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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善待余量食物，可以改变你赖以生存地球的人际环境和自然环境。

我们的使命：
打造中国食物银行网络，实现食物浪费领域的 O2O ！

我们的愿景：

食物零浪费，社区可持续，人人有其食。

·关于我们·

每天有数以万吨计余量食物在我们身边被直接浪费。每天
有突发变故陷入经济危机的家庭，及时的食物援助对于他
们却是雪中送炭。

我们竭尽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现有的资源去抢救更可
能多的将要被浪费的食物，并确保及时分发被安全食用。
我们期待一个食物资源丰富、食物健康、更环保的可持续
性社会！

                  绿洲食物银行 项目组



2 3

·什么是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源于减少生产过剩导致的浪费。

浪费与饥饿是个并存的现象。一方面，由于物质的
极大丰富，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与此相对
照的是，由于种种社会问题与分配不公，喝不上牛
奶、吃不到黄油的穷人也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
一批热心于慈善事业的志愿者便自发组织起来，成
立了所谓的“食品银行”即食物银行。与其将这些
剩余食品白白扔掉或是耗费资金处理掉，不如将它
们收集起来，免费发放给那些忍饥挨饿的街头穷人。
这样既减少了浪费，又帮助了穷人。

西方的历史

“食物银行” 起源于美国，后经加拿大传入欧洲。
食物银行在全球的营运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全球食物银行网络 (GFN) 建立于 2006 年，辅导与
支持全球会员国的食物银行的推动。目前会员国包
含美国、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

中国古代的历史

 最远古时代，男人外出打猎，女人留守，猎回来的
食物全族人一起分享，所以食物分享是人与人之间
最古老最美的善意。

义仓：隋开皇三年（583）长孙平被徵拜为度支尚书。

他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
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
名曰义仓。隋文帝表彰并采纳其建议。所以隋开皇
五年创立了一种由国家组织、以赈灾自助为目的的
民间储备。

社仓：由南宋朱熹首创，社仓不特指某个粮仓，

而是一种储粮制度。一般没有专门的仓库而在祠堂
庙宇储藏粮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

中国 . 上海			绿洲食物银行

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曾用名上海绿洲生态保护
交流中心）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是上海第一家经
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至今，
我们策划开展了上百次多样的公众环保活动，包括
逾 10 次专业性调查项目；参与建立了 100 多所野
生动物保护特色学校网络；获得十多个不同的奖项。
10 年以来一直在为城市中的生命营造一片绿洲而努
力。

 2014 年，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发起食物银行项

·什么是食物银行·

目。绿洲食物银行把将被浪费的食物免费援助给贫
困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使得他们能把购买食
物的费用节省下来用于医疗和教育，使得企业节约
了处理余量食物的成本，减少了生产、消费环节的
大批量食物浪费减量，同时通过在社区进行惜食理
念的倡导，减少了食用环节的食物浪费减量，在社区、
商家之间构建了一种新的资源、品牌营销生态模式，
最终致力于创建环保节约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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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作模式·

绿洲食物银行网络用独一无二的方式，影响各方合作伙伴，从农场、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个人那里募集即将被浪费的食物，并组织合理的运输、专业的分类和存储，通过社
区和慈善组织把食物和物资捐赠到弱势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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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来自社区的志愿者，来自企业的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学生。

·我们的志愿者·

因为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志愿者团队，我们分发服务有了实现及时分发、专业运作的可能性。食物银行 为志
愿者提供培训，技能发展，能力建设等机会

·我们的团队·

负责机构整体战略规
划，上海食物银行网络整体设计师

理
事
长

/ 

主
任

李冰

负责志愿者的招募以及志愿者团队
建设 宣

传
总
监
兼

志
愿
者
管
理

郑英女

负责上海首家示范实
践基地模式探索、食
物银行网络成员拓展并管理、以及
培训、标准化建设 项

目
总
监

张秋霞

塘桥社区食物银行行
长 , 居委退休干部有丰富的社区工作
经验积累，负责食物银行的受益人
信息动态管理。

 

