登记录入社区居民信息；就生活支持网络建设已和武商生活馆、汉欧国贸、中百仓储、中商超

市、稻菽生态建立沟通，每周会推出特价商品，发展 1 名武商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义务家电维修；

协助社区开展为期 10天的全民核酸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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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武汉清晨创新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5月份，武汉清晨创新公益发展促进中心开展“业有希望”精康人士职业服务产品设计项目，针

对服务对象，完成 71份有效的问卷调研和 10位精准对象的访谈调研报告，并在督导李小亮老师指导

下，项目组成员学会用户画像和客户画像的运用。 

· 武汉市江岸区艺企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 年 5 月 13 日，武汉市江岸区艺企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社会就业创业营的成员们开展了

“短视频/直播入门 app、剪辑 APP 入门及器材介绍”的课程，在 5月 24日开展“设计全球通用大

法与实践”的课程，并为个人 IP答疑。 

· 阳新县山茶花志愿者协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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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 日，为增强儿童的劳动意识，培养儿童的责任心和家庭参与感，张畈村儿童服务

站以“辛勤劳动为荣”为教育契机，阳新县山茶花志愿者协会开展“我劳动，我快乐”的线上主题活

动，并于 5月 7日探访了上街村和东岳社区数名独居老人，为他们送去了社会的温暖，并详细记录了

老人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也为他们带去了志愿理发服务. 

 

· 襄阳市乐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 年 5 月，襄阳市乐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困境老人进行入户探访活动，对其房屋进行居家

防护消毒，进行心理疏导服务，配送防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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