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2020 年高校防艾基金拟资助项目名单 
序号 省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学生社团名称 所属学校名称 

1 安徽省 2020340100A00005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芳草社校医院志愿服

务分队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项目 

A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芳草社校医

院志愿服务分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安徽省 2020340300A000098 
蚌埠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预防

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蚌埠医学院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蚌埠医学院 

3 安徽省 2020341100A000108 
安徽科技学院防艾有我社团宣传倡导项

目 
A 防艾有我社团 安徽科技学院 

4 安徽省 2020341100A000118 
安徽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

性病知识宣传 
A 安徽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安徽科技学院 

5 安徽省 2020341100A000124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红十字会预防性病艾

滋病知识宣传 
A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红十字协会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6 安徽省 2020340200A000161 
皖南医学院青爱志愿服务队“环环相

套”防艾宣教项目 
A 青爱志愿服务队 皖南医学院 

7 安徽省 2020341700A000189 
池州学院谐爱协会防“艾”不妨“爱”

宣传教育 
A 谐爱协会 池州学院 

8 安徽省 2020340200A000235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心协会 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爱心协会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9 安徽省 2020340100A000248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10 安徽省 2020340100A000279 
安徽医科大学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知识宣传倡导项目 
A 

安徽医科大学大学生青年志愿

者联合会 
安徽医科大学 

11 安徽省 2020340200A000296 
安徽师范大学大学生保健协会高校艾滋

病与性病防治宣教活动 
A 大学生保健协会 安徽师范大学 



12 安徽省 2020341100A000384 
滁州学院青年志愿者总队预防艾滋病性

病宣传倡导项目 
A 滁州学院青年志愿者总队 滁州学院 

13 安徽省 2020340100B000157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会艾滋病干预及

HIV检测促进项目 
B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会 安徽医科大学 

14 安徽省 2020340400B000025 

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学生会“以爱之

名，唤‘艾’之声”艾滋病预防知识宣

讲项目 

B 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学生会 安徽理工大学 

15 北京市 2020110108A00007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

“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

性病与艾滋病防治及 HIV检测宣传项目 

A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十字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 北京市 2020110114A00015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红十字会防艾宣

传系列活动 
A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红十字

会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17 北京市 2020110115A000162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红十字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红十字

会学生分会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 

18 北京市 2020110108A000186 
北京交通大学青春红丝带社团“以爱抗

艾”防艾宣传教育项目 
A 北京交通大学青春红丝带社团 北京交通大学 

19 北京市 2020110108A000236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会艾滋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会 北京大学 

20 北京市 2020110105A000376 北京中医药大学红十字会宣传倡导项目 A 北京中医药大学红十字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 

21 北京市 2020110105B000348 
北京服装学院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艾滋

病检测推广项目 
B 

北京服装学院校红十字会学生

分会 
北京服装学院 

22 北京市 2020110108B000185 
北京交通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校园艾滋

病防控宣传教育探索与实践 
B 北京交通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北京交通大学 

23 重庆市 2020500101A000177 

享健康 “艾”科普——三峡库区腹心

高校和社区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教育 

A “向日葵”防艾科普社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24 重庆市 2020500106A000042 
《青春传递正能量，防艾宣教我先行》

防艾宣教项目 
A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防艾宣

讲团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25 重庆市 2020500106A000369 
重庆师范大学生物协会青爱小屋宣传项

目 
A 生物协会 重庆师范大学 

26 重庆市 2020500109A000149 
青春有爱无“艾”—西南大学青春健康

同伴社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西南大学青春同伴社 西南大学 

27 重庆市 2020500113A000318 

重庆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知爱防艾，遇‘艾’予

爱”项目 

A 
重庆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理工大学 

28 重庆市 2020500106A000116 
重庆科技学院社会工作者协会艾滋病性

病防治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社会工作者协会 重庆科技学院 

29 重庆市 2020500103B000428 
重庆医科大学爱天使社团“远离高危性

行为、倡导主动检测”宣传项目 
B 爱天使社团 重庆医科大学 

30 重庆市 2020500108B000056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向日葵义工志愿

者协会“预艾予爱，你我同在”防艾系

列活动 

B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向日葵

义工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商大学 

31 重庆市 2020500109B000175 

青春无艾健康行—— 西南大学红丝带

社团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

目 

B 西南大学红丝带社团 教育部西南大学 

32 福建省 2020350600A000150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医学技术系青年志愿

者服务中心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教育项目 

A 
医学技术系青年志愿者服务中

心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33 福建省 2020350200A000303 
厦门大学健康与生活促进会防艾宣传倡

导项目 
A 厦门大学健促会 厦门大学 

34 福建省 2020350500A000304 
泉州师范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倡导项目 
A 泉州师范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泉州师范学院 

35 福建省 2020350100A000325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以爱之名， 预‘艾’之行”预

防艾滋病宣传教育项目 

A 公共卫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福建医科大学 

36 福建省 2020350500A000329 

华侨大学青春红丝带服务队“以爱之

名，携手为艾益起来”艾滋病防治公益

活动 

A 华侨大学青春红丝带协会 华侨大学 



37 福建省 2020350100A000351 
福州大学“同心预艾”志愿服务队“戮

力同心，健康同行”防艾宣传倡导项目 
A 

福州大学“同心预艾”志愿服

务队 
福州大学 

38 福建省 2020350100A000354 
福州大学青春红丝带志愿服务队“放飞

红丝带，青春不畏艾”宣传倡导项目 
A 

福州大学青春红丝带志愿服务

队 
福州大学 

39 福建省 2020350200A000181 
华侨大学红十字爱心医讯服务队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宣传系列活动 
A 校青协红十字爱心医讯服务队 

华侨大学（厦门校

区） 

40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016 
甘肃政法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青春有

爱，携手防艾”高校防艾宣传教育项目 
A 甘肃政法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甘肃政法大学 

41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039 
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健康知识宣

讲”服务队 青春有爱，不留艾 
A 

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健

康知识宣讲”服务队 
兰州大学 

42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053 
兰州工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预艾予