塘
桥
社
区
型

食
物
银
行
行
长

葛家楣 

负责项目财务管理，受益机构评估
管理

项
目

经
理

吴玮

绿洲公益的实习生 , 负
责宣传美编。

实
习
生

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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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我们的成长

点融网   余量食物捐赠仪式

时间 													事件

2014.02 第一年获得中央财政资助，开始惜食分享探索

2015.01 通过中央财政 2014 年终审计，2015 年再次获得资金支持进行项目持续性运作

2015.03 作为中国唯一受邀机构参加美国休斯敦全球食物银行网络年会

2015.05 正式成立了食物银行浦东运营中心和浦西门店，在国内属于首创。

2015.08 出台全中国首套食物银行国内本土化实体运营经验的实践手册

2015.09 获得上海市民政局的创投支持

2015.09 入选阿里巴巴全民公益合伙人项目 10 强

2015.09 入选福特最美好世界社区实践奖第一名

2015.11 入选“中国公益行动奖”第一名

2015.12 连续两年通过中央财政审计组评估

·重大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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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我们的成长

2014-2015 年间，在余量食物，受益人次，志愿者，捐赠厂家，大型超市各方面同去年比增长有 158%。

   集真斋 余量食物 捐赠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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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我们的成长

·运营手册·

主要功能
• 集中管理捐赠方基本背景信息，捐赠食物信息，被筛选认证过的受益方机构或受益人基本信息

• 追踪捐赠食物的进、出动态数据

• 利用系统进行接收捐赠食物，分发捐赠食物的数据统计并传递给捐赠方和接收方

·食物数据管理系统·

2015 年 8 月，在塘桥社区食物银行实践基础上，梳理出中国本土首套社区食物银行运营手册，致力于探
索本社区食物银行本地消化的解决方案。

绿洲公益在 2014 年 -2015 年的食物银行运营探索
中，形成了首套中国本土化的食物银行运营手册。

打造了一支拥有食物银行运营技能的志愿者团队及
项目实施团队，为中国食物银行网络项目复制打下
了基础；并通过整合食物资源，资助和培育了中国
首家社区型食物银行（塘桥社区食物银行），形成
了近 50 个授权食物分发点及社区型食物银行为主
要食物分发渠道的绿洲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2014-2015 我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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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浦东旗舰运营中心 - 塘桥社区食
物银行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面积 3.86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8 万。该街道辖香花、宁阳、茂兴、微山、
微南、胡木、东方、贵龙、怡东、龙阳、龙园、塘桥、
浦建、兰村、兰高、兰东、塘东、塘东、金浦、文兰、
南泉、富都、南浦、南城 23 个居委会。

塘桥社区食物银行 2013 年入驻塘桥公益街，以“余
量食物分享”为切入点，以金浦、浦建、南泉、胡木、
茂兴、微山等居委为试点，推出了“节约型绿色社区”
的概念，以近 500 名志愿者为主体运营“余量食物
募集中心”及“分发中心”，把将被浪费余量食物
免费援助给近 1000 户贫困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家
庭。至今减少了生产、消费环节的近 30 吨余量食
物浪费，降低了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压力。

此外通过在社区和运营中心门店开展惜食理念的倡
导、形成全民参与食物分享的氛围；还编写了《节
约型绿色社区运营指导手册》，以培育拓展更多节
约型绿色社区的发展；同时开发编写适合儿童的环
境教育读本《绿果果闯自然》，在余量食物分享给
农民工子弟学生的同时开展参与式珍惜食物的环境
保护教育。

·塘桥社区型食物银行··概述·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目前在上海地区支持浦东新
区塘桥社区食物银行、普陀区长寿社区食物银行、
洋泾社区授权食物分发点、长宁区华阳社区授权
食物分发点的创立及运营。自 2014 年以来，共计
50000 多人次受益于该项目实施。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目前在上海地区支持浦东新区塘桥社区食物银行、普陀区长寿社区食物银行、洋泾
社区授权食物分发点、长宁区华阳社区授权食物分发点的创立及运营。自 2014 年以来，共计 50000 多人
次受益于该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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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食物银行位于上海中心区——普陀区的东南
部，该区区域面积 3.98 平方公里，辖 31 个居委会，
常住人口 13.3 万人。

