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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动态

SECTION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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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公益创投项目荣获第十届“中华慈善奖”

9月13日，在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现场， “爱

佑公益创投项目”被民政部评为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这是

爱佑第三次获得“中华慈善奖”。至此，爱佑的三大板块业务均已获得

这一中国最高慈善奖项。

本届“中华慈善奖”，民政部成立了由有关部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行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等组成的评委会，经有关方面推荐，评

委会审议和网络投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民政部部长办公会审议、社

会公示等程序，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未来，爱佑将继续在民政部的领导下，在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的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

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的号召，与公益同仁们一起，

不断深化公益慈善工作。

爱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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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儿童医疗救助数据上区块链啦！

2018年8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正式上线。借助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捐赠人、受捐助者及公众均可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官网和微信公

众号，查询自今年7月起的爱佑儿童医疗救助数据，以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

了解爱佑儿童医疗救助项目。

爱佑携手万向区块链旗下专注开发者服务的国内首个中立的区块链开放创

新平台——万云，通过翔实的前期调研和案例研究，对当前公益行业状况进行

了从内到外的分析，并梳理了爱佑现有项目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主要诉求和业务

痛点。最终选择在充分保证捐赠人和受助人隐私的情况下，从最受捐赠人及公

众关注的善款流向问题入手，布局爱佑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发展。

爱佑动态

在爱佑区块链救助公示

平台中，通过区块链实时图

和区块链救助信息的形式，

实现了爱佑童心、爱佑天使

和爱佑晨星三大项目救助患

儿信息的公开（隐私信息已

处理）。这些数据一经上传

即无法修改，体现了爱佑追

求透明化的决心，让捐赠人

及公众可以看到每一个被救

助的患儿信息，监督善款使

用的同时，让捐赠人及公众

更加放心。

爱佑区块链实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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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收入/支出

SECTIO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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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捐赠总金额

7月：42,361,077.07

8月：14,083,656.24

9月：57,402,905.23

第三季度：113,847,638.54

7月

8月

9月

第三季度支出总金额

7月：34,645,098.63

8月：24,271,288.17

9月：21,672,869.61

第三季度：80,589,256.41

7月

8月
9月

单位：元

单位：元

财务数据

*本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准

*本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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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善款收入 善款支出

爱佑童心 39,439,084 34,592,141

爱佑天使 5,674,718 6,996,191

爱佑晨星 4,221,899 5,583,826

爱佑和康 6,619 1,733,201

爱佑新生 18,444,733 7,569,425

爱佑安生 8,172,070 4,887,561

公益创投 - 14,539,706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6,000 -

儿童福利未定向捐赠 - -

非限定 35,382,516 -

其他 2,500,000 4,687,204

总金额 113,847,639 80,589,256

第三季度各项目善款收入/支出情况

2018.7.1 – 2018.9.30

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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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

审批数量

救助数量

1546人

1849人次

爱佑天使

审批数量

救助数量

143人

1020人次

爱佑晨星

审批数量

救助数量

152人

188人次

项目数据

2018.7.1 – 201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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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患儿：477人

养护完成：502人

爱佑新生

目前投入使用儿童之家：

177个

福利督导员：178人

季度组织活动：1248次

季度参与儿童：28181人次

爱佑安生

项目数据

2018.7.1 – 2018.9.30

爱佑和康

康复中心截至九月底在训人数

94人
Content

深圳中心

111人

湖北中心

110人

宁夏中心

123人

湖南中心

141人

安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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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筹款情况

SECTION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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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慈善基金会自2018年5月21日获得民政部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截至9月30日，公募工作主要围绕公开募捐方案备案、历史项目平台

结算和迁移、新项目上线、参与99公益日及95公益周等内容开展，具

体如下：

公开募捐方案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

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

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同时，《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进展。”

目前，爱佑慈善基金会已经在“慈善中国”完成13个公开募捐方

案备案（分项目、分平台、分活动进行）并且对各个项目6-8月公开

募捐情况做了更新，有力保证了公募活动的依法、合规开展。

公募筹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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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历史项目的结算和募捐主体迁移

爱佑慈善基金会非公募账号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的三个长期项目：

“先心儿童的‘心’生”、“病患孤儿重获新生”和“白血病我不怕

你”，于2018年7月下旬停止筹款，正式进入转公募迁移流程。其中

前两个项目为月捐项目，还涉及历史月捐用户的解约与邀请再签约事

宜。

经过与腾讯公益平台的持续沟通，2018年8月中下旬，三大项目

全部完成公募迁移工作，月捐权限开通，以公募账号开放筹款，并顺

利参加2018年99公益日活动。

公募筹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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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的上线；

