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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为普及信用理念，倡导公众信用文化，支付宝及芝麻信用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 

作，以“透明、公正、未来”为核心基调，成立“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简 

称:信用公益基金)，通过研发信用课程及活动等信用教育方式，以“透明、公正、未来”的 

态度，共同面向包括但不限于大学生群体的公众推广和普及信用意识及信用概念，同时推动 

更多公众参与传播信用文化，加快促进诚信社会的建立。 

 

我们的使命： 通过开展信用教育，推广信用理念，倡导个人信用重要性，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会自 2015 年 11 月正式启动设置四个阶段的公

益规划，至 今走过了一个年头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公益产品研发期：基于对公益基金使命目标定位 

进行市场的调研并基于此确立信用公益基金核心的公益产品——面向大学生的“信用素养教 

育课程”及“无人小站”体验活动，并在？送高校进行试点，获取用户反馈。 

 

第二阶段（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公益产品迭代推广期：基于用户反馈迭代打磨升级 

课程及无人小站活动，并正式大规模推向百所高校，同时建立种子用户社群，凝聚一批信用 

公益粉丝。 

 

第三阶段（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创新复制期：我们设想在该阶段基于“赋能”让高 

校创新生长，打造标杆旗舰范式，并将“无人小站”从高校复制走向社会进行试点。 

 

第四阶段（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联合倡导期：基于过往的实践探索和数据积累， 

推出信用白皮书，联结和带动关注信用话题的企业、个人、高校及政府进行全社会的信用倡 

导。 

 

前三个阶段，为未来全社会的信用倡导奠基。我们相信，信用，是每个人一生的功 课。

信用公益基金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开放接纳一切有助于成长的外部力量，联结一切可 以

联结的力量进行信用倡导，用公益的方式推动国民信用素养，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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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期项目概述 

    （一）公益项目超预期目标完成 

项目二期自 2016 年 7 月开始，至 2017 年 3 月按计划开展了为期 5 天的信用夏令营活动， 

联结了 18 位学生，从受益人变成志愿者，帮助项目组督导活动、运营官方传播平台等；将时长为 

120 分钟大学生信用体验课程精炼优化至 90 分钟之内，更具普及推广性；面向 100所高校，开展了

为期 1 个半月的信用课程和无人小站推广活动，引发 20 多家媒体主动关注 与报道；试运营了公

益淘宝店为专项公益基金筹款，探索自造血方式。 

在信用夏令营活动中，不仅为首期活动执行优秀的大学生提供了信用和公益理念结合的时间

活动，也联结建立了第一批信用种子志愿者团队，共同推广信用理念。 

二期校园推广活动，共面向全国 23 个省市的 101 所高校（其中包含首期的 30 所学校），开展了 

221 场互动体验式信用课程，实际参与学员人数超过 7,820 人，超过原定目标的 180 场课程及  

7,350 名参与人数。参与学员对课程的综合评价超过  9.37  分，达到非常满意的程度，较首期课

程的评价满意度有所提高。同时，原计划 100 所高校每所学校摆设 1 个“无人小站”并有专职

人员运营 1 个月时间，实际开展时有 98 所高校支持了此次活动，还 有部分学校支持设置多个无

人小站。活动中，参与诚信交易人数（不完全统计）77,851 人 次，实收金额 171,505.35 元，平

均诚信付款率为 91.67%。 

传播方面，校园活动推广期间主要采用微信、微博、QQ 空间和手机直播等形式进行宣 传，

在微博话题#播种信用收获梦想#下的阅读量超过 120 万次，活动还得到了凤凰资讯、央广网、新浪

新闻等 20 多家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传播覆盖量约 200 万次。同时，12 月底启动 了“信用公益基

金”官方微信和生活号的运营，组织志愿者进行运营，2 个月时间积累粉丝 超过 13000 人。 

    （二）试点由公益淘宝店为专项公益基金筹款，开始自造血的探索 

在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通过真爱梦想公益淘宝店试运营，探索出为专项公益基金的筹 