长寿食物银行 2013 年入驻长寿邻里中心三楼，用
余量食物分享的力量关怀长寿街道 500 户困难弱势
群体。

2014-2015 年，通过与老宝贝俱乐部、长寿慈善超
市、澳门武宁等 6 个居委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在长
寿社区以“友善对待余量食物”为主题开展了“惜
食分享”讲座，并邀请了消防官兵，社区老人等一
起来品尝余量食物；以“家里的菜园”为主题开展
了阳台种植蔬菜的普及课程；筛选出了 10 户特困
老人，对其进行每周定期援助安全可食用的“余量
食物”。

·长寿社区型食物银行·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2015 年，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获得洋泾一日捐资助
并配套中央财政物流支持，在洋泾社区筛选了 50
户受益人，对其进行每月价值 120 元食物包的免费
援助。中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负责募集基础食物包。

2016 年我们希望培育出一支洋泾社区当地的志愿
者团队独立运营洋泾社区食物银行。

·洋泾社区授权食物分发点·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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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社区授权食物分发点·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华阳路街道地处上海市长宁区的东北部，东起曹家
渡，与普陀区、静安区交界；西到轻轨明珠，与本
区周家桥街道接壤；南抵延安西路高架，与本区新
华路街道相邻；北临苏州河，与普陀区隔河望。面
积 2.04 平方公里，

现有居委会 21 个，居民 2.5 万余户，常住人口 7.2
万 , 外来人口 1.1 万。

2015 年底我们在华阳街道潘东居委开始探索“本
地余量食物资源本地消化”的模式--面包新旅项目，
与瑞莱新桥面包坊的合作也从原来一个点扩展到 4
个点。此后的每周潘东居委的志愿者风雨无阻把将
要下架的面包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取回后当天及时
分享给社区的贫困家庭，改善他们的膳食口感和结
构。

·我们的项目·
上海食物银行网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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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中国   赞助 上海食物银行 转手遇到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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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以下爱心捐赠方，  
  他们持续关注食物浪费的同时也关注如何消除饥饿 !”

感谢爱心个人捐赠：

诸昳
王玮 
蒋凯  
谢芳  
孔先生  
五莲路张小姐 
其他匿名爱心人士 3 名

个人捐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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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来源 捐赠重量 ( 吨 )

现代牧业 0.0135

瑞莱新侨 0.02

云海桥 0.16128

古典音乐会募集 0.19

华育 Fooddrive 0.2

一师附小 Fooddrive 0.2

小水滴 Fooddrive 0.5

个人零散捐赠 0.68

面包一刻 0.819

元朗食品公司 1.3005

思科 2.5

光明生鲜 3

集珍斋 3.2

帝亚吉欧  联劝 3.528

Sandisk 4

雪印 4.5

喜地 5.2608

企业 Fooddrive 5.517924

巴西进口饮料商 6.8

家乐福 Fooddrive 8.1

 合计	 50.5

数据分析

·2015 年捐赠来源数据分析·
捐赠品类 捐赠重量 ( 吨 )

新鲜烘培类食品：面包 0.8

蔬果 1.2

牛奶 2.3

非食物类 用品：电池 文具用品 2.5

包装类零食食品：饼干 面包 各种零食 3.3

进口零食类食物：巧克力 蛋糕 饼干 5.4

奶粉 5.6

干杂货类食用品：酱醋五谷杂粮 5.9

进口饮料 6.8

基础类食物：大米食用油面条 16.7

 

合计	 50.5

数据分析

·2015 年捐赠品类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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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受益人筛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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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地电子  余量食物捐赠 仪式

SH	NGO	社工类机构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普陀慈善超市
塘桥街道志愿者协会
浦东残联
塘桥总工会