完成阿里公益宝贝的申请

完成腾讯公益平台历史项目的公募迁移后，爱佑慈善基金会上线

了3个新项目，分别是“用爱佑护困境儿童”（爱佑安生项目）、

“天生不完美”（爱佑晨星项目）以及“我也想要美美哒”（爱佑新

生上海养护中心项目）。

2018年8月中旬，在完成机构支付宝账户的注册认证后，爱佑慈

善基金会先后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和淘宝网店上线共计10个筹款项目。

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开展筹款的项目分别是“病患孤儿重获新

生”、“帮宝贝战胜先心病、”“帮宝贝打败白血病”、“贫困儿童

医疗救助”、“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其中，“贫困儿童医疗救助”

（爱佑晨星项目）上线不到2个月，筹集250万余元。

在淘宝网店开展筹款的项目分别是“爱佑天使——贫困血液病及

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

项目”、“爱佑童心——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爱佑安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

至此，爱佑慈善基金会的三大儿童医疗项目和两大儿童福利项目

都在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网店有了自己的“新家”。

自2018年5月底开始，公募团队先后多次与阿里巴巴公益沟通机构入

驻公益宝贝平台开展项目筹款事宜，并按照平台方的要求从机构维度

接受了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尽职调查，截止到2018年9月底，已完成爱

佑童心项目和爱佑新生项目2个项目的上线申请。

公募筹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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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9月，爱佑公募共筹集善款5,259,733.99元。

公募筹款情况

*本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准

收入金额 收入渠道 项目 合计（单位：元）

4,915,916.60 

蚂蚁金服

爱佑安生 11,398.42 

爱佑晨星 1,575,076.21 

爱佑天使 595,148.13 

爱佑童心 6,904.82 

爱佑新生 253,893.08 

合计 2,442,420.66 

淘宝网店

爱佑安生 195.00 

爱佑晨星 64,146.00 

爱佑天使 595.00 

爱佑童心 28,592.00 

爱佑新生 33,721.00 

合计 127,249.00 

腾讯公益

爱佑童心 931,099.45 

爱佑新生 652,139.11 

爱佑晨星 139,608.84 

爱佑安生 893,083.97 

爱佑天使 74,132.96 

合计 2,690,064.33 

总计

5,259,733.99

（含99公益日配捐激励：

1,338,187.26元，未实际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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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95公益周

9月1日-9日，爱佑慈善基金会的五大项目参与了第二届

阿里“95公益周”，成功募集善款1,629,430.73元，

共获得2,026,725笔爱心捐赠。

其中，蚂蚁金服平台共筹集善款1,498,431.73元，共获

得1,982,722笔捐赠；淘宝平台共筹集130,999元，获得

44,003笔捐赠。

“95公益周”所筹集的善款使用计划：

提供约92人次孤贫患儿医疗救助；

提供约23,507小时病患孤儿养护服务；

为数名贫困村域儿童提供救助与保护服务。

公募筹款情况

捐赠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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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99公益日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5个自有项目参与了今年的腾讯“99

公益日”，成功募集善款（含配捐）6,076,773.19元，

获得75,791人次爱心互动。聚沙成塔，众木成林，公

益倡导细致入微地渗透于日常，连接了最广泛的力量。

“99公益日”所筹集的善款使用计划：

为约14名先心病患儿提供医疗救助；

为约40名出生缺陷、早产等患儿提供医疗救助；

为血液病、肿瘤患儿提供约11次医疗救助；

为患病孤儿提供约660,000小时的养护服务；

建立约36个城市流动儿童亲子早教园。

最终数据以腾讯公益公布数据为准

公募筹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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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情况

SECTION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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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在救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升级，先后开展了医生培

训、在院社工服务等工作。

截至9月30日，项目在全国有约50家定点医院，救治患儿数量

累计超过50,000名。从2017年起，共举办了3期爱佑-上海儿医先

心医护培训，为先心领域培养儿科人才27人。

←第一批喀什地区免费救助患儿顺
利出院。

项目进展

→北京华信医院8月6日-7日在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国家级贫
困地区）义诊。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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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爱佑童心项目定点医院多次前往贫困地区进