款新渠道。试运营期间上架售卖了 144 个充电宝和 50 把黑胶伞，共有约 190 名爱心人士为 

专项公益基金捐赠了 16,148 元，减除运营成本约 3000 元（包括 2 名志愿者的工作补贴、 

货物包装费和运费等），筹款收入约 13,145 元。 

    （三）严格预算执行，开始尝试信用公益传播  

   信用夏令营、课程升级及校园推广活动均在预算范围内开展，并透过对关键供应商、产品环 

节的把控，节省了执行费用。截止到 2017 年 1 月底，除去待支付的尾款费用，项目结余约 61 万

元，计划用于二期公益项目成果的传播活动中，为三期联合企业发声做好准备。 

在 3 月底时，开展了线上互动和线下快闪活动，有 27 所高校社团参与，线上微博话题#95 后

让信用上线#浏览量达 739W+，H5 互动参与人数超过 3.6W 人次，微信阅读量更是突破了 14W 人次，

超过原定目标的 10w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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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期各阶段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 信用夏令营，联结首批核心志愿者  

 

举办信用夏令营有两个目的：一是激励学生积极开展信用活动；二是从信用推广活动

中选拔优秀的参与学生，进行深度培养与情感联结，转化成为项目的核心志愿者。来自全

国 40 所高校的信用素养课程参与者通过信用相关的创意展示方案申请参与信用夏令营活

动,项目 组通过对申请者所在团队执行能力、个人参与度、个人综合能力和申请作品四个

维度进行评 选,选拔出了 15 位的大学生参与信用夏令营活动。 

此次信用夏令营活动历时 4.5 天,活动时间约 70 个小时。通过分享信用公益基金理 

念、宣讲专业信用知识内涵、分享公益理念、学习课程引导技术以及体验式信用团建活动, 

让参与学生不仅对信用知识及公益理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对推广信用理念的意义,有 

了深度认同感。经过参与学生向身边同学分享活动参与感受,更吸引了新的 9 位优秀大学 

生,自愿成为芝麻信用专项基金志愿者。综合参与信用夏令营学员意愿及自愿报名者,已经建 

立首批 18 人的专项基金核心志愿者团队。 

此外,项目组将按计划对活动中的三个分享环节:“信用知识”、“教育公益理念”、 

“信用课程引导 技巧”剪辑成“学习视频”,作为后期参与信用理念推广的同学在开展活 

动前学习和了解专项基金背景的材料。 

在夏令营活动中,我们还将参与学生分成了 3 个工作小组,进行了工作演练及后期工作 

方向规划: 

1、讲师培训组:在夏令营期间,共创了并实践 2 次信用亲子体验课程,并且负责了后期 

线下培训和支持新的学生讲师上好信用课程。 

2、督导组:在夏令营期间,制作了《信用体验课程的评估表》对信用亲子体验课程进行 

记录和考核,并且支持了后期各地区信用课程及活动的线下督导工作,确保执行质量。 

3、传播组:夏令营期间,确定了信用公益基金初步传播思路，后期担负起信用公益基金 

的金微信公众号、生活号的内容编写及运营。 

首次信用夏令营活动在芝麻同学、真爱梦想伙伴及引导培训师的共同支持下顺利完成， 

并且达到预期目标。 

 

志愿者组织亲子信用活动 信用夏令营颁发证书和信用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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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课程优化升级 