SH	NGO	儿童类机构
中华儿慈会 9958 儿童救助中心
上海新生命之家
鲁冰花舍疾病孤儿寄养中心
上海普陀区展翼儿童培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朴质公益儿童关爱服务中心
浦东特殊教育学校
上海儿童福利院

SH	NGO	养老类机构
普陀区长寿街道老宝贝俱乐部
黄浦区公益慈善联合会
上海香柏养老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惠乐养老院
塘桥老年服务中心
洋泾街道老年协会
洋泾街道金枫敬老院
洋泾街道歇浦敬老院

SH	NGO	残障类机构
上海志仁公益助残发展中心
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阳光残疾人之家
普陀区长寿助残服务社

SH	农民工子弟学校
康桥工友小学
上海民办联营小学
上海市民办金德小学
联营幼儿园

熙山幼儿园
阳光双语幼儿园
大拇指幼儿园
上海民办文汇小学
上海今日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 50 户长期定期援助受益人

SH	社区

SH	社区	普陀街道
普陀区长寿街道 邻里中心
普陀区长寿街道 普雄居委
普陀区长寿消防所

SH	社区	长宁街道
长宁区华阳街道 潘东居委

SH	社区	洋泾街道
浦东洋泾街道 海院居委
浦东洋泾街道 凌一居委
浦东洋泾街道 凌三居委
浦东洋泾街道 崮二居委
浦东洋泾街道 凌高居委
洋泾其他 33 个居委
洋泾街道 50 户长期定期援助受益人

SH	社区	塘桥街道
浦东塘桥街道 金浦居委
浦东塘桥街道 浦建居委
浦东塘桥街道 胡木居委
浦东塘桥街道 微山居委
浦东塘桥街道 南泉居委
浦东塘桥街道 茂兴居委
塘桥街道 50 户长期定期援助
外滩街道 90 户长期定期援助受益人

SH	社区	延吉街道

SH	社区	延吉 2 户长期定期援助
新疆喀什儿童福利院

·授权食物分发合作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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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类
青菜 
萝卜
土豆
白菜
花椰菜
地瓜
洋葱
其它
苹果
橘子

新鲜烘培类
面包
糕点

干杂食品

干谷物类
大米
意大利面
面条
面粉
菌菇
木耳
银耳
莲子
红枣
桂圆
枸杞
豆类
 薏仁

压缩谷物类
干麦片、燕麦片、粗燕麦粉、营养早餐类

营养早餐类
方便面、方便粉丝
火腿肠 

冲饮类
咖啡
芝麻糊

营养粉
奶粉

零食类
薯片
饼干小甜点（、曲奇、 威化、 薄脆、 夹心、 蛋卷、 肉松饼、 
沙琪玛 、蛋糕、 派、 面包）
软硬糖
微波炉爆米花
果脯（蜜饯）
巧克力
果冻

罐头食品
罐头肉
八宝粥 
罐头其它

调味品
各种调味油
各种调味酱
酱油醋等其他

液体类食品
水
苏打
果汁
运动饮料
牛奶

日用品（非食物）
个人洗护 -- 成人
香皂
护牙用品

护理身体用品
沐浴乳
洗发水
个人洗护 -- 婴幼儿
个人洗护 -- 男性
个人洗护 -- 女性

文具办公用品

·捐赠的食物品类·

光明生鲜   余量食物捐赠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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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影响力·