爱”艾滋病健康宣传倡导项目 
A 兰州工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兰州工业学院 

43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094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青年志愿志愿者

协会“为爱预艾，预艾予爱”系列健康

宣教活动 

A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会

青年志愿者协会 
兰州大学 

44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102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西北师范大学 

45 甘肃省 2020620100A000223 

兰州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绽放青

春大爱，行动抵御艾滋“艾滋病性病防

治教育 

A 兰州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兰州财经大学 

46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097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青春健康同伴

社“青春有你，携手防艾”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项目 

A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青春

健康教育同伴社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47 广东省 2020441800A000119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应用法学与公共

事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团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应用法学与公共事业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48 广东省 2020440700A000183 
五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协会预防艾滋病

性病宣传倡导项目 
A 

五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协会青

春健康工作部 
五邑大学 



49 广东省 2020440600A000227 
广东财经大学红十字会（佛山三水校

区）高校防艾基金项目申请 
A 

广东财经大学红十字会（佛山

三水校区） 

广东财经大学佛山三

水校区 

50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250 

广州工商学院青春健康服务队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协会 2020年高校防艾基金

项目 

A 青春同伴社 广州工商学院 

51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265 
广州工商学院青春健康服务队防“艾”

不妨“爱健康宣传项目 
A 青春健康服务队（花都校区） 广州工商学院 

52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272 
华南理工大学青春健康项目组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青春健康项目组 华南理工大学 

53 广东省 2020440600A00027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医药工

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无“艾”更青

春宣传倡导项目 

A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口腔医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54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373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红十字会红

丝带青年志愿者队“医”心卫“艾”项

目 

A 
团委红十字会红丝带青年志愿

者队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55 广东省 2020440100A00040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花都赤坭校区青

春健康同伴社—“要想爱，先懂艾” 
A 赤坭校区青春健康同伴社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花都赤坭校区 

56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09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白云机场校

区）青春健康同伴社促进高危行为改变

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健

康同伴社（白云机场校区）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57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203 
华南农业大学红十字会青春红丝带促进

高危性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华南农业大学红十字会学生理

事会 
华南农业大学 

58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11 

广州医科大学红十字会学生理事会通过

普及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及检测知识、

宣传安全套的使用及性病预防等，以提

高学生主动检测意识 

B 广医大红十字学生理事会 广州医科大学 

59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45 
广东白云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与艾告

别”预艾促检校园倡导项目 
B 广东白云学院 FlyMe同伴社 广东白云学院 

60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57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春健康同伴服务队未

“艾”方兴知检测 
B 青春健康同伴服务队 广州中医药大学 



61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58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Away from 

AIDS项目 
B 院红十字会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62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63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艾

检到位，防艾不累”主题教育 
B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康同

伴社广州校区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63 广东省 2020440100B000368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 
B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机场路

校区青春健康同伴社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 

64 广东省 2020440600B000173 
南方医科大学青春健康医学社促进高危

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青春健康医学社 南方医科大学 

65 广东省 2020441900B000290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新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HIV检测促进项目 
B 新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66 广西 2020450100A000040 广西警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A 广西警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西警察学院 

67 广西 2020450500A00006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无

艾青春，爱在路上”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青

春健康同伴社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68 广西 2020451000A000087 
百色学院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预防艾滋

病教育宣传 
A 百色学院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 百色学院 

69 广西 2020450100A000182 
广西大学红丝带健康协会艾滋病性病防

治宣传 
A 广西大学红丝带健康协会 广西大学 

70 广西 2020450300A000195 
桂林理工大学“向零艾滋迈进，向红丝

带致敬”之防艾关艾系列活动 
A 桂林理工大学红十字会 桂林理工大学 

71 广西 2020450100A000288 
广西中医药大学青年同伴教育中心“关

注艾滋，预防性病”宣传倡导活动 
A 

广西中医药大学青年同伴教育

中心 
广西中医药大学 

72 广西 2020450100A000335 

南宁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2020

年“齐心抗艾，共享未来”防艾宣传系

列活动 

A 
南宁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

会 
南宁师范大学 

73 广西 2020451000A000405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防艾宣传活动 
A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

院 

74 广西 2020450100A000218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爱心协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教育项目 
A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爱心协

会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75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002 高校艾滋病项目 A 
贵州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

会 
贵州财经大学 

76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113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知艾防艾”倡导宣传项目 
A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贵州财经大学 

77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190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教育宣传 
A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78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202 
贵州大学红十字会“红丝带之路，校园

防艾行” 
A 贵州大学红十字会 贵州大学 

79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209 
贵州中医药大学大学生防艾志愿者协会

“携手抗艾，重在预防”宣传教育项目 
A 

贵州中医药大学大学生防艾志

愿者协会 
贵州中医药大学 

80 贵州省 2020522600A000226 
凯里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艾滋病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凯里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凯里学院 

81 贵州省 2020520300A000245 

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防艾宣

传队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类 

A 航天职院红十字会 
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

院 

82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289 
贵州医科大学大学生环境保护协会“为

艾发声”宣传科普项目 
A 大学生环境保护协会 贵州医科大学 

83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291 
贵州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防艾宣传活

动之“以心绘爱，为爱防艾” 
A 贵州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贵州大学 

84 贵州省 2020520100A000298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生化工程系志愿者协

会知项目“艾”项目 
A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生化工程系

志愿者协会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85 贵州省 2020520200A000388 
六盘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会为

“艾”而战 
A 

六盘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会 

六盘水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86 贵州省 2020520300A000415 
遵义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青

春红丝带•校园同防艾》 
A 

遵义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

中心 
遵义师范学院 

87 贵州省 2020520200A000423 
六盘水师范学院高原风文学社以爱为

名，为艾发声宣传倡导项目 
A 高原风文学社 六盘水师范学院 

88 贵州省 2020520200A000426 
六盘水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为

‘艾’撑起一片天”艾滋病防范宣传 
A 

六盘水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 
六盘水师范学院 



89 贵州省 2020520200A000429 
六盘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关于艾滋病危害项目 
A 