    二期信用课程的时长和内容更加精简、案例贴近生活，互动形式更加丰富，时间较首

期相比缩短至 90 分钟。并经过 4 场公开试课（在上海海洋大学、河北大学、中国计量大

学和江苏大学），不断优化内容质量及互动形式，并经过信用课程委员会 5 位专家的多轮

审核，最终确定了信用课程 2.0 版本，并于 2016 年 11 月中旬正式面向全国高校推广。 

本次课程主要包括 4 个模块，分别是：  

1、《糟糕，信用悄悄溜走啦！》提升大学生对信用的重视程度：通过头脑风暴失信

行为、失信行为与不良后果的配对等活动，由客观的、真实的案例揭晓配对活动的答案，

提升 大学生对信用的重视程度。 

2、《惊呆，信用原来这样维护！》通知案例对比探讨评估个人信用的各个方面内容， 

让学生了解征信体系发展历程、个人征信报告、信用评价维度等信用知识，进而让学生了

解 如何积累个人信用的途径和方法。 

3、《自豪，我为信用加油！》通过讨论如何提升“无人超市”付款率，引导大学生

不 仅只独善其身，更是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社会（学校）信用体系建设并进一步

参与到 校园“无人小站”的维护中等具体行动中。 

4、《期待，未来的信用之旅！》学生总结分享课程收获。讨论对未来信用体系的展

望 和期待，并号召学生参与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信用创新项目，共同传播

信用理 念。 

试课期间，根据参与学员的反馈，4 个模块内容可以满足不同学的需求。有学员反馈

在 第二模块中可以学习信用知识，而有些学员已有基础的信用知识和意识，他们更倾向

于参与 第四模块，参与实践信用体验活动和创新项目规划。 

 

                 在中国计量大学的学生讲师和小组讨论画面 

 

（三）开展信用课程和无人小站体验活动推广 

    无人小站经过首期试点与完善，二期面向 101 所高校进行推广。其中 30 所高校来自于 首

期的优秀执行团队，在参与信用课程之后，通过开展无人小站体验活动，让学生们进一步 触摸

信用理念。另外新拓展的 70 所高校，将体验学习和实践结合，连续开展信用课程和无 人小

站活动。此外，天津轻工业学院信用管理专业的学生团队主动联系并且申请执行项目， 活动

得到了该学校老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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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二期校园推广分布图 

 

1、信用课程的参与人数、开课场次和课程评价均超过预期目标 

在 71 所学校总计开展 了 224 次信用课程，平均每场课程直接参与学员约为 35 人以 

上，直接参与学员总数达 7920 人，课程整体满意度达到 9.37 分（满分 10 分） 。信用课 

程通过小组讨论、团队共创、海报展示、案例辩论、信息自主搜索反思等方式，让高校学生， 

在互动过程中，自主完成了信用理念及重要性的认知学习。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同学们在银行更可能给谁贷款的讨论环节中，小组代表都给出了 

不太合理的解释，讲师告知大家这样判断是不符合银行贷款逻辑的。这时，一名同学反思其 

他同学发言并自主思考后给出了新的见解——银行更愿意给有信用记录的人贷款。在信用课 

堂上，总会有同学在认真参与、总结及思考后，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给出精彩并且内容深 

 

 

 

 

 

 

 
场次 180/224 参与人数 6300/7920 课程评分 8.0/9.37 

实际情况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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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发言，达到我们期望的在互动讨论中自主学习的目标。 

 

在信用课程来到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之前，很多人对于芝麻信用等征信系统都只是处于

知 道而并不了解的情况，但在参加了信用课堂之后，对于这些知识，有了深刻的印象。

来参加 我们课程的一位学员，在北京旅游时，正巧在西单看到了“信用分高，可免押金租

用充电宝” 的机器，发现信用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便在当时为身边的朋友解释了这其中有

关信用的知识， 对于信用的理解有更深了一层，也体会到了信用带给我们的好处。 

 

2、98 所高校完成为期 1 个月的无人小站信用体验活动 

 

原计划将在 100 所高校，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无人小站活动，让学生通过信用课程，