序号 日期 内容 宣传媒体
1 2015-5-29 绿洲食物银行浦东运营中心开业 新浪网
2 2015-5-29 绿洲食物银行浦东运营中心开业 上海住房公积金网
3 2015-5-29 绿洲食物银行浦东运营中心开幕 新华网上海频道
4 2015-6-1 国内首家绿色食物银行落户浦东 浦东生活网
5 2015-6-1 绿洲食物银行浦东运营中心开幕 浦东新闻网
6 2015-6-2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沪 和讯网
7 2015-6-2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沪 网易新闻
8 2015-6-3 不打价格战！携手绿洲食物银行，喜地六一“玩”公益 上海热线财经频道
9 2015-6-3 上海浦东成立国内首家“食物银行” 农经网
10 2015-6-16 绿洲食物银行项目组“我在绿洲食物银行简单快乐的一天” 爱财经网
11 2015-6-30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上海 阿里巴巴
12 2015-7-1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沪 青少年报
13 2015-7-2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沪 SHanghaiDaily
14 2015-7-3 国内首家“食物银行”落沪 上海画报
15 2015-8-05 上海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对口援疆　纷纷捐款捐物 上海热线
16 2015-8-10 关爱基金会入选第四届中国慈展会首批参展单位 103 E-005 深圳关爱基金会
17 2015-8-18 上海绿洲公益发起国内首家“食物银行” 食物日记网
18 2015-8-25 社区有家“绿色食物银行”——记上海绿洲公益 塘桥热线
19 2015-9-28 上海式城市贫困 -- 离你我到底有多远？ 新浪博客
20 2015-9-7 上海公益组织为巴楚县贫困家庭捐赠婴幼儿营养奶粉 人民网
21 2015-7-9 绿洲食物银行｜小水滴行动组志愿者活动小记 微信公众平台
22 2015-7-12 绿洲食物银行｜夏季的微风——惜食关怀行动 微信公众平台
23 2015-7-20 绿洲食物银行｜ Cisco 三伏天里的超级志愿小分队 微信公众平台
24 2015-7-25 绿洲食物银行 | 榛子酱求懂得人 微信公众平台
25 2015-7-30 绿洲食物银行｜烈日下跳动在公益街的小精灵 微信公众平台
26 2015-8-5 绿洲食物银行｜食物银行管家炼成记 微信公众平台
27 2015-8-8 绿洲食物银行｜政府助力草根组织公益行 微信公众平台
28 2015-8-10 绿洲食物银行｜“洋泾一日捐”启动仪式 微信公众平台

29 2015-8-11
【公益有位来，绿洲招聘啦！】2015 上海绿洲公益寻找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
微信公众平台

30 2015-8-15 绿洲食物银行｜华师大二附中“成龙”小分队 微信公众平台
31 2015-8-17 绿洲食物银行｜激情的青年人——ijoin 志愿小组 微信公众平台

32 2015-8-19
绿洲食物银行 | 民生 WE 剧场——8.28 Mark Damisch 古典音乐慈善

演奏会
微信公众平台

33 2015-8-24 绿洲食物银行｜ Marvel 志愿小队 微信公众平台
34 2015-8-30 绿洲食物银行｜小小公益火苗的燎原公益梦 微信公众平台
35 2015-9-5 食物银行项目组 | 进才北校乐活小队 - 食物银行暑期最后的守候者 微信公众平台
36 2015-9-5 贫困家庭食物包行动小组 - 洋泾社区小组 招募志愿者啦！ 微信公众平台

37 2015-9-8
Mark Damisch 古典音乐慈善演奏会后记 | 当音乐与爱走在一起，187

公斤食物的故事
微信公众平台

38 2015-9-15 中国食物银行网络 - 邀请您来做公益合伙人！ ( 预告：9/25-10/21) 微信公众平台
39 2015-9-23 食物银行项目组 | 知识科普篇 -- 过了保质期的食物还能吃吗？ 微信公众平台

40 2015-9-26
贫困家庭食物包行动小组 - 在洋泾街道开启  利安德巴塞尔公司传递正

能量
微信公众平台

41 2015-9-28 绿洲食物银行｜ UPS 志愿者激情体验食物银行小小管家！ 微信公众平台

42 2015-9-28
中国食物银行网络 - 邀请您来做公益合伙人！ (9/25-10/21 淘宝众筹

需要您的支持 )
微信公众平台

43 2015-9-28 上海式城市贫困 -- 离你我到底有多远？ 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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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方：华育中学预初 5 班志愿者

·公益明信片设计展· ·你怎么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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