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六盘水师范学院 

90 贵州省 2020520200B000322 
六盘水师范学院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宣传

倡导项目 
B 大学生自律委员会 六盘水师范学院 

91 河北省 2020130800A000171 
承德医学院大学生红丝带协会“同心同

行，关爱关艾”防艾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承德医学院大学生红丝带协会 承德医学院 

92 河北省 2020130300A000174 燕山大学雷锋突击队宣传倡导项目 A 燕山大学雷锋突击队 燕山大学 

93 河北省 2020130100A000180 
河北师范大学天使爱心社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天使爱心社 河北师范大学 

94 河北省 2020130100A000229 

河北师范大学红十字会艾滋病与性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因艾而醒，为

爱而行 

A 河北师范大学红十字会 河北师范大学 

95 河北省 2020130100A000241 
河北传媒学院学生处心理健康中心朋辈

辅导站“防艾不防爱，情系红丝带” 
A 

河北传媒学院心理健康中心朋

辈辅导站 
河北传媒学院 

96 河北省 2020130700A000283 
河北北方学院启明健康宣教社团“向零

艾迈进”宣传倡导项目 
A 启明健康宣教社团 河北北方学院 

97 河北省 2020131000A000381 
华北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防

治宣传教育项目 
A 华北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华北科技学院 

98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006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关

艾”红丝带协会青春防艾我行动 
A “关艾”红丝带协会 河南中医药大学 

99 河南省 2020410300A000008 
河南科技大学河科大爱心天使社团艾滋

病性病防治宣教 
A 河科大爱心天使社团 河南科技大学 

100 河南省 2020410400A000009 
平顶山学院志愿者服务总队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平顶山学院志愿者服务总队 平顶山学院 

101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063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艾滋病宣传项目 
A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青

年志愿者协会 
河南工业大学 

102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05 
郑州大学青春红十字协会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郑州大学青春红十字协会 郑州大学 



103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35 
郑州轻工业大学（科学校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知艾防艾知识宣传项目 
A 轻工大青年志愿者协会 郑州轻工业大学 

104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37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繁星讲师团防艾同伴教育 
A 青年志愿者协会繁星讲师团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105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40 
河南中医药大学杏林志愿者服务团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杏林志愿者服务团 河南中医药大学 

106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55 
郑州轻工业大学东风青年志愿者协会防

艾抗艾宣传教育项目 
A 东风青年志愿者协会 郑州轻工业大学 

107 河南省 2020410300A000178 
河南科技大学红丝带防艾社团遇“艾”

予爱防艾宣传活动 
A 河南科技大学红丝带防艾社团 河南科技大学 

108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18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防艾宣传志愿社团艾

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防艾宣传志愿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09 河南省 2020410200A000247 
为“艾”代言——开封大学红丝带协会

艾滋病预防宣传项目 
A 开封大学红丝带协会 开封大学 

110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284 
郑州大学红十字会薪火防艾志愿队爱上

层楼艾下层楼宣传倡导项目 
A 

郑州大学红十字会薪火防艾志

愿队 
郑州大学 

111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330 
河南工业大学红十字志愿者协会艾滋病

防治宣传项目 
A 

河南工业大学红十字志愿者协

会 
河南工业大学 

112 河南省 2020410100A00039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红十字会艾滋病

性病防治宣教 
A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红十字

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113 河南省 2020411300A000046 
南阳理工学院仲景养生协会“青春红丝

带，你我共抗艾”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A 

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

学院仲景养生协会 
南阳理工学院 

114 河南省 2020410700A000179 
河南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知艾防艾不

防爱 HIV检测以及防艾宣传项目 
A 河南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河南工学院 

115 河南省 2020411500A000207 
信阳师范学院生命科技协会与“艾”同

行防艾宣传教育项目 
A 生命科技协会 信阳师范学院 

116 河南省 2020411500A000219 
信阳师范学院红十字会艾滋病与性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信阳师范学院红十字会 信阳师范学院 



117 河南省 2020410700A000268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防

艾宣教项目 
A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118 河南省 2020410100B000201 

郑州大学防艾志愿者团队校内艾滋病防

治宣传和男男性行为人群（MSM）高危

行为干预及 HIV检测促进项目 

B 郑州大学防艾志愿者团队 郑州大学 

119 河南省 2020410600B000019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防艾志愿者服

务队“青春无艾，我在行动”促进高危

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同伴教育项目 

B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防艾

志愿者服务队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120 河南省 2020410300B000147 

河南科技大学校园文明联合会宣传倡导

艾滋病主动检测 “知艾，测艾，你我

同行”系列活动 

B 河南科技大学校园文明联合会 河南科技大学 

121 黑龙江 2020230300A000083 
黑龙江工业学院红丝带志愿者服务社团

预防艾滋病与性病我参与、我行动 
A 红丝带志愿者服务社团 黑龙江工业学院 

122 黑龙江 2020230100A000122 

黑龙江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有爱更温

暖 无艾更健康“艾滋病防控宣传教育

项目 

A 黑大阳光志愿者协会 黑龙江大学 

123 黑龙江 2020230100A00016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志行志愿者服务队—

—“手拉手同牵红丝带，心连心共防艾

滋病”宣传教育项目 

A 志行志愿者服务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24 黑龙江 2020230100A000168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志行防艾协会——

“有爱更温暖，无‘艾’更健康”防艾

主题宣传教育项目 

A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志行防艾协

会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25 黑龙江 2020230100A000275 
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哈医大青年志愿者协会 哈尔滨医科大学 

126 黑龙江 2020230100A000336 
黑龙江科技大学公益创业联盟以爱之

名，为“”艾发声公益项目 
A 公益创业联盟 黑龙江科技大学 

127 黑龙江 2020230100B000070 
黑龙江工程学院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

滋病检测 
B 

黑龙江工程学院青春健康同伴

社 
黑龙江工程学院 



128 黑龙江 2020230100B000148 

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促

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与倡导项

目 

B 
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 
哈尔滨理工大学 

129 黑龙江 2020230100B000169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谈艾不应色变，检测牢记心间”防艾