意 识到信用的重要性之后，能够通过无人小站这样的无人监管、开放式付款的信用体验

活动， 来进一步触摸“无形”的信用，感受到信用就在你我身边。由于部分高校将凡涉

及现金交易 的活动，都定义为商业活动，不允许持续开展，因此最终有 98 所高校按

计划完成了无人小 站活动。无人小站在很多高校引起了持续关注与热议。 

（1）无人小站运营情况分析 

本次无人小站信用体验活动，共有 77851 人次参与诚信交易（不完全统计），平均每个 

高校参与人数超过 794 人。实收金额 171505.35 元，平均诚信付款率为 91.67% 。 

 

 

 

 

 

 

 

 

 

 

1）商品种类对于销售数量有一定影响 饮料、零食更适合学生需求，销售数量也提高很多；

寒冷的冬天小站提供热饮服务，不但满足学生需求且获得了一致好评。  

2）摆放场地对于销售数量有影响 

人流量密集的区域不但能够促进货品销售，且同学间能够互相监督，减少某些不诚信

同 学的侥幸心理，或与某些商家合作，借助商家摄像头等警示设备，提高诚信付款率，如

食堂、 教学楼、超市、培训机构大厅等位置。  

 3）免费提供急用药品服务学生并能够促进小站好评度 

部分学校的“无人小站”免费提供了创口贴等应急药品，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并 自发的宣传“无人小站”。 

4）提供紧急物品服务学生提高“无人小站”使用频率 在某些特殊情况时提供应急产品

服务学生，提高大家使用“无人小站”频率，并获得了 

大家好评。如寒冷的冬天提供暖宝宝、热饮等物品，雨天提供鞋套、雨伞等物品，雾霾天

气 提供口罩等。 

5）详细运营计划及明确分工能够促进小站良好运营 团队需要分工明确，每日有指定的人

员进行检查和盘点补货，每日固定时间进行汇报总结，任务明确、权责分明，能有效

促进小站运营。 

 

 

 

 

 

 

 

 
诚信付款率 70%/91.67% 参与人数 300/794 

实际情况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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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校内诚信付款率相对于校外更高 

 

根据更换“无人小站”摆放位置，在高校内的“无人小站”的诚信付款率明显比摆在校 

园外的“无人小站”高出很多。由此可见，相比高校而言，社会群体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及 

个人信用水平参差。如果“无人小站”也面向社会开放，形成与高校间的诚信率对比，更能 

引起社会对信用教育的关注。 

 

（2）在无人小站发生故事  

   1）在中央民族大学，妈妈带着孩子路过小站，小孩子很好奇的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

呀？”妈妈耐心的给孩子进行了解答，告诉孩子这是买了东西后，自己要自觉把钱放入

收钱 盒。 

2）在中北大学的无人小站，无人小站留言薄上有个孩子在购买产品后留言道“我 

是诚信的好孩子”，并在留言薄上画了朵花送给自己。 

在中央名族大学的抓拍 中北大学的无人小站留言薄照片 

 

（四）101 所高校策划丰富有趣的路演宣传活动  

为吸引学生关注与参与，在校园内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信用课程、‘无人小站’

信用体验互动及信用相关知识等。如诚信签名活动、信用合影、信用辩论赛、街头采访、信 

用知识问答活动、“我为信用代言”宣传视频录制、荧光夜跑信用活动、投射信用知识视频、 

定向越野信用活动、蒙眼信用活动、套圈游戏信用宣传、故事演说大赛信用宣传、假面舞会 

信用宣传、体育赛事活动中信用宣传等，不仅吸引了学生关注，还赢得了晨练老人、食堂阿 

姨以及清洁阿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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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团队于 12 月 8 日在校园内开展诚信签名活动，并在活动前组织 QQ 转发点赞预 

热，集赞的同学都可以在诚信签名活动当天领取礼品一份，截止至活动结束共得到了 3.4w+ 

的点赞支持。在活动当天发放礼品并进行诚信签名，领奖队伍排队达两个多小时，此次活动 

还得到校报记者的采访。 

    微信活动推送 http://mp.weixin.qq.com/s/FuFN0sZkDneKpFNRl111IA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团队将定向越野活动和信用体验活动相结合，在整个校园范围内