行义诊，并深入国家级贫困地区重点筛查，共筛查28,000余人次，

确诊先心患儿400余人，这些患儿待进一步确诊后将在爱佑的资助下

进行手术治疗。

部分义诊信息有：8月6日-7日，北京华信医院前往贵州省六盘

水市水城县义诊；9月10日-22日，昆明同仁医院前往云南省文山州

马关县和广南县义诊。

←童馨小屋-医务社工带领患儿开
展中秋节主题活动。

项目进展

→昆明同仁医院9月10日-22
日在云南省文山州（国家级贫困
地区）义诊。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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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天使项目合作定点医院13家，在项目升级后，计划逐步新增定点

医院。截止2018年9月30日，爱佑天使项目累计通过3614人申请，救

助18588人次，支出善款近1.18亿元。

←图中姐弟都
是“爱佑天使”
项目救助患儿，
现在姐姐已经
康复，弟弟刚
做完手术

项目进展

爱佑天使

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项目重点工作

第三季度项目升级为“血液病及肿瘤儿童医疗救助项目”，这意味着

项目将正式介入儿童实体瘤现状干预。项目组通过对儿童实体瘤诊疗

领先医院的深入调研，明确了项目方向及发力点，并建立了项目框架。

第三季度项目组完成了无痛穿刺计划的整体设计，并配合大数据中心

初步完成智能审核框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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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救助路径 直指疾病发生源头——预防为主、兼顾救

助。业务变化表现：

A.注重公募筹款，与公募部门一起上线蚂蚁金服、腾讯平台，

其中蚂蚁金服平台上线以来，筹款超过250万元。

B.救助系统升级：与IT部门一起完成救助系统升级，并开展1.0

版本试用。

C.早期筛查与干预：探索髋关节脱位干预路径，尝试开展大众

新媒体科普节目，提升公众意识。

项目进展

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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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技术专业培训

2018年第三季度，“爱佑和康”项目分别同10个省市残联，

合作开办了11场孤独症康复技术培训，受训学员为来自304

家孤独症康复机构的技术主管和骨干教师，共计1050人，

通过上述活动直接受益的各参训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数量

合计约22710人。

项目进展

爱佑和康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孤独症儿童康复-应用行为分析个性化教育方案（ABA-IEP）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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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医师培训：全流程化管理、线上流程审批、实时异

地跟进

骨科医生进修项目进展：截至2018年9月底项目已支持42

名国内优秀骨科医生完成进修回国，其中33名回国医生已

完成项目结案，项目累计资助金已达人民币91万元；7-9

月期间，共有22名骨科医生完成进修回国，项目完成18名

进修医生的项目资助和结案，共计人民币43万元。2018-

2019年进修项目已经正式启动。

·医务社工：高举高打、抢占制高点、填补国内空白

·信息化开发：结合医务社工行业特点，通过平台打通医

院-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有效实现医社联动；为更有效的

收集培训数据，进行在线化管理和数据分析。依托微信开

发了一款专用于培训使用的平台，平台已在培训中顺利使

用。

·项目执行：9月份，项目于上海、广东两地同步开展了

五期医务社会工作培训，受训人员共计278人（上海四期

中级培训，广东一期技能培训）

项目重点工作

爱佑和康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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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新生项目已在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16

家养护中心，截止至2018年9月底，已有10668名病患孤儿

得到“爱佑新生”项目的救助，其中9825人完成了养护周

期开始了他们全新的人生，还有843名患儿正在积极的接受

养护。同时28名事实孤儿得到“爱佑新生”项目的服务。

项目进展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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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2019年项目合作渠道评估

新生项目与各渠道五年战略合作将于2018年底结束，项目从

服务对象需求角度对现合作的16家渠道进行调研体系搭建、项目

地调研评估及内部讨论，确定了2019年与各渠道的合作规模、捐

赠人覆盖项目体量、新项目规划的业务方向。

2、结合儿童权利设立美学中心项目

新生项目结合福利院内孤儿需求及儿童发展权利，与昆明市

儿童福利院合作设立了“爱佑新生昆明美学中心项目”。在院内

设置美学中心组建师资团队的形式为福利机构的孤儿提供美学教

育相关服务。

3、推进宁夏困境儿童项目课题研究的调研评估工作

本次课题研究将探讨形成困境儿童评估办法、进入儿童福利

院的准入标准、入院后的服务流程、服务标准、结案后的家庭以

及社区对接流程等一套规范的、可复制推广的困境儿童服务专业

方法和标准。本次研究将采取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分别对儿童福利机构、民政部门、社区、民众、家庭进行不少于

300样本量的中等样本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项目重点工作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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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安生项目第三季度进展：