检测宣传教育项目 

B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

服务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30 黑龙江 2020230100B000320 

哈尔滨金融学院防艾协会 2020年中国

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艾检测 爱

护航”宣传倡导项目 

B 哈尔滨金融学院防艾协会 哈尔滨金融学院 

131 湖北省 2020420600A000301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青春健康同

伴社宣传倡导项目 
A 师范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132 湖北省 2020420100A000340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教育项目 

A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 
武汉理工大学 

133 湖北省 2020420500A000379 
三峡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宣传

倡导共担防艾责任，共筑美好未来项目 
A 

三峡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 
三峡大学 

134 湖北省 2020420100A000417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心理健康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

传教育项目 

A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心理健康

协会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135 湖北省 2020420600B000099 
湖北文理学院艾知绘社团促进高危行为

改变及艾滋病检测 
B 湖北文理学院艾知绘 湖北文理学院 

136 湖北省 2020420100B000401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心语心理健康协会促

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心语心理健康协会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137 湖南省 2020433100A000030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防艾教育计划推广项

目——吉首大学红丝带协会 
A 吉首大学红丝带协会 吉首大学 

138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060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心理健康与成长

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心理健康与成长协会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 

139 湖南省 2020430600A00011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红十字协会守

护者防艾宣传倡导项目 
A 医学院团总支红十字协会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140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123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能动汽机系青年

志愿者基地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 
A 青年志愿者基地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

院 

141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15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红十字协会性病艾滋

病防治宣传教育 
A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红十字协会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142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156 
湖南农业大学红十字会艾滋病防治知识

宣传项目 
A 湖南农业大学红十字学生分会 湖南农业大学 

143 湖南省 2020431000A000166 
湘南学院社会工作者协会性病与艾滋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湘南学院社会工作者协会 湘南学院 

144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196 
长沙理工大学爱心中转站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长沙理工大学爱心中转站 长沙理工大学 

145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215 
湖南大学同伴教育同盟社团宣传倡导项

目 
A 湖南大学同伴教育同盟协会 湖南大学 

146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249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院团委青年志愿

者协会关于预防艾滋病与性病健康宣传

教育项目 

A 院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

院 

147 湖南省 2020430300A000261 

湘潭大学公益健康中心“防艾关艾，健

康湘大”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项

目 

A 湘潭大学公益健康中心 湘潭大学 

148 湖南省 2020430100A000349 
中南大学大学生健康教育基地“你我同

行，向零艾滋迈进” 
A 健康中南 中南大学 

149 湖南省 2020430400A000375 
南华大学大学生“同伴教育”阳光站拒

绝“艾”，大胆爱知识普及项目 
A 

南华大学大学生“同伴教育”

阳光站 
南华大学 

150 湖南省 2020430300B000018 青春同行 关艾成长 B 湖科大青春健康同伴社 湖南科技大学 

151 湖南省 2020431000B000107 
湘南学院湘南红丝带协会开展促进高危

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活动 
B 湘南红丝带 湘南学院 

152 湖南省 2020433100B000286 
吉首大学医路同行协会促进高危行为改

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医路同行 吉首大学 



153 吉林省 2020220100A000081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燃光志愿者协会

宣传倡导“同心携手，防‘艾’不防

爱”防艾宣传项目 

A 东师人文燃光志愿者协会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 

154 吉林省 2020220100A000145 
吉林大学学生红十字会防艾宣传教育活

动 
A 吉林大学学生红十字协会 吉林大学 

155 吉林省 2020220800A000228 
白城师范学院蓝天救援队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队社团艾滋病健康教育 
A 

白城蓝天救援队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队 
白城师范学院 

156 吉林省 2020220800A000422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校星火志愿者服务队关“艾”进行时—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行动 

A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

愿者协会星火志愿者服务队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157 建设兵团 
202066180000A00014

3 

石河子大学青春健康教育同伴社“为艾

奉献，因爱精彩”宣传倡导项目 
A 

石河子大学青春健康教育同伴

社 
石河子大学 

158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010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南京审计大学

金审学院校红十字会，防艾禁毒宣传教

育项目 

A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校红十

字会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

院 

159 江苏省 2020321100A000111 

江苏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用爱战

艾”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

目 

A 江苏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江苏科技大学 

160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160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红十字会同伴部

艾滋及性病预防宣传倡导 
A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红十字

会学生分会同伴教育部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院 

161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176 
河海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河海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河海大学 

162 江苏省 2020320600A000188 
南通大学卫生预防协会“为‘艾’发

声，与‘艾’同行”防艾宣传项目 
A 南通大学卫生预防协会 南通大学 

163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204 

南京邮电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邮”你“邮”爱 

A 
南京邮电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 
南京邮电大学 

164 江苏省 2020320300A000269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大学生发展协会

“为爱防艾,你我携手"宣传倡导项目 
A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大学生

发展协会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165 江苏省 2020320800A000287 

淮阴工学院“芯”青年志愿者团队“防

艾于爱”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

育项目 

A 
淮阴工学院“芯”青年志愿者

团队 
淮阴工学院 

166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35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同伴教育“防艾自

爱，你我同在”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

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A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同伴教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67 江苏省 2020320200A00039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服务社艾

滋病预防项目 
A 红十字服务社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168 江苏省 2020320900A000395 
盐城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青春无

艾，你我同行” 
A 盐城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盐城工学院 

169 江苏省 2020320100A000410 
南京林业大学红十字会红丝带防艾宣传

项目 
A 

南京林业大学红十字会红丝带

部门 
南京林业大学 

170 江苏省 2020320300A000427 
江苏师范大学青春健康协会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江苏师大青春健康协会 江苏师范大学 

171 江西省 2020360100A000211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以爱之名，为艾而战”防

艾宣传倡导项目 

A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西财经大学 

172 江西省 2020360100A000216 

江西科技学院阳光天使服务团 以

“爱”滋养，防“艾”肆虐 艾滋病防

治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阳光天使服务团 江西科技学院 

173 江西省 2020360100A000277 
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方医学协会艾滋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方医学协会 江西中医药大学 

