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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 让 公 益 成 为 每
个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相信随着每个人的参与，公益会离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近。大家的点滴努力必将引发中国慈善

事业的“蝴蝶效应”，而“公益成为每个人的

生活方式”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CONTENT

1 爱佑动态

2 爱佑故事

3     项目进展

4 媒体报道

5 联系我们



爱佑动态
UPDATES



爱佑再获中国慈善最高殊荣“中华慈善奖”

中华慈善奖，是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已连

续举办了九届，成为中国慈善领域最权威、最有

影响力、参与力度最高的奖项。9月1日，第九届

“中华慈善奖”颁奖典礼在中华慈善博物馆举行。

来自各界的“慈善大咖”聚首南通，共同参与这

一慈善盛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获得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奖项。2011年9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设立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为急需

救治的病患孤儿提供特殊抚育、手术治疗和养护康复。挽救病患孤儿的生命，帮助他们获得

新生，拥有美好未来。



项目开展四年来，已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养护

中心，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有效解决了当前福利机构普遍

存在的“最后一羹匙的距离”，大幅提升了病患孤儿特殊养

护水平。爱佑新生一直在病患孤儿养护领域保持全球规模第

一。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有5061 名患病孤儿得到

“爱佑新生”项目救助，其中4369 人已完成了养护周期，开

始了他们全新的人生，还有692 名患儿正在积极的接受养护。

此外，截止2015年底,“爱佑童心”项目累计救助先心病患儿

超过30000名，“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救助白血病患儿已超

1400人次，“爱佑和康”已拥有6家连锁康复中心，“爱佑

益+”项目共资助了30家机构，预计今年将达到100家。



爱佑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不断撬动企业家和社会力量

进入公益慈善的“入口”。

爱佑荣获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这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和荣誉不仅汇聚了爱佑团队的努

力和汗水，也离不开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人的信任、

志愿者的帮助、合作伙伴及爱心人士多年的信任与鼓

励，由衷地感谢您们！

今年是爱佑第12年，我们将把所有的感谢与感恩化作

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2016年9月23日，第五届慈展会在深圳盛大开幕。爱佑慈善基金会首度参展，并将携手27家

“益+伙伴”机构，打造“爱佑益+”公益小镇，全方位展现六大公益领域的微生态。

“爱佑益+”公益小镇位于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

MT02，爱佑携手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和

创新力的“益+伙伴”机构共同参展，涵盖环保、

教育、人类服务、艺术文化、扶贫发展、行业支持

六大领域。为了让参展观众更迅速、直观地了解参

展的公益机构和项目，“爱佑益+”公益小镇在场

地布置上按照公益领域，规划了回归巷、灯塔巷、

灵感巷、温暖巷、帮扶巷、连接巷六条巷子，并设

有专门的项目展位。



六大巷公益主题

回归巷——环保主题公益展，回归自然与初心

灯塔巷——教育主题公益展，点亮智慧的灯塔

灵感巷——艺术文化主题公益展，感悟人性的美好

温暖巷——人类服务主题公益展，用爱温暖世界

帮扶巷——扶贫发展主题公益展，世界大同的责任

连接巷——行业支持主题公益展，连接放大公益势能

开幕式当天， “爱佑益+”公益小镇举行了精彩的开镇仪

式。“爱佑益+”的伙伴们共同开启小镇大门，迎接大家

的参观。



“爱佑益+”公益小镇充盈着爱与智慧。现

场围满了热心的公益机构小伙伴，大家认真

倾听，主动分享，虚心学习优秀机构的公益

经验。虽然伙伴们来自不同领域，关注着不

同的公益问题，但我们看到了一颗颗让世界

变美好的纯善之心。伙伴们的努力和真诚，

也激励着我们坚守初心，奋力前行。

相信随着每个人的参与，公益会离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近。大家的点滴努力必将引发中国

慈善事业的“蝴蝶效应”，而“公益成为每

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



“99公益日”已经温暖落幕，在“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

式”新使命驱动下，在99公益日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手爱

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对"爱佑益+"伙伴和"爱佑社群"伙伴提供

筹款咨询服务，并联合滴滴出行、分众传媒、链家三家企业，

进行金额高达1200万的配捐。

爱佑凝聚了众多“爱佑益+”伙伴和“爱佑社群”伙伴，带来

涵盖医疗、环保、动保、教育、养老等公益行业全领域的87个

优秀公益项目。三天里，掀起了一场爱的风暴！自9月7日0时

至9月9日24时，通过87个优秀公益项目99公益日共计筹得善

款超过3600万，超过100万人次参与捐款，见证了“指尖上的

公益”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

不是结束，是美好的开始|99公益日落幕



爱佑故事

STORYS



全球罕见同卵四胞胎早产，获爱佑救助！

2016年7月7日，江西吴女士在上海产下罕见的同卵四

胞胎，从全球报道来看，几率仅为1/1500万，体重最

轻的老三只有1斤半，最重的也不过2斤出头。

2016年7月7日下午5点，来自江西上饶的29岁孕妇吴

女士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经剖宫产生下四胞胎

女婴，均为自然妊娠、且为同卵四胎，从全球报道来

看这一妊娠几率仅为1500万分之一。因为早产，四胞

胎中有两个极低体重儿，另两个是超低体重儿，不同

程度出现呼吸和喂养困难，出生后直接被送入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抢救，产生了40余万元医疗费。由于