进行信用体验活动。活动包含了信用大挑战、信用支付、信用记录、盲人迷宫等环节。整 个

活动参与人数在 200 人左右，通过活动中与路人的互动的游戏，更好传播了信用理念。 微

信活动推送：http://mp.weixin.qq.com/s/cwklMWcfwdiia5CxZ5WsiA 

中央民族大学团队为本次信用公益项目专门申请一个微信公众号：一只小信，发布“无 

人小站“进货、信用率等动态，同时还会不定时发布福利活动呼吁大家关注信用。推文以” 

无人小站“为第一人称进行推广和宣传，语言诙谐可爱得到校内同学的好评。一个月内，通 

过一只小信共发布微信推送 22 篇，其中第一篇推送《来自民大第一暖男肖洛霍夫的告白》 

阅读量高达 1304 次。小站的顺利运营也得到了民大青年报社的采访。 

微信活动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D_HlxDy-ytwq2W0FVGA0jg 

 

http://mp.weixin.qq.com/s/FuFN0sZkDneKpFNRl111IA
http://mp.weixin.qq.com/s/cwklMWcfwdiia5CxZ5WsiA


三、项目获媒体关注，影响力逐渐显现 

101 个学生执行团队积极使用线上平台传播直播活动，并吸引许多当地媒体报道 主

要采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空间、QQ 群、校园网、校园广播、贴吧等方式

宣 传信用素养课程及无人小站。截止到 1 月 3 日，各团队共发送微博 845 条，微信 

295 条， QQ 说说 354 条，可追溯统计总阅读量约超过 714500。其中，二期校园推广活动

的微博主话 题#播种信用收获梦想#，已达到 120.8w 的阅读量。 

并且，信用素养课程首次采用手机直播形式，使更多不能现场参与课程活动的同学

能通过线上平台学习，参与互动等。可统计到 18 所学校开展了相关试验，第一次课程

直播的时候在线关注人数在 100 左右，随着课程的不断开展，执行团队经验累积，第二

次第三次的关注度平均达到 700 以上，整体直播关注总量约 13000 人次。此方式在现场

授课的同时能让更 多人第一时间听到课程，并可以与主播产生互动提问等。 

课程直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优化，例如精心安排直播计划，选用大学生关注

多的 平台所有学校统一；直播人员选用专业直播人员，可以带来很多粉丝流量的同时，

线上讲解 互动也比较专业。 

      另外，很多学校的当地媒体了解到信用公益活动，到校采访进行报道。例如，中北

大学信用体验活动得到了 13 家媒体传播，分别得到了山西晚报、山西日报、山西市场导报、

山西青年报、三晋都市报、太原日报、太原台新闻快车栏目、中国广播网、中国青年网、

天天快报、网易新闻、中北大学青年媒体中心、中北大学电视台共 13 媒体的传播，其中山

西日报日发行量达 27万余份，大力传播了信用理念及宣传了信用专项公益基金。 

 

 

 

 

 

 

 