174 江西省 2020360100A000280 
南昌工程学院+南昌工程学院学生红十

字会+艾滋病性病防治宣传教育项目 
A 南昌工程学院学生红十字会 南昌工程学院 

175 江西省 2020360300A000342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艾滋病防治教育 
A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176 江西省 2020360100A000378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高校防艾基金健

康宣教项目 
A 江西旅游商贸青春健康同伴社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

院 



177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004 
中国医科大学大学生说吧社艾滋病性病

防治宣教项目 
A 中国医科大学大学生说吧 中国医科大学 

178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071 
中国医科大学民心联盟知行社知艾防艾

宣传教育项目 
A 中国医科大学民心联盟知行社 中国医科大学 

179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082 

东北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协会“传递红丝

带，青春伴我行”防艾宣传志愿服务行

动 

A 东北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协会 东北大学 

180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088 
2020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

防艾基金项目 
A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爱同行社团 沈阳大学 

181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214 

沈阳化工大学红丝带协会“为爱防艾，

予艾与爱”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教育 

A 沈阳化工大学红丝带协会 沈阳化工大学 

182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252 
沈阳大学大学生心理协会「隔离

“艾”，不隔离爱」宣传倡导项目 
A 沈阳大学大学生心理协会 沈阳大学 

183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264 

沈阳医学院青春红丝带社团“预防艾

滋，健康校园”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

宣传教育项目 

A 公共卫生学院青春红丝带社团 沈阳医学院 

184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341 
中国医科大学大学生红十字“珍爱”服

务社关艾防艾天使团 
A 

中国医科大学大学生红十字

“珍爱”服务社 
中国医科大学 

185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365 
沈阳农业大学红十字社团 “性与艾”

的教育 宣传项目 
A “红十字”社团 沈阳农业大学 

186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367 
沈阳大学大学生志愿者联盟“以爱御

艾”宣传倡导项目书 
A 沈阳大学大学生志愿者联盟 沈阳大学 

187 辽宁省 2020210100A000420 
沈阳大学大学生爱心联盟防艾滋病教育

宣传项目 
A 沈阳大学大学生爱心联盟 沈阳大学 

188 辽宁省 2020210200A000200 

大连医科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知艾防

艾，为爱护航”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宣传

倡导项目 

A 大连医科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大连医科大学 



189 辽宁省 2020210200A000240 
东北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青春红

丝带”艾滋病防治宣传倡导项目 
A 东北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东北财经大学 

190 辽宁省 2020210400A000120 
沈阳工学院大学生健康教育宣讲团“为

‘艾’发声”健康宣讲项目 
A 大学生健康教育宣讲团 沈阳工学院 

191 辽宁省 2020210500A000037 
沈阳药科大学红十字志愿者协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沈阳药科大学红十字志愿者协

会 
沈阳药科大学 

192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05 
锦州医科大学绿色起航志愿者协会防艾

宣传与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A 

锦州医科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绿色启航志愿者协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3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11 
锦州医科大学春雨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春雨志愿者协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4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32 

“知艾防艾，预艾予爱”锦州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青春印象志愿者协会艾

滋病性病防治宣传倡导项目 

A 
锦州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青春印象志愿者协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5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65 

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爱协会“预艾

于爱，你我同在”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

倡导项目 

A 
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爱协

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6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85 
“合力抗艾 共享未来”锦州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艾滋病宣传倡导项目 
A 

第一临床学院生命医学会青年

志愿者协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7 辽宁省 2020210700A000092 

“防艾护爱”锦州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

学院“医路远航”志愿者协会宣传倡导

项目 

A 
锦州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医路远航志愿者协会 
锦州医科大学 

198 辽宁省 2020210100B000396 

辽宁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基于互联网+

的针对在校学生 HIV感染高危行为干预

及 HIV自检研究 

B 辽宁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辽宁大学 

199 内蒙古 2020150100A000048 

内蒙古医科大学青春红丝带大学生志愿

服务队“汇聚防艾正能量，点亮艾滋新

希望”防艾系列活动 

A 青春红丝带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内蒙古医科大学 

200 内蒙古 2020150100A000251 
内蒙古农业大学红十字社团艾滋病预防

宣传倡导项目 
A 

内蒙古农业大学红十字会学生

分会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 青海省 2020630100A000356 

青海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会“爱

在你我心间，与艾拉近距离”艾滋预防

宣教项目 

A 
青海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

生会 
青海大学 

202 山东省 2020370600A000332 
山东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艾滋

病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山东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

中心 
山东工商学院 

203 山东省 2020370700A000058 
潍坊学院大学生红十字协会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大学生红十字协会 潍坊学院 

204 山东省 2020370700A000254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会“青春

有爱不留‘艾’”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

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

会 
潍坊医学院 

205 山东省 2020370700A000293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艾滋病预防知识竞赛等防治宣传教育系

列活动项目 

A 

潍坊医学院预艾社团

（Prevention of AIDS，

POA） 

潍坊医学院 

206 山东省 2020370800A000343 
济宁医学院社区工作坊社团“艾减爱

加，爱在你我他”宣传倡导项目 
A 

社区人群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工

作坊社团 
济宁医学院 

207 山东省 2020370900A000027 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A） A 泰山学院大学生心委会 泰山学院 

208 山东省 2020370900A00015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防

艾路上，听我慢讲” 
A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青春健康同

伴社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 

209 山东省 2020371000A000225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爱心驿站-从

点滴做起，筑防艾长城 
A 爱心驿站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210 山东省 2020371000A000397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 争做健康卫士预防艾滋病健康知

识宣传项目 

A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青

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大学（威海） 

211 山东省 2020371300A000256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艾滋病宣

传教育社团 “知爱防艾” 健康教育项

目 

A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艾滋病

宣传教育社团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212 山东省 2020371700A000126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护理系天使筑梦志愿