高额的治疗费用，这个家庭申请了爱佑慈善基金会的

项目。经过严格审核，四胞胎得到了爱佑的资助。



当时，医院应用了目前治疗超低出生体重儿最先进的呼吸治疗技术，减轻机械通气对肺造成的损伤。
应用10天机械通气后成功拔管，继续应用无创机械通气技术，逐渐降低呼吸支持的力度，在住院2
个月后三宝成功脱离氧气。而另外三个宝宝也存在喂养困难，腹胀情况反复，起初一顿只能喝0.5
毫升奶，而正常婴儿一顿至少可以喝毫升。

但可喜的是，经过2个月治疗，四胞胎体重开始稳步增长。曹云表示，其中最轻的三宝体重目前已
增至2050g，但仍然比正常宝宝发育晚1-2个月，呼吸和吞咽协调，腹部也有了一点皮下脂肪，面
色逐渐红润了，于9月22日出院。在此之前，四宝已于8月25日出院，大宝和二宝于9月2日出院。

早产儿发育缓慢，出院后须长期随访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曹云表
示，住院期间，历程最为曲折的当属体重最小的出生
时仅780克的三宝。

“初到病房时因中枢发育不成熟，1个月时甚至出现
呼吸衰竭，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又存
在喂养困难，经常呕吐。”曹云说。



“四胞胎出院后治疗并未结束，一些并发症仍需

长期关注。”曹云举例，大宝、二宝和四宝的听

力损害，需要长期随访，因为一部分早产儿听力

损害随时间改善不明显，需要听力辅助治疗，而

三宝有轻度脑损伤，也需要长期神经发育随访，

如果影响运动、智力发育，需要康复治疗。

据母亲吴女士介绍，四胞胎的降临对家庭来说是

幸福，也是负担，出生至今治疗费用超过40万元，

后续喂养仍然有困难。目前，在爱佑慈善基金会

的帮助下，这个家庭又重新获得了生的希望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项目进展

PROGRAM



项目进展
Donation 捐赠数据

2016年09月

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简况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审核通过：69人

治疗患儿：358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55人

养护完成：162人

爱佑和康：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

项目

审核通过：544人

治疗患儿：575人

限定性捐赠 71,518,595.09

非限定性捐赠 3,001,531.44

善款总额: 74,520,126.53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序号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在

训人数
历史累计服

务人数

1 北京中心 49 142

2 深圳中心 118 359

3 湖北中心 75 135

4 宁夏中心 77 110

5 湖南中心 110 262

6 安徽中心 145 207

合计 574 1215



媒体报道
Press Release



媒体传播

“爱佑益+”公益小镇亮相深圳慈展会



公益类



资讯类



序号 领域 标题 媒体 链接

1

通稿

“爱佑益+”公益小镇亮相深圳慈展会 腾讯公益 http://xw.qq.com/gongyi/20160923034576/GON201609230345760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2 爱佑益+公益小镇亮相深圳慈展会 新浪公益 http://gongyi.sina.cn/gyzx/qt/2016-09-23/detail-ifxwevmc5306315.d.html?from=wap 

3 “公益小镇”展示美好互助世界 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n/2016-09-25/detail-ifxwevww1498367.d.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4 爱佑益+公益小镇亮相深圳慈展会 中国商报 http://www.zgswcn.com/2016/0923/735195.shtml 

5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公益中国 http://www.pubchn.com/news/show.php?itemid=89633#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6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公益时报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qiyeCSR/10422.html

7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北京晨报 http://app.morningpost.com.cn/?app=article&controller=article&action=show&contentid=1504001

8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6-09/23/c_129296425.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9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央广网 http://gongyi.cnr.cn/news/20160923/t20160923_523156969.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0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China daily http://cnews.chinaduily.com/2016/0923/content_210624016.htm?bsh_bid=1520591575&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1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华讯网 http://www.huaxunwang.com.cn/cs/csgy/2016-09-24/263140.html

12 “公益小镇”展示美好互助世界 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a/20160925/50019409_0.shtml

13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搜狐网 http://mt.sohu.com/20160923/n469046323.shtml

14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新媒体）基金会中心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gzNTY3MQ==&mid=2654752833&idx=2&sn=2fc8d71216ca2025eaa3d8a3da152f44&scene=1&srcid=0923JA96T2
DTw2KMAXoDEp91#rd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gzNTY3MQ==&mid=2654752833&idx=2&sn=2fc8d71216ca2025eaa3d8a3da152f44&scen
e=1&srcid=0923JA96T2DTw2KMAXoDEp91#rd