178名督导员入户家访1316次，儿童之家开放2389次，持续时间

7221.76小时。组织活动1273次，参与人次28711人次。

爱佑安生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项目进展

项目重点工作

·联合专家团队对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正安县、桐梓县，四川

省甘孜州理塘县、九龙县、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78名督导员开展

中级培训及实地督导。

·为青海玉树州称多县珍秦镇、清水河镇、扎朵镇9所村小474名

小学生提供冬衣冬鞋捐助。

图：项目四川凉山探访，为当地孩子带去舞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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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工作

爱佑益+

多维度公益资助项目

机构资助：累积资助机构118家，在3季度尚未有新增的被资助机构。

益+创想的筛选：以线上招募、创业营推荐的方式为主，共收到申请

200余份，通过资料初筛和电话尽职调查进入实地尽职调查的备选机

构有5家。

财务内控审核尽职调查：在对被资助机构保持常规业务跟进的同时，

在三季度启动了机构财务内控审核尽职调查。以协助机构提升财务内

控管理能力为出发点，围绕财务人员专业性、资金管理规范性、会计

核算规范性以及财务管理有效性四个方面，与机构共同开展内控审核

尽职调查。尽调结果也将作为后续资助和机构整改的依据。

慈善信托咨询：主要参与前期信托客户需求调研、行业数据分析、方

案初步制定等工作。

善款支出：1274万元

累积资助机构：

项目进展

益+创想：暂无

益+创客：50家

益+伙伴：64家

VC计划：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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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社第三季度项目支出521419.4元，共组织活动8次，覆盖

240+人次。其中：

·跨界参访学习1次

·筹款新思维训练营线上线下各1次

·爱佑公益创业营1次

·中层管理者训练营1次

·安生督导员培训3次，覆盖240人次

7月24-27日赋能社第三期“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

项目进展

8月25日“爱佑公益创业营”

赋能社

公益人才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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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

SECTION 05



30内部治理

法务与合规：

2018年第三季度合规部共处理法律文件

约110份

信息公开与危机管理：

1）落实民政部于2018年7月27日发布的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制定《爱

佑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草案）

2）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制定《爱佑慈

善基金会危机管理办法》

3）澄清网络不实信息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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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联动

SECTION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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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杰珍惜生命基金夏令营”开营

7月16-19日，一年一度的“李家杰珍惜生命基金夏令营”在深圳大学

如期开营，1000余名术后患儿及家长参与了活动，看到台下一个个孩子在

社会各方的帮助下，纷纷重现天真烂漫的笑容，李先生感到十分欣慰和鼓

舞。他勉励孩子们要有慈爱之心，将来做有用的人才，回报社会。

捐赠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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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汉鼎宇佑Child Life空间正式启动

9月19日，爱佑-汉鼎宇佑Child Life空间启动仪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举行。爱佑-汉鼎宇佑Child Life空间以“儿童医院+基金会

+企业”的共建模式，结合医院Child Life项目，将配置专业的全职医务

社工，持续开展治疗性游戏、心理准备、健康宣教等儿童医疗辅导服务活

动，为患儿提供优质的医疗康复环境。

捐赠人联动

启动仪式之后，汉鼎宇

佑的志愿者在院方 Child

Life团队的引导下，与住院

患儿进行了治疗性游戏互动，

并为在院治疗的爱佑救助患

儿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因

为陪伴，游戏室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孩子们也感受到了

来自社会的真实善意与温暖。

浙大儿院Child Life空

间是爱佑与企业和儿童医院

共建的第二家服务病患儿童

的游戏空间，第一家“爱佑

银城童馨小屋”由爱佑、银

城集团、南京市儿童医院联

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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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19日，陪同禹洲地产志愿者赴玉树州称多县为爱佑安生项

目点的孩子们捐赠冬衣，并为孩子们上了一节生动的手工课。

捐赠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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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组织吉威医疗公司赴河北邯郸探访童心项目受助患儿家庭，了

解了患儿术后康复、生活情况，同时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还为患儿进

行了体检。

捐赠人联动

9月12日，由靖远县人民政府、链家公益基金会和爱佑慈善基金会三方参

与的“甘肃省靖远县儿童医疗帮扶项目”，在白银市靖远县人民医院正式签约。

此次合作，重点聚焦在“儿童医疗帮扶”领域，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项目合

作，帮助靖远县提升和改善其基层医疗和基层公共卫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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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

昆泰国际大厦24层2408室

联系电话：+86 (10) 50948839

邮箱：ay@ayfoundation.org

网址：www.ayfoundation.org


