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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投，为时代所需，为公益助力。以

多年积累的经验与资源优势，为多个领域社

会组织提供全方位、定制化支持，使之更专

业、更规范、更有活力，线上线下的多元互

动，也让“有效公益”理念深入人心。行胜

于言，公益成于智慧，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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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动态
UPDATES



“爱佑益+”获2016年度中国公益致敬奖！

12月6日，2016新浪微公益年度颁奖典礼在北京

盛大举行。200余位来自全球的公益机构、企业、

媒体和爱心人士一起，回顾一年来的收获感动，

表彰努力传播公益的践行者们，畅想新媒体推动

下的新公益时代。



经过社会推荐、严格筛选以及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等一系列环节，最终有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

佑益+”项目等八个优秀公益项目脱颖而出，荣获“新浪公益2016年度中国公益致敬奖”。

由新浪公益频道首度联合公益时报、网易公益、凤凰

公益、新华网公益等9家专业媒体共同评选出“新浪

公益2016年度中国公益致敬奖”，奖项是为了表彰

2016年度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优

秀企业和机构。



爱佑慈善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钟巍女士发表了获奖感

言，她对大家对“爱佑益+”项目的肯定表示了感

谢，并希望未来爱佑的使命“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

生活方式”早日实现！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佑益+”项目颁奖词：公益创投，为时代所需，为公益助力。以多年积

累的经验与资源优势，为多个领域社会组织提供全方位、定制化支持，使之更专业、更规范、

更有活力，线上线下的多元互动，也让“有效公益”理念深入人心。行胜于言，公益成于智慧，

善哉！



每到年末，都是各家公益机构进行总结和制定新一年战略

规划的关键时刻。在互联网时代，机构的发展已不再是力

量之争，而是维度之战，在更高维度上的战略思考和选择

将成为机构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优势。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可

以帮机构走得更好、更远。

“爱佑益+”受益机构CEO二期课程在京成功举办

2016年12月12日，“爱佑益+”伙伴们齐聚北京，进行项目受益机构CEO课程二期培训。本次

课程由爱佑携手摩根大通联合举办，主要帮助“爱佑益+”资助机构创始人和领导人提升战略的

有效制定和商业模式的设计能力。自2015年9月，摩根大通开始资助“爱佑益+”项目，并作为

项目的重要资方支持爱佑公益创投事业和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先生表示： 爱佑慈善基金会一直以来关注着公益机构能力建设，

并注重公益人自身能力提升。为了契合受益机构转型变革的实际需求，爱佑再携手摩根大通，

为公益伙伴们组织了本场如何制定战略的课程及商业模式设计的实战工作坊。本次课程的开启，

将让我们带来慈善的变革力量。

爱佑携手《中欧商业评论》邀请了强大的商业

导师阵容：北大汇丰商学院副院长魏炜、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陈威如、链家自如

网CEO熊林、专业的学习型组织辅导顾问顾震

亚，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跨界战略领导力工作坊：

通过知名教授授课、24小时的脑力激荡、沙盘

模拟培训、实战企业家分享，全面提升领导力

与战略决策力。



管理者的格局，决定着组织的走向。公益机构负责人的

使命之一就是不断的战略创新。特别是在机构不断发展

壮大的关键时期，负责人需要从专业技能过硬过度到带

领团队整体过硬，既要业务突出又要擅长资源整合。本

次培训学员们与名师面对面探讨机构战略制定与推动的

难点，通过本次工作坊导出了可以带回机构实际运用的

工具和方法。学员们受益匪浅，本次课程圆满落幕。

在“经营之本”的课程中，顾震亚讲师用沙盘培训打造商业环境中的优秀团队。为了让学习过程

充满乐趣，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学员能更直观地理解企业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关联，课程采用经典

的实战模拟方式。学员以5人为一组，担当企业管理的角色，亲自经营一家企业，从切实发生的

结果中理解经营的本质和团队合作的意义。在仿真、操作、趣味、互动的学习中，学员们更深入

地理解“为什么管理层会做这样的决策”背后的动机和逻辑。



全球慈善心理学家尚悦做客“爱佑赋能社”