据不完全统计有 32篇各地方媒体报道：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淮阴工学院 1 

淮阴工学院 2 

淮阴工学院 3 

新浪新闻 

中华网 

南昌晚报 

山西晚报 

山西日报 

山西市场导报 

山西青年报 

三晋都市报 

太原日报 

太原台新闻快车栏目 

中国广播网 

中国青年网 

天天快报 

网易新闻 

中北大学青年媒体中心 

中北大学电视台 

新文化报 

http://jjxy.xisu.edu.cn/info/1015/2381.htm
http://cos.cumt.edu.cn/3b/d2/c5598a342994/pagem.psp
http://gly.hyit.edu.cn/Manager/NewsShow.aspx?newsID=5900
http://gly.hyit.edu.cn/Manager/NewsShow.aspx?newsID=5907
http://gly.hyit.edu.cn/Manager/NewsShow.aspx?newsID=5918
http://sina.news.com.cm/2016-11-24/632.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oney.china.com/fin/xf/201611/24/3612066.html?qq-pf-to=pcqq.c2c
http://www.ncwbw.cn/html/2016-12/10/content_332764.htm?div=-1
http://www.sxrb.com/wb/news_13/sx_0/6499401.shtml
http://epaper.sxrb.com/shtml/sxrb/20161208/491843.shtml
http://www.sxrb.com/scdb/yb_0/6503225.shtml
http://www.sxqnb.com.cn/shtml/sxqnb/20161202/133550.shtml
http://news.sxrb.com/sxxww/xwpd/shxw/6499942.shtml
http://tyrb.tynews.com.cn/tu/c/2016-12/07/content_1607129.htm
http://ty.cutv.com/xwkc/2016-12-7/G15fgffifgjnggggmkmvcf.shtml
http://www.cnr.cn/sx/pic/20161208/t20161208_523311904.shtml
http://shanxi.youth.cn/lbt/201612/t20161208_8927274.htm
https://kuaibao.qq.com/s/20161206A05CJK00?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163.com/16/1207/01/C7L8M2TJ00014Q4P.html
http://mp.weixin.qq.com/s/lDqqYhSEbNn7y3fjjxNZ2g
http://mp.weixin.qq.com/s/nWFeGMwHPkl6EJxTvBh8Kw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1004054183257976082&u=2715361774&m=4054382608140817&cu=276286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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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前期缺乏整体的传播规划及预算配置，在各地媒体报道活动时，项目组没能及时跟

进报道，扩大信用公益基金影响力，让公众知道“真爱梦想-芝麻信用公益基金”。因此，三期

中，将在传播层面进行整体规划，进行信用话题倡导，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四、试点自造血方式：公益淘宝店和线下活动赔偿为信用公益基金筹款 

自 9 月 1 日将雨伞和充电宝上线，9 月中下旬推广后货物基本售罄，后续提供退换货运 

维服务，及梳理淘宝店运营情况。除给 2 名志愿者的补贴、运费和物料包装费，淘宝店试运 

营期间为专项公益基金筹款约为 13,145 元。并且，试运营期间收到一致好评，在货物售空 

后，还有很多爱心人士询问希望通过购买“淘宝宝贝”支持专项公益基金发展。 

公益淘宝店售卖情况 

产品类型 销售量 单价 销售额 

充电宝 144 92 13,248 

黑胶伞 50 58 2,900 

总数 194 16,148 

（支付宝账

单收入为

15882元） 

    

 另外，芝麻信用在各城市摆放了雨伞和充电宝，当物资丢失或顺坏后会将赔偿金额捐赠 到专项

公益基金中。以下是 2016 年的赔偿情况，雨伞丢失赔偿入账在 2016 年下半年中整体呈上升趋势，

雨伞入账由七月份的 1160 元到九月跌至仅 290 下降 75%，分析原因为 7-8 月 多数地区降水量

减少，雨伞使用率降低以至丢失率低；其次也存在供应方雨伞供给不足等现 象导致的低借伞率。

9-11 月雨伞总收入急速上升 800%， 到 12 月下降回 10 月入账额。共产生 160 次赔偿，计 

9280 元。期间产生过其他未备注信息转入账 401.15 元，共为专项基金增加善款 13,177.15 元。

半年产生过 3 次左右客户失误转账操作，联动芝麻同学及真爱梦 想伙伴核实情况，将费用退

回。 

      
 

 

 

五、首次策划“95 后让信用上线”线上+线下传播活动，提升专项基金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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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1 月双方的年度复盘会后，项目组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共同传播一二期的活动成果，

在 3月初确认合作伙伴及方案。大家共同讨论确认了为期 3天的传播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结

