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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中，我们在安徽、内蒙古、广州、成都、昆山新发展了合作伙伴，携手共创属于我 们中国自己的食物银行网络，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多家公益组织都有意成为我们

的合作伙伴。

2019年来“绿洲食物银行”向全国200多家爱心捐赠方回收余量食物的同时将余量食物运输至全国250家非盈利机构例如北京、上海、四川、湖南、新疆、江西、山东、陕西、

安徽、广东、内蒙古，江苏，杭州，辽宁等地，从而在减少浪费的同时起到帮助困难群体，零成本助困的作用。

另外全上海市合计200户困难家庭每月定期提供价值不少于120元的食物包，帮助他们度过困境。

2019全年共运输回收及分发食物122吨，价值1123.5万元。其中上海地区运输分发食物72吨价值669.3万元，全国（不含上海）共运输分发食物49.5吨，价值

454.2万元。合计直接受益人次共590301人次。

绿洲食物银行仅2019年1月-12月通过最美食物包、惜食分享等形式将原本要浪费的食物分发给社区有需要的居民，惜食分享项目内一共分发了46095件食物，受益人次达

 

 

2019年概述

28017人次，总计1026289.89元，分发食物包2400只，价值为28800元。

且自2019年8月开始，我们每天为塘桥街道，普雄街道，美天菜场，雨花斋的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的蔬菜水果，保证数量的同时也保证了质量，受到了社区内困难群众与的一致

好评，合计共分发蔬菜水果70448袋，价值约45万，受益人次达44983人。

20台智能分享柜已经落地分别位于浦东塘桥街道，浦东洋泾街道，普陀区长征镇，普陀区长寿街道，以及普陀区展翼培智儿童服务中心，另有两台分享柜走出上海分别在北京

市及江苏省落户。2016-2019年，共10万多人次来自各种不同生活困难的需要食物的人群通过分享冰箱免费领取食物。

实现环境友好的同时又帮助了社区有需要的居民，这套模式已经基本实现成熟可复制。 此外，上海除了塘桥，我们在洋泾、长寿、江浦等街道设有食物分发点，与我们合作过

的公 益组织也遍及上海各区。



绿洲食物银行

发放食物122吨
上海 72吨

全国（不含上海）50吨

食物价值1123.5万元

受益人次530871人
上海348149人

上海669.3万元

全国（不含上海）454.2万元

 全国（不含上海）182722人

2019年

1月-2月



拯救食物
122吨

援助人群
530871人次

捐赠伙伴
200个

派发点
250个

孵化机构
2个

鄂尔多斯
广州

直营机构
1个
北京

分享冰箱
20个

食物价值
1123.5万元

门店
3个
上海

派发餐食
590301份

我们的成长



余量食物那些事



全国食物银行网络现状

2014年-2019年“绿洲食物银行”向全国200多家爱心捐赠方回收余量食

物的同时将余量食物运输至全国250家非盈利机构例如北京、上海、四川、

湖南、新疆、江西、山东、陕西、安徽、广东、内蒙古，江苏，浙江，辽宁

等地，从而在减少浪费的同时起到帮助困难群体，零成本助困的作用。

2014年-2019年援助近71万人次 。



上海联盟伙伴现状

雨花斋蔬果分发点，雨花斋将所得的捐赠蔬果制成菜肴分

享给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

普雄街道蔬果分发现场

塘桥街道蔬果分发现场

在上海，每天有1200吨有机垃圾被销毁，其中大部分是食物。当食物被

丢弃成为厨余垃圾，其腐烂以及处理过程造成大量碳排放的同时也造成了

垃圾围城，对城市的水、土壤等环境的污染问题，给气候、水土利用和生

物多样性带来的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企业、政府以及社区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处理食物垃圾。

2015-2019年间“食物银行”向上海150多家公益机构，社区，

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受益机构输送余量食物在帮助解决食物浪费的同时.

受助者感到温暖、被接纳、获得支持和能力感；缓解家庭经济危机，让他

们把节约下来钱投入教育，提升素质教育和文化修养；使得受益人感受社

会的美好，激发积极向上的力量。

另外我们绿洲食物银行将目光聚焦到了生鲜超市中淘汰下来的蔬菜

与水果上，这其中有大部分蔬果仍处于新鲜可食用的状态，但因为过了

销售日期或外包装损坏等原因不再售卖，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些将要被处理

浪费的蔬果拥有第二次生命，重新回到人们的餐桌上。

自2019年8月2日起，我们在塘桥街道，长寿街道，长宁凯旋路，安亭雨

花斋、彭浦雨花斋开展每日蔬果分发活动，截止12月31日，我们共

计分发了95539袋蔬菜水果，其中安亭雨花斋28838份，彭浦雨花斋

22527份，长寿街道8730份，长宁凯旋路4023份，塘桥街道32421份，

总计价值约60万，有受益61004人次从中受益。





蒲公英志愿者团队

博世志愿者在塘桥进行入户探访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
为洋泾困难家庭送食物包

易富（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组织志愿者活动

泰莱食品配料（南通）有限公司
志愿者活动

西氏制药志愿者
探访松江老人村

星巴克志愿者在普雄
为困难家庭送食物包

招商银行志愿者团队 税务局志愿者团队 griffith慈善小分队志愿者活动赛百味志愿者活动

彭博志愿者活动添柏岚志愿者活动 美国银行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活动

食物银行的最大魅力，是由志愿者来参与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食物银行作为桥梁和平台，2019