不提高募款成本，就能提高10%捐赠额，可能么？

近日，爱佑赋能社邀请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慈善心理学教授、博士导师、可持续性慈善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主任尚悦老师在鸿芷咖啡举行了一场筹款培训，与现场60多位公益小伙伴和线上200

余位伙伴分享了尚悦老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筹款核心是筹人，“人”是公益组织运

作下去的重要支撑。公益，其实就是影响一个又一个的

“人”。若想有更多人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甚至和我们

有共同的使命感，就需要做好“人”的服务。

尚悦老师长期从事慈善募款的研究，她被美国纽约时报誉

为全球唯一慈善心理学家。她也是英国募款人联合会所有

教学项目的主考官。



本次培训从募款的社会角色、个人捐赠心理等多个角

度与大家分享了在成本不变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对捐赠

人心理的分享，从而实现将筹款额提升10%。爱佑

“赋能社”项目是爱佑公益创投下的公益人才能力建

设项目。通过专业的视角和方法论，用最优质的培训

资源去匹配来自不同领域伙伴们的人才发展需求，助

力公益人才从优秀到卓越。

课程的结束意味着学以致用的开始。爱佑将始终为大家分享收获、回应需求，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

筹款是公益组织的核心能力之一，此次爱佑赋能社邀请尚悦老师为大家带来国际先进的筹款经验培

训。站在国际化的视角，用严谨的心理学实验数据解释了系统化的分析了从第一个陌生拜访到最终

达成捐赠过程中，捐赠人的心理变化，作为募款人要如何去把握劝募节奏从而获得更多的捐款。



爱佑故事

STORYS



金科-爱佑儿科医护人员公益培训项目正式启动

2016年11月30日，金科-爱佑儿科医护人员公益培训项

目在杭州正式启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以

下简称“浙大儿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邹朝春先生、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董事长朱

志刚先生、浙江金科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恬

女士、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先生、爱佑慈善基金

会副秘书长覃超女士等出席仪式。

首先，浙大儿院领导致欢迎词，金科董事长朱志刚先生发表了讲话，朱志刚先生表示：金科集

团始创于1992年，名列中国民企500强。饮水思源，金科努力改善人民居住水平的同时，还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金科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慈善。非常高兴今天见证

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先进公益理念的项目启动。



金科控股集团、浙大儿院、爱佑三方在浙大儿院进行了捐赠

仪式。金科捐赠300万元将用于浙大儿院内的爱佑童心项目、

天使项目、出生缺陷项目及临床医师培训。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先生表示：在爱佑多年儿童医疗

救助项目实践当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儿科医生的专业素养对

患儿救治起到决定性因素。但现实情况是儿科专业对医学院

新生吸引力有限，儿科医生的匮乏已成为整个行业的共识。

此次金科控股集团、浙大儿院、爱佑慈善基金会三方联手合

作儿科医护人员公益培训项目，整合了医疗机构、企业和基

金会多领域社会资源，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儿科医学人才培

养，为全省、全国培训输出儿科医学临床人才，意义非常深

远。



由浙大儿院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院内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该中心主要为住院医师提供临床培训。

随后，浙大儿院带领下，大家又参观了院内心脏外科病房，

并与接受爱佑童心项目救治的患儿及其家长进行了交流。

爱佑慈善基金会在企业家精神的指引下，始终坚持创新并

不断摸索能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未来，

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我们，“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

活方式”！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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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Donation 捐赠数据

201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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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人

治疗患儿：94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21人

养护完成：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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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人

治疗患儿：514人

限定性捐赠 43,943,231.69

非限定性捐赠 21,022,556.30

善款总额: 64,965,7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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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52

2 深圳中心 121 366

3 湖北中心 81 152

4 宁夏中心 78 111

5 湖南中心 110 262

6 安徽中心 145 207

合计 592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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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ayfoundation.org

微信公众号：aiyoufoundation

新浪微博：爱佑慈善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昆泰国际大厦24层2408室

电话：+86 (10) 50948839

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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