服务队“知艾防艾，共享未来”宣传倡

导项目 

A 护理系天使筑梦志愿服务队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213 山东省 2020371700A000362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医心一意社团 医心

向爱，为“艾”而战 
A 医心一意社团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214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045 

山东中医药大学厚朴（Hope）健康社基

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大学生艾滋病宣传干

预活动 

A 厚朴（Hope）健康社团 山东中医药大学 

215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054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青年志

愿者服务总队“知艾防艾”宣传项目 
A 

齐鲁工业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

总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216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074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晨之曦社协“以爱防

艾，共享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晨之曦社

工协会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17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321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为“艾”发声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宣传

项目 

A 民商法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政法学院 

218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33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启明星青年志愿服务

社“青春防艾，你我同行”艾滋病预防

宣传教育项目 

A 启明星青年志愿服务社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19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374 山东管理学院社团联合会宣传倡导项目 A 山东管理学院社团联合会 山东管理学院 

220 山东省 2020370100A000412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工大

小行星”志愿服务队“防艾之声”项目 
A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工大小行星”志愿服务

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221 山东省 2020370200A000257 
青岛大学同心行公益协会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青岛大学同心行公益协会 青岛大学 

222 山东省 2020370200A000328 
山东科技大学红十字会“消除偏见，共

抗艾滋”宣传教育项目 
A 山东科技大学红十字会 山东科技大学 

223 山东省 2020370200A000406 
中国海洋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为艾

发声”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A 

中国海洋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 
中国海洋大学 

224 山东省 2020370600A000206 
滨州医学院紫荆花协会“青春有爱亦无

艾”系列活动 
A 紫荆花协会 滨州医学院 

225 山东省 2020370600A000234 
滨州医学院 Tim之家社团“艾滋未动，

预防先行”艾滋病预防宣传倡导项目 
A Tim之家 滨州医学院 



226 山东省 2020370800B000208 

济宁医学院艾心社关于培养大学生艾滋

病相关知识素养及促进校园 HIV检测项

目 

B 济医艾心社 济宁医学院 

227 山东省 2020371300B000418 
临沂职业学院社团联合会红丝带关

“艾”宣传及检测项目 
B 临沂职业学院社团联合会 临沂职业学院 

228 山东省 2020370800B000391 

济宁医学院红丝带艾心社“为艾检测，

真爱一生”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

自愿咨询监测项目 

B 红丝带艾心社 济宁医学院 

229 山西省 2020140700A000151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伙伴计划Ⅱ”青春健康朋辈互助倡导

项目 

A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青春健

康同伴社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

院 

230 山西省 2020140100A000281 
太原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太原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太原科技大学 

231 山西省 2020140100A000338 

山西警察学院关艾同心会“飞扬青春，

共御艾滋”——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项

目 

A 
山西警察学院禁毒防艾志愿者

支队（关艾同心会） 
山西警察学院 

232 山西省 2020140200A000380 
山西大同大学爱心自立社“红丝带”系

列教育宣传活动 
A 爱心自立社 山西大同大学 

233 山西省 2020140700B000230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青春健

康同伴社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

院 

234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066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青年爱健康，陕 star在

行动“宣传倡导项目 

A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 
陕西师范大学 

235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076 
西安邮电大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青春同

伴部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西安邮电大学校青年志愿者协

会青春同伴部 
西安邮电大学 

236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080 
西安培华学院禁毒防艾社青春健康宣传

教育项目 
A 西安培华学院禁毒防艾社 西安培华学院 

237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096 
西安交通大学崇实爱心社艾滋病与性病

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崇实爱心社 西安交通大学 



238 陕西省 2020610600A000192 
延安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艾滋病防治宣

传教育项目 
A 延安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 延安大学 

239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222 “艾”的路上，你我同行 A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红十字

会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240 陕西省 2020610700A000266 
陕西理工大学阳光公益协会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陕西理工大学阳光公益协会 陕西理工大学 

241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273 
西安外国语大学红十字分会防艾宣传项

目 
A 西安外国语大学红十字分会 西安外国语大学 

242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295 
西安科技大学红丝带工作室一般人群艾

滋病与性病预防宣传倡导项目 
A 西安科技大学红丝带工作室 西安科技大学 

243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324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会

“爱行艾止，艾止于行”系列健康宣教

活动项目 

A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生会 
西安科技大学 

244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364 
西安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志愿者中队

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宣传倡导项目 
A 

西安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志

愿者中队 
西安科技大学 

245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408 
西北工业大学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

美好青春我做主，为“艾”而行 
A 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红十字会 西北工业大学 

246 陕西省 2020610100A0004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rainbow-power防艾计划 
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47 陕西省 2020610100B000132 

西安交通大学 You & Me志愿者联盟

“以影为桥 书院同行 不视不欢 预艾

同心”艾滋病校园宣传及检测项目 

B 
西安交通大学 You&Me志愿者

联盟 
西安交通大学 

248 陕西省 2020610100B00016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校园管理委

员会红丝带志愿者队大学生艾滋病青春

健康检测项目 

B 
校园管理委员会红丝带志愿者

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

清学院 

249 陕西省 2020610100B000274 
西安交通大学红十字协会通过防艾宣传

教育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 
B 西安交通大学 红十字协会 西安交通大学 

250 陕西省 2020610100B000352 
西安外国语大学玛丽斯特普专项小组促

进高危行为及改变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分享爱青年志愿者队玛丽斯特

普小组 
西安外国语大学 



251 陕西省 2020610100B000404 
西安科技大学禁毒防艾青春健康同伴志

愿服务队促为改变及健康教育项目 
B 

西安科技大学禁毒青春健康同

伴志愿服务队 
西安科技大学 

252 上海市 2020310115A000217 
上海海关学院校 “因爱而防，为艾而

治”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上海海关学院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 
上海海关学院 

253 上海市 2020310110A000347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志愿者工作

部艾滋病防治宣传项目 
A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志

愿者工作部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 

254 上海市 2020310120A000360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红十字急救助人社团

“携手同行，聚爱防艾”宣传教育系列

活动 

A 红十字急救助人社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255 上海市 2020310115A000407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同伴社团防艾宣