合，将无人小站从小内搬到校外，让大学生从受益人，变成面向公众信用传播理念的志愿者，

吸引更多人群参与活动，理解信用理念，知道信用公益基金。 

本次推广活动从 3 月 8 日起策划准备，至 3 月 31 日结束。有 27 个高校团队报名参与活动，

实际按计划参与的学校有 20个，首次将“无人小站”带出校园，走进社会公众视野。 

根据活动目标，我们确定了以“95后让信用上线”作为活动话题，通过传播“无人小站”

呈现前期活动成果，提供参与机会，来引起公众对信用教育的关注和参与。具体是通过梳理总

结过往活动中的故事案例及数据，制作了 H5、信息长图、故事海报及微信文案。通过信用公益

基金和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等发送活动信息及 KOL 转发推送形式开展线

上为期 2天的预热。3月 29日，线下 20所高校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为期 1天的无人小站

活动。截止到活动结束，#95后让信用上线#话题浏览量达 739W+，H5互动参与人数超过 3.6W

人次，微信阅读量更是突破了 14W人次，超过原定目标的 10w人次。 

 

1、有 20所不同类型的高校参与线上线下快闪活动，参与活动执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 100

人 

本次活动实际有 20个高校团队按计划参与了活动，有超过 100名大学生志愿者负责运维当

地的无人小站。这些高校来自 11 个省市的 19 个城市，其中包括中国矿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东北大学等 211、985 高校；江苏大学、东北大学等综合型一本高校；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等财经

类二本高校；以及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等应用型三本院校。不同学校的学生，充分发挥各自

的特长，为活动做宣传。江苏大学的学生特意制作了视频用于活动预热；有学生排练了快闪舞

蹈吸引公众参与无人小站等等。 

2、微博总阅读量超过 2000W人次，微信阅读量突破 14W，H5参与人数超过 3.6W人次 

此次活动通过微博和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宣传，微博总阅读量超过 2000W，微信阅读量突破

14W人次，H5 参与人数超过 3.6W人次，均超过原定目标。微博活动预热共获得阅读量 741W，

其中仅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官方微博账号直发微博的阅读量为 665w。本次活动的微博累计

转发 4509次，微信累计点赞量 1558次。 

3、针对目标人群，策划微博话题，提升活动热度 

针对“无人小站”的主要参与人群——95 后，提出了本次传播的话题#95后让信用上线#。

进而引起公众的好奇：95后守信用吗？95后如何让信用上线？让公众带着好奇参与话题讨论并

持续关注。 

1、多方线上媒体联动，宣传效果显著 

微信与微博联动，官方平台、20所高校平台与 KOL联动，信息长图、H5与海报联动。 

3月 27日、28日，微信公众号[信用公益基金]、微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支付宝服务

窗、20所高校的相关微博及 9个 KOL通过直发、转发信息长图和 H5的形式，分时段进行活动

预热，提升了话题热度，让公众对本次活动有了大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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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9日当天，20所高校在微博将精彩故事进行文字直播，微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及

KOL直发或转发精华内容。大量优质故事及配图使微博话题#95后让信用上线#热度持续攀升。 

 

 

 
线下活动不仅吸引了路边的清洁阿姨、高校老师、烤肉大叔的围观和支持，还有家长带着

孩子路过时，特意停下来，让孩子体验无人小站购物，并且为小站留言支持开展这样的信用普

及活动。 

3月 31日，微博大 V[回忆专用小马甲]、微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发布本次活动的总

结，通过微信长图和故事海报等将本次活动完整地传播给公众，微博话题#95后让信用上线#成

功登上微博公益榜 TO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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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传播活动三方（真爱梦想、芝麻信用及策划公司）沟通反馈及时，合作默契，有建议

或意见时及时在工作微信群里沟通。并且，参与校园推广活动二期的合作伙伴积极配合，带动

20个大学生社团参与，通过微博自媒体等协助线上传播，并走出校园进行线下传播，扩大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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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宣传面积。最后，活动结束后，陆续有媒体、企业、学生团队等与项目组联系，希望能报

