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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爱 佑 动 态



01 95公益周，“爱佑天使”义工于朦胧开启公益3小时

“爱佑天使”明星义工于朦胧暖心助阵，
为“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
疗救助项目录制短视频，呼吁大家一起，
关注白血病患儿，开启公益3小时。

#95公益周#

用你我的爱心，给白血病
孩子一个充满爱的未来！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爱佑慈善基金

会理事、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爱佑慈善

基金会理事合伙人、链家董事长左晖；爱佑

慈善基金会理事合伙人、美的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方洪波；爱佑战略合作伙伴-携程旅行网

CEO孙洁，联合为爱发声。

爱佑理事、企业家们助阵，
共同为公益发声

爱佑天使义工、演员、歌手于朦胧；爱佑未

来明星志愿者、演员吴倩；爱佑未来明星志

愿者、演员梁洁，为爱接力，邀粉丝一起为

爱应援，公益益起来。

明星发挥榜样力量，
倡导人人公益

01 99公益日，爱佑理事、企业家、明星一起为爱佑发声



01 爱心企业携手爱佑，将爱洒满大街小巷

分众传媒、链家、美的、民生人寿保

险等爱心企业，在99公益日期间对

爱佑的项目进行线上线下联合传播，

多种形式为爱佑99公益日助力，上

演爱的篇章。



01 99公益日，众多医院鼎力助阵，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爱佑的专业性赢得医院的高度

认可，众多定点医院自发进行

线上线下多场景传播，38位医

学专家及医务工作者为爱发声，

医生朋友圈强势霸屏，汇爱成

河。大家共同帮助孤贫患儿筹

集善款，成为99公益日最美风

景线！



01 99公益日温暖落幕

99公益日，爱佑慈善基金会

携手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

联合链家、

柔宇科技、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为106家机构，

150个公益项目，

配捐2000万！

150个优秀公益项目，

共 计 筹 得 善 款

92506071.80元，

累计1668001人次参与捐款。

其中，爱佑自有项目共筹得

善款2623243.14 元，

“爱佑天使”项目得到了

932969人次的捐赠，

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项目之

一！



01 爱佑新生推出“医康教一体化”服务模式！

“爱佑新生”项目推出了崭新的病

患孤儿服务模式——“医康教一体

化”，采用多点连接的方式，在福

利院内设置康复班、早教班，为0-3

岁的术后患儿提供医护服务、后续

康复及早教服务。首批试点在武汉

儿童福利院及南京儿童福利院进行。



01 爱佑赋能社公益创业营启动

当商业遇到慈善，爱佑创客社区应运而生，致力于将更多经验引入

到公益中来，全力寻找崭露头角、模式新颖、有可能带来行业创新

变革的潜力股，支持他们做自己领域和行业的推动者，最终更具规

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

爱佑公益创业营率先出击，1期课程即将开班。以原创研究和创新

课程培养学员的全球视野和跨商业思维，以爱佑多样的创业服务资

源搭建可信赖的公益创业生态，帮助每一位学员成长与成功！



01 用爱铺设困境儿童成长之路| 银城志愿者在路上

银城志愿者伙伴们，与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

同抵达了安徽省太湖县，参与 “爱佑安生”——困

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的走访调研。银城是爱佑长达

11年的捐赠人，经常深入到爱佑项目的一线，实地

了解项目的落地情况。本次行程以留守儿童、残障儿

童和其他有特殊困境的儿童为对象，探索困境儿童救

助保护模式和机制，为孩子们送去一份关爱。



01 “爱佑医务社会工作发展项目”签约

9月24日，“爱佑医务社会工作发展项目”签约仪式暨 “上海市医务社会工作第四批岗位培训”在

上海隆重举办。仪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与爱佑慈善基金会签订了“爱佑

医务社会工作发展项目”，新的社会力量也将助力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推动医务社会工作行

业专业化与职业化的长远发展。



01 罗斯高教授来访爱佑，共话困境儿童发展

9月27日，斯坦福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主管Scott Rozelle (罗

斯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史耀疆教授来访爱佑。

会议中，双方初步介绍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和项目进展，并就

中国农村儿童发展和保护等议题展开合作性研讨。双方就今

后合作方向进行洽谈，双方将在后期继续寻找儿童医疗业务、

公益创投业务等方面的契合度；共同发挥专长，携手帮扶更

多困境中的儿童。



PART02
爱 佑 故 事



02 我们毕业啦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转眼间“爱佑和康”ABA班下午班的小朋友即将毕业，重新开始新的校园生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起航。作为老师，尽管心中依依不舍，但我们依然伸出双手，放他们飞翔。

我们为小朋友们举办了一次隆重的毕业仪式，为他们在爱佑的学习时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早上，参加毕业典礼的ABA班学生和家长们纷至

沓来。小朋友在嬉闹，家长在畅谈，大家都无拘

无束，好生热闹。9点，随着音乐的响起，我们

的毕业典礼仪式开始啦。



02 我们毕业啦

ABA班的班主任陈老师带着满怀激动的心情发表讲话，并向

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台下的家长们流下了激动喜悦的泪

水，他们不单单是被这场面所感动，更是为多年来的坚持才

换来孩子今天的进步与成长感到欣慰。人都说 “十年磨一

剑”。今天，我们的孩子终于“破鞘”而出，进入新的学习

生活。

希望通过这个毕业仪式，让毕业生们知道他们已经完成在爱

佑的学习，已经渐渐长大，不再是之前的小baby；也希望家

长们能长期坚持我们的康复教育旅程，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大

的进步，在未来的道路上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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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项目进展
2017年09月

爱佑捐赠收入简况（单位：RMB 元） 爱佑公益支出简况（单位：RMB 元）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
非限定性收入 20,950.00
限定性收入 29,805,000.00

爱佑童心项目 0.00
爱佑新生项目 305,000.00
爱佑天使项目 0.00
爱佑和康项目 0.00
爱佑益+项目 7,000,000.00
爱佑晨星项目 0.00
爱佑安生项目 0.00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22,500,000.00
日常运营 0.00

合计 29,825,950.00

项目 金额
儿童项目支出 25,555,586.52

爱佑童心项目 11,897,576.73
爱佑新生项目 174,677.62
爱佑和康项目 939,682.25
爱佑天使项目 4,050,808.79
爱佑晨星项目 2,475,363.87
爱佑安生项目 6,017,477.26

公益创投项目支出 10,000,000.00
爱佑益+项目 10,000,000.00

其它支出 0.00
合计 35,555,586.52



03 项目进展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85人

治疗患儿：541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43人

养护完成：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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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人

治疗患儿：671人

1 2 3

4 5
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104人

治疗患儿：89人次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
在训人数

历史累计
服务人数

北京中心 56 195
深圳中心 86 393
湖北中心 102 220
宁夏中心 85 134
湖南中心 127 291
安徽中心 138 252

合计 594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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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守护者”邓紫棋助力百万

留守儿童的故事梦

用你的晚安让100万个夜晚心安

04 媒体报道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qiyeCSR/12419.html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7
-09-27/doc-ifymesii60557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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