传项目 
B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同伴社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 

256 上海市 2020310115A000170 
上海健康医学院红十字会学生分会“谈

性说艾”防艾志愿宣传项目 
B 

上海健康医学院红十字会学生

分会 
上海健康医学院 

257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07 
成都理工大学青柠志愿者防艾宣传教育

项目 
A 青柠志愿者 成都理工大学 

258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1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红十字会 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红十字

会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

院 

259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23 
成都理工大学知性协会“以爱之名，止

艾之殇”防艾宣传教育项目 
A 知性协会 成都理工大学 

260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24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普

艾校园，健康你我”宣传项目 
A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青春健康同

伴社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261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41 
成都理工大学医学协会“以爱之名，预

艾而行”万千红丝带行动 
A 成都理工大学医学协会 成都理工大学 

262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084 西南石油大学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A 西南石油大学青春健康俱乐部 西南石油大学 

263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100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社团联合会焕美颐膳

社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社团联合会焕美颐膳社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264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139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阳光

社团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

目 

A 财贸职高阳光社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

业高级中学校 



265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197 
成都中医药大学青春社 线上线下齐宣

传 学校家庭共防艾 
A 青春社 成都中医药大学 

266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212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团委学生会艾滋病

与性病健康知识宣传倡导项目 
A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团委学生

会 
成都医学院 

267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231 
四川大学校研会社会实践服务中心——

爱&艾，不止于此 
A 

四川大学校研会社会实践服务

中心 
四川大学 

268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27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网络

空间安全分会艾滋病和性病宣传防治项

目 

A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会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分会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69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02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院学生会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270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13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红丝带协会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红丝带协会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271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19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健康学院学生会

申请防艾基金项目 
A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健康学

院学生会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

院 

272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55 成都大学高校防艾基金 A类项目 A 
成都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成都大学 

273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61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社团联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274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72 
成都医学院预防艾滋病协会“青春聚力 

关艾有你”艾滋病 防控宣传项目 
A 成都医学院预防艾滋病协会 成都医学院 

275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413 
电子科技大学青协红十字会防艾宣传项

目 
A 

电子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红十字会 
电子科技大学 

276 四川省 2020510400A000220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大学生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277 四川省 2020510400A000344 
攀枝花学院知性者教育协会防艾宣传活

动 
A 知性者教育协会 攀枝花学院 

278 四川省 2020510500A000383 
西南医科大学易班“易”起防艾 艾滋

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西南医科大学校易班学生工作

站 
西南医科大学 



279 四川省 2020510500A000394 
西南医科大学阳光使者青年志愿团 PEP

宣传教育活动 
A 阳光使者青年志愿团 西南医科大学 

280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142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逆流公益团队艾

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逆流公

益团队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 

281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144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苈芒文学社防艾

宣爱项目组 
A 苈芒文学社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 

282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16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青苹果协会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 
A 青苹果协会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283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191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鼎利组织部防艾

宣传教育活动 
A 组织部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 

284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28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团委社团联合会

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社团联

合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285 四川省 2020510700A000402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校团委科技实践

部“大学生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活动” 

A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校团委

科技实践部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 

286 四川省 2020511000A000299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艾滋病与性病预防保健宣传教育项目 
A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青年志愿

服务队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287 四川省 2020511100A000297 
乐山师范学院三江红丝带社团艾滋病与

性病预防健康校园宣传教育项目 
A 乐山师范学院三江红丝带协会 乐山师范学院 

288 四川省 2020511300A000029 
川北医学院“携爱同行”健康促进协会

“以青春之名，携手阻艾行”宣传项目 
A “携爱同行”健康促进协会 川北医学院 

289 四川省 2020511400A000103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红十字会艾滋病与性

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红十字会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290 四川省 2020511500A000278 
宜宾学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为艾发声倡

导项目 
A 宜宾学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 宜宾学院 

291 四川省 2020511700A000165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团体联合会白

衣协会抗艾行动·爱在校园基金项目 
A 白衣协会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292 四川省 2020511700A000350 
WD校园工作室 知艾，防艾，共享爱 

宣传倡导项目 
A WD 校园工作室 四川文理学院 



293 四川省 2020510100B000104 
四川大学志潜社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艾

滋病检测项目 
B 四川大学志潜社 四川大学 

294 四川省 2020510100B000392 
四川师范大学同伴教育社促进 HIV检测

知识宣传普及项目 
B 四川师范大学同伴教育社 四川师范大学 

295 四川省 2020510100B000398 
2020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

防艾基金 B类项目 
B 知爱社 成都工业学院 

296 四川省 2020510500B000307 
西南医科大学 HEP健康促进协会“One 

World One Test”艾滋病促检活动 
B 西南医科大学健康促进协会 西南医科大学 

297 四川省 2020510700B000326 
西南科技大学红十字会促进大学生高危

行为改变及加强艾滋病检测项目 
B 西南科技大学红十字会 西南科技大学 

298 四川省 2020511000B000021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会权益部“预防艾

滋，守护青春”促进检测项目 
B 校学生会权益部 内江师范学院 

299 四川省 2020511300B000093 
川北医学院麻醉学系团总支学生会促进

高危行为改变及艾滋病检测项目 
B 

川北医学院麻醉学系团总支学

生会 
川北医学院 

300 四川省 2020510100A000359 
“同心抗艾 爱国力行”西华大学大学

生防艾宣教活动 
B 学生管理委员会 西华大学 

301 天津市 2020120103A000224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预健爱社团“为

爱防艾，青春健康”宣传教育倡导项目 
A 预·健·爱社团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302 天津市 2020120103A000323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丝雨大学生记者

团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丝雨大学生记者团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303 天津市 2020120103A000334 
天津医科大学社会实践中心——让

“艾”止步，为爱前行 
A 社会实践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 

304 天津市 2020120103A000387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校红十字会“爱