道活动信息，或参与项目三期的活动。 

信用意识淡薄是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专项基金面向社会倡导的第一步的效果，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因为“无人小站”的出现，公众对信用的价值及意义，有了直观的体验和参与。通

过无人小站上的一句句留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怀，变得可以触摸和感知。 

相信随着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的持续行动与发展，信用理念的种子，必将在更多人的心

中落地生根和发芽，共同推动信用社会的到来。 

 

 

六、项目管理总结思考 

  （一）二期供应商合作反馈，将优化供应商管理方式  

    二期信用课程升级的供应商为时代光华，对方反馈积极，参与 2 次现场试课给予反馈，并开

展了 4 次线上学生讲师培训。二期校园推广活动是与创行和猎人科技合作，由创行的 70 所学校

开展及猎人科技负责的 30 支团队开展活动。创行团队执行质量符合项目组要求，并有统一的品

牌设计，但因为 学校数量较多，反馈速度不如猎人科技的项目经理。然而，猎人科技在活动开

展积极主动分 享活动开展情况，并鼓励执行团队开展路演和课程直播活动。但没有统一设计制

作无人小站 的货架，品牌宣传上略有出入。 

经过本期供应商合作和管理，项目组总结经验将制定供应商考评制度，分为月评、季度考评

及结项考评，并根据综合评价考量是否继续合作。并且，本次尝试制作供应商 KPI 考评表，提

前告知对方，明确项目执行质量，也作为项目结项支付和考量是否继续合作的依据。 

 

（二）项目传播上的总结与反思  

 

二期校园推广活动主要沉淀在微博话题#播种信用收获梦想#，及学生团队自主发起的微信、

微博和 QQ 空间等，本次活动也尝试使用直播平台展示课程和路演活动，使未在现场人 员也可

以间接参与活动，了解情况。但在学生执行团队传播时发现学生对传播专项公益基金 的信息层

次不齐，当发现此情况时已及时改善。例如梳理专项基金文字介绍规范给到，并确 定了专项公

益基金 logo 的品牌排列规范，用于给到官方媒体的统一报道。并且也请直播的 学生团队先做

介绍和分享，吸引更多公众观看。 

近 2016 年 12 月底，项目组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经过 3 个月运营，已累 

计超过 13000 名粉丝，通过两个平台推送信用理念知识点和专项公益基金活动等。近期计划 

申请微博账号，可以与粉丝互动问答，增强与粉丝的互动机会，并联结新的粉丝群体，逐渐 累

积口碑，扩大专项公益基金的影响力。 

目前二期的整体传播渠道和内容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事件或话题线索穿插，项目组已寻找

传播策划公司，将一二期沉淀的活动成果和故事进行整体传播，使更多的大众能意识到 信用的

重要性，也了解到信用公益基金开展的活动。   

                            

（三）真爱梦想团队整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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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公益基金的整体组织架构，由芝麻信用、支付宝和真爱梦想的代表组成专项公益基 

金管委会，负责项目战略制定、年度预算和项目规划等。由芝麻信用和真爱梦想组成执行团 

队，负责项目设计规划、预算制定和执行督导等，包括项目品牌传播、高校推广和课程活动 

内容研发等。另外，有一支志愿者团队协助参与，包括大学生信用种子团队、专家或老师组 

成的信用智囊团。此外，还有一批合作伙伴在支持项目执行，例如课程开发团队、校园推广 

合作方及传播推广的团队。 

 

 

 

真爱梦想团队分工  

由宿彦慧作为项目经理，带领项先冬、伍艺芸及新加入的钱斐组成真爱梦想的团队。 

项目经理主要参与项目的整体规划、指导和风险把控等。项先冬负责课程升级、传播及项 

目预算制定；伍艺芸负责校园推广管理督导、公益淘宝店和志愿者维护；钱斐主要协助成 

员工作，并参与策划专项公益基金的企业招募合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