15 “爱佑益+”公益小镇重磅亮相深圳慈展会! （新媒体）公益慈善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2NDc0MQ==&mid=2649963472&idx=4&sn=65fc4c1d07dd0e0f23224ed0b17e9840&chksm=becc48fa89bbc1e
c32a54e0e27b08885b38a23e0cbedb4b4832843d5a4f87955003805021e7c&scene=1&srcid=09244OVd6ieJyGWCyiL7vpyr&pass_ticket=%2BvOt8PQy%2FY68
dWFuAbMwZLJ8co6TsKDQns3JfJJdPDM3%2FnXagUnbpxNxruA7G3yO#rd

16 没来现场？没关系小编带您逛慈展会 （新媒体）中国民政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c3Nzc2Nw==&mid=2651519505&idx=1&sn=20878174103df2dd52fdebaeef71d8c0&scene=1&srcid=0924dBaaZ
VscV7Puj29Oik61&pass_ticket=%2BvOt8PQy%2FY68dWFuAbMwZLJ8co6TsKDQns3JfJJdPDM3%2FnXagUnbpxNxruA7G3yO#rd

17 慈展会七宗“最”：你错过的精彩都在这里 （新媒体）人人公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c3MjcxMQ==&mid=2654954086&idx=2&sn=7a8f93374b3aa779b288d5097b492666&scene=1&srcid=0925G51I
FA2pDug07i4bsq9k&key=1a6dc58b177dc626397d1d4cb751e968e6101f1031398a614d57004003528bf4381977c7d52f8de1176594eb4824a607&ascene=1&u
in=MzM5NzYyMjk1&devicetype=Windows-
QQBrowser&version=61030004&pass_ticket=pM52QR0E06Ehhoi5%2FLpbBvQbdF%2FbQeRBeGvsAznBiauWgT5CCjkQwt662FtBiR7K

18 这场被潘基文点赞的公益盛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大咖，普通市民也玩嗨了！ （新媒体）益美传媒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MzMTMwMQ==&mid=2682610486&idx=1&sn=8122e03e78b6594a465efed9c4c96879&chksm=853effbcb2497
6aafcac7c8a3e994731f535a0b015c2c37d465abf5bff07c44c0eb883927a9d&scene=1&srcid=0925rgw84Vnc2tjmYTZXWVAd&key=1a6dc58b177dc6264a5e58d
d966ad5bc8a7852868fea11a524df7f734ffff08ec91a0a40c2cacc8d463d1ffab9d283bd&ascene=1&uin=MzM5NzYyMjk1&devicetype=Windows-
QQBrowser&version=61030004&pass_ticket=pM52QR0E06Ehhoi5%2FLpbBvQbdF%2FbQeRBeGvsAznBiauWgT5CCjkQwt662FtBiR7K

19 第五届中国慈展会开幕 首日对接资金1亿元 （新媒体）公益时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3MjM5Mg==&mid=2652342997&idx=1&sn=96e9ae2d5d7b2f211528967202a85889&chksm=bd1aa6d28a6d2f
c43204104391f50eeeeedfad57e5632e1711b4ff9954146611ef4f57a6a4a8&scene=1&srcid=09249lHGAbaQTT4uzC7PUSXI&pass_ticket=%2BvOt8PQy%2FY68
dWFuAbMwZLJ8co6TsKDQns3JfJJdPDM3%2FnXagUnbpxNxruA7G3yO#rd

20

“公益小镇”展示美好互助世界 深圳特区报

http://transcoder.baidu.com/from=844b/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0%2Csz%401320_2001%2Cta%40iphone_1_10.0_3_602/baiduid=78FB
E890E97193E8C6D9D92C23BC7BA8/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2005459851590900711&order=6&fm=alop&tj=www_normal_6_0_10
_title&vit=osres&m=8&srd=1&cltj=cloud_title&asres=1&title=%E5%85%AC%E7%9B%8A%E5%B0%8F%E9%95%87%E5%B1%95%E7%A4%BA%E7%BE%8E%E5
%A5%BD%E4%BA%92%E5%8A%A9%E4%B8%96%E7%95%8C---
%E6%B7%B1%E5%9C%B3%E7%89%B9%E5%8C%BA%E6%8A%A5&dict=20&w_qd=IlPT2AEptyoA_yk5uQwasAax0ypOp9LioEJEsBGH&sec=15472&di=fb31e85a
fd8cb764&bdenc=1&tch=124.252.186.842.3.468&nsrc=IlPT2AEptyoA_yixCFOxXnANedT62v3IFQyJRCwKASC5mFaoxP4kHREsRDfbLXPTUS3bdD4MvB51tXL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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