由心生，与艾同行” 
A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红十字

会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 

305 天津市 2020120104A000258 天津大学青春健康教育社宣传倡导项目 A 青春健康教育社 天津大学 

306 天津市 2020120111A000138 天津理工大学红十字会防艾宣传项目 A 天津理工大学红十字会 天津理工大学 

307 天津市 2020120111A000337 
天津师范大学红十字会防艾宣传倡导项

目——放下“艾”，收获爱 
A 天津师范大学红十字会 天津师范大学 



308 天津市 2020120223A000315 
天津中医药大学红十字会“拥抱艾·了

解艾·书写艾”防艾宣传项目 
A 天津中医药大学红十字会 天津中医药大学 

309 天津市 2020120101B000193 
天津医科大学天医红丝带社团年轻就要

“艾”挑战多元干预项目 
B 天医红丝带 天津医科大学 

310 天津市 2020120104B000134 
天津中医药大学健康教育社团“防艾不

防爱，检艾不减爱”HIV检测促进项目 
B 天津中医药大学健康教育社团 天津中医药大学 

311 天津市 2020120110B000294 
中国民航大学医普会借助新媒体手段促

进在校学生主动开展 HIV检测 
B 中国民航大学医普会 中国民航大学 

312 新疆 2020650200A00017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石

油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石油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313 新疆 2020650200A00025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

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314 云南省 2020530100A000259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红丝带社团性病

艾滋病同伴教育项目 
A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红丝

带”社团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

院 

315 云南省 2020530100A000262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学会艾滋病与性病预

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禁毒学专业学会 云南警官学院 

316 云南省 2020530100A000314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高校性别平等促进小

组“防艾与安全性行为意识”进校园 
A 云南高校性别平等促进小组 云南民族大学 

317 云南省 2020530100A000416 
云南师范大学禁毒防艾志愿者协会宣传

倡导项目 
A 

云南师范大学禁毒防艾志愿者

协会 
云南师范大学 

318 云南省 2020530100A000419 
云南大学禁毒防艾•卫生协会宣传教育

活动 
A 禁毒防艾·卫生协会 云南大学 

319 云南省 2020530127A000109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阳光心理禁毒防艾

协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

目 

A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阳光心理

协会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320 云南省 2020530181A0000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初心雅阁社团民办高

校禁毒防艾及危险性行为宣传教育探索 
A 初心雅阁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321 云南省 2020530300A000022 

曲靖师范学院青春同伴社“关爱青年 

守护花季”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

教育 

A 曲靖师范学院青春同伴社 曲靖师范学院 

322 云南省 2020530500A000430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红丝带协会艾

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红丝

带社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323 云南省 2020532900A000411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爱心社团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爱心社

团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324 云南省 2020530100B00006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HIV

检测促进项目 
B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青春健康同

伴社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325 云南省 2020530100B000064 

昆明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红十字

会学生分会促进高危行为改变及 HIV检

测项目 

B 
昆明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红十字会学生分会 
昆明医科大学 

326 云南省 2020530100B000221 
昆明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艾滋病与性

病宣传干预及动员检测项目 
B 昆明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昆明学院 

327 云南省 2020530300B000077 

曲靖师范学院大学生社会工作者协会

“知艾防艾，共享健康”促进高危行为

改变及 HIV检测 

B 大学生社会工作者协会 曲靖师范学院 

328 云南省 2020530300B000079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红丝带志愿者社

团 HIV干预及检测促进项目 
B 红丝带志愿者社团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329 云南省 2020530500B000282 
保山学院红丝带协会促进高危行为改变

及艾滋病检测 
B 保山学院红丝带协会 保山学院 

330 云南省 2020533100B000133 德宏职业学院大学生医疗服务协会 B 大学生医疗服务协会 德宏职业学院 

331 云南省 2020533100B000309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用爱导航”社

高校性病、艾滋病检测项目 
B 用爱导航社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332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026 
杭州医学院青春秘语协会宣传倡导为爱

防“艾”，“培”你同行项目 
A 青春秘语协会 杭州医学院 

333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073 
浙江工业大学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

传倡导项目 
A 浙江工业大学红十字会 浙江工业大学 



334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101 
中国计量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艾滋病

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项目 
A 

中国计量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 
中国计量大学 

335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159 
杭州医学院红十字会协会宣传倡导医

“艾”到底项目 
A 红十字会协会 杭州医学院 

336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210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红丝带社团艾滋病预

防宣传教育项目 
A 红丝带行动联盟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337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232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预防医学会杭州师

范大学学生分会“为艾而行，小爱暖人

心”宣传倡导项目 

A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杭州师范大

学学生分会 
杭州师范大学 

338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246 
浙江理工大学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防艾

宣传项目 
A 

浙江理工大学校红十字会学生

分会 
浙江理工大学 

339 浙江省 2020330100A000377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与“艾”同行防艾宣传倡导项目 
A 育英青春健康同伴社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

院 

340 浙江省 2020330200A00003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

“青春有爱，不留‘艾’”宣传倡导项

目 

A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健

康同伴社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341 浙江省 2020330400A000389 
红船闪耀，与“艾”同行——嘉兴学院

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A 

嘉兴学院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嘉兴学院 

342 浙江省 2020330700A000194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艾·生活”主

题健康宣教项目 
A 艾·生活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

院 

343 浙江省 2020331000A000112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青春健康同伴教育社

2020年度“兼艾无私，自律自爱”艾

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A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青春健康

同伴教育社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344 浙江省 2020330300A000292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委员

会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项目 
A 大学生心理健康委员会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345 浙江省 2020330700A000044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青春有爱，健康无艾”预防艾滋病与

性病宣传教育项目 

A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

院（筹） 



346 浙江省 2020331100A000333 
丽水学院朋辈互助中心“含羞草”守护

行动 
A 大学生朋辈互助中心 丽水学院 

347 浙江省 2020330700B00000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学生分会

HIV检测项目及促进高危人员改变高危

因素行为 

B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学

生分会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48 浙江省 2020330700B000399 
浙江师范大学予爱工作室“预艾、予

爱”——性病艾滋病预防宣传项目 
B 浙江师范大学予爱工作室 浙江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