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清洁节水中国行 一家一年一万升” 

全国高校小额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入围） 

 

序号 省市 学校 社团 方案名称 

1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环保志愿者协会 一人一滴水，一绿一世界 

2 北京林业大学 山诺会 我与水·不得不说的故事 

3 北京林业大学 绿叶支教团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4 北京体育大学 绿心环保社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5 中国人民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部 做一滴水的传承者 

6 

河北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叶绿》报社 付诸行动，创生态港城 

7 河北科技大学 野保协会 生物多样性日，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8 河北工程大学 大学生环保协会 清洁节水环保行 

9 河北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环保时装秀策划案 

10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 弘毅学社根与芽小组  清洁节水，净美天津 

11 天津工业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专业社团联 小水滴，大世界 

12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绿色风信子根与芽环保协会 清洁节水全球行，你行我行师大行 

13 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Fresh节能与环保协会  美丽青城，节水先行 

14 
 

 

辽宁 

沈阳大学 绿箭环保协会 “君若无心‘zhì’，花落水空流” 

15 沈阳农业大学  “韵绿”生态协会 “韵”生命之源，“绿”大好河山 

16 辽东学院 环保协会 践行绿色生活，共创美丽中国 

17 沈阳药科大学 境缘环保协会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18 辽宁大学 北极星社团 清洁节水青春行 

19 大连大学 黑石礁护水者  播撒绿色的种子 

20 吉林 吉林化工学院环境学院 亲水天使节水社团 我节水我净水，亲水天使在行动 

21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手指志愿服务队 一升一方继千秋 

22 

江苏 

南通大学 “研本互动”指导中心 “节水精准控制 共建美丽中国”-节水行动 2.0 

23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检测学院环保社团 清洁节水青春行，一家一年一万升 

24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寸草环保协会 节水俭水之心不可无  携手共进你和我 

25 南京农业大学 绿源环境保护协会 绿源森林之集能量助节水系列活动 

26 江苏科技大学 环保协会 携手保护生命之河 留住江豚一抹微笑 

27 苏州科技大学 碧水蓝天环保协会  珍爱水之源，我是行动者 

28 南京邮电大学 绿色风环保协会 节能节水，绿色行 

29 宿迁学院 绿队环保协会  清洁节水力争行 

30 盐城师范学院 绿色先锋环保志愿者协会 洁水护水青春行 我为环保做贡献 

31 

安徽 

安徽大学 环境保护协会 清洁节水中国行策划案 

32 安徽师范大学 环境保护协会 
淮河流域沿岸农村居民清洁用水方式、环保意识以及

水质调查研究 

33 安徽农业大学 “绿色家园”环保志愿者协会 高校节水主题系列活动策划书 

34 

江西 

江西农业大学 绿源协会 清洁节水在进行 

35 江西财经大学 绿派社 自然漂流 

36 江西农业大学 职业发展协会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37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红枫社 校园智能水处理云平台 

38 南昌航空大学 环化学院青志队 
清洁水在行动，节水标志我来做；清洁节水在行动，

我为节水在奔跑 

39 山东 青岛农业大学 
蓝丝带海洋保护青岛农业大学志

愿者服务社 
善水计划 



4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公共管理协会 爱水系列宣传活动 

41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节能减排社 废水回收式马桶水箱养鱼装置 

42 聊城大学 生物践行者协会  “生态中国”大学生联盟 

43 
湖南 

湖南文理学院 护鸟营 美丽中国--湖南文理学院护鸟营在行动 

4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绿源”环保协会 美丽中国，情系山水 

45 湖北 湖北大学 “荷仙子”志愿队 关爱湖泊，保护生物多样性 

46 
广东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工程系学生党支部环境工程

系团总支学生会 
珍惜每一滴水，珍爱生命之源 

47 华南师范大学 绿色文明社团 清洁节水人人行，美丽中国日日新 

48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保护漓江母亲河徒步行实践项目 

49 广西科技大学 环保行动促进会 绿色生活，节水随行 

50 广西梧州学院 Fresh环境保护协会 乐水行 

51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生物协会 生物大观园 

52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环保，从心到行 

53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绿园社 节水护水，滇池更美 

54 云南大学 唤青社 云南大学唤青社“世界水日”活动 

55 

陕西 

陕西科技大学 益微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清洁节水 SUST 

56 西安理工大学 青青草环保协会 清洁节水 低碳出行 

57 西安工程大学 “绿风”环保协会 黑河盯防，守望碧水蓝天 

58 西北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2019 清洁节水西大行 

59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惜水爱水保护水你行我行大家行 

60 兰州理工大学 环境保护协会 清洁节水中国行，一家一年一万升 

61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绿队 清洁节水青春行 

62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 江源地理社 节水优先• 江源先行 

63 新疆 新疆财经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节水行动，你我同行动  



64 

福建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嘉庚环境保护协会绿创团队 节水六个一，实践出真知 

65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环境教育学会 
溪源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联盟论坛暨“节水护水”方

案 

 

特别鼓励：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绿色方舟环保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