年驱动，协调，组织了近2万多人次的志愿者活动。

近5000多人次的志愿者走进食物银行的授权分发点，分发最美食物包，探访受益人，进行食物

满意度反馈调研。



捐赠伙伴列表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晓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学 上海慈善物资管理中心 阳光麦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innocent drinks 长春中之杰食品有限公司 Rise Against Hunger 华育 家乐氏 菌之家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正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水文局 基快富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 农芈科技 上海禹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仟云（深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浦东财政局 五莲路张小姐 好欧国际 广州市青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罗森便利有限公司 Nielsen 一号店 云传媒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扫货平台 广州亿唯进出口有限公司

亚美加国际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领海挪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Bastiaan Bakery Co.Ltd 面包一刻 Pret A Manger 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安岳县娇龙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通用磨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浦东公益促进会 元朗食品公司 地球最好 JP Morgen

白山市无争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海外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喜地电子商务 EMC 博世中国慈善中心

广州周兄食品有限公司 海上青焙坊 UBM China 巴西进口饮料商 西氏制药 爱佑慈善基金会

北京玉寿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南歌立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香绩厨素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现代牧业 N Sir 艾利丹尼森

上海誉嘉食品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广州周兄食品公司 阳光麦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1 霞客行 食物银行公益小组Food Drive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苏州煜臻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质德商务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麦田朵朵 雪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联劝基金会 个体（商家）

Weichert Workforce Mobility 塞拉尼斯 上海切香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集珍斋购物俱乐部有限公司 上海顺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晟碟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首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粮食仓库 我厨（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生鲜 贪吃熊（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家乐福

泰莱食品配料（南通）有限公司 建平南校 切果瓦拉 UPS 上海寿益实业有限公司 蒙牛

浙江若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品鲜go 瀚庄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思科 托福（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来伊份

美心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 花旗银行 妇女发展基金会 上海欧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平和双语学生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 拓福（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迪亚天天 宜瑞安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泡面小食堂

上海慈善物资管理中心 博闻 上海慧咨 屋里厢 威富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Timberland品牌 中国扶贫基金会

捷成集团 悠百佳食品加盟店 霍尼韦尔 砾欣食品 纳新（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瑞莱新侨

喜士多 广州百谷贸易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 一师附小 大地生机（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太阳猫

中国太平 佛缘会 果莼多 美国银行 东坊古早晓港湾店

上海绿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好欧（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凯诘电子商务 港鲜食品 广州味冠国际贸易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江崎格力高食品有限公司 惟益乐 上膳源 宁波奥优进出口有限公司

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心中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闪迪 EN 上海虹桥美爵酒店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佩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六六目 艾利丹尼尔森 上海众爱基金会



编号 时间 标题 媒体

1 2019年1月2日 每逢佳节胖3斤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代公益

2 2019年1月17日 恒天然向公益机构捐赠奶粉 反哺社区帮扶数百弱势家庭 美通社

3 2019年1月31日 阿里“码上公益”的一段新代码：让冬日不再寒冷与饥饿！ 鲁网资讯

4 2019年1月29日 小皮果泥彰显社会责任，陪伴宝宝春节出行 金羊网

5 2019年1月31日 技术对抗城市饥饿 工程师在阿里云上写下“最美代码” 新民晚报

6 2019年1月25日 暖粥捂热户外职工之心，爱心腊八共享洋泾温度 上海浦东网

7 2019年5月20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网易网

8 2019年5月20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手机网易网

9 2019年5月20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腾讯网

10 2019年5月21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中国网

11 2019年5月21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中华网

12 2019年5月22 富邑葡萄酒集团公益项目 搜狐网

13 2019年6月26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自媒体-益美传媒

14 2019年8月1日 爱上海的理由-程一轩-食物银行 看看新闻

15 2019年8月13日 社区食物银行网络：善用即将被浪费的食物，
建立有爱的社区 自媒体-好公益平台

16 2019年8月20日 头条|食物银行 将温暖送至千家万户  ICS中日新视界

17 2019年9月10日 视频|上海：临期食品浪费处理引关注 食物银行探索多渠
道解决方式 触电上海

19 2019年8月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只做一件事，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益美传媒·今日头条号

22 2019年8月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只做一件事，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益美传媒·百家号

23 2019年6月26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益美传媒·搜狐号

24 2019年8月1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美晨生活

25 2019年7月28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letstv

26 2019年6月28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素食街

27 2019年6月27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波恩波比儿童全脑教育

28 2019年8月1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共修远见卓识的圣贤文化

29 2019年6月2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30 2019年7月10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父母之道

31 2019年6月2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保定传统文化和谐家园

32 2019年7月2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

33 2019年7月1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幸福密码

34 2019年6月30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清水慈善

35 2019年7月19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太原至爱文化大讲堂

36 2019年7月5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圣学梯堂

37 2019年10月12日 NHK播出|食物银行 筑起资源分享的桥梁  ICS中日新视界

2019年绿洲食物银行媒体传播

18 2019年6月26日 这是一家给人发“便当”的银行，他们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减少食物的浪费！

益美传媒（ID:YeeMedia）
头条



扫描全能王 创建



食物零浪费  人人有其